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19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19/09/13 

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林永泰 0932-122933 周飛鵬 0939-143038 廖敏妃 0936-141577 
鄭麗麗 0928-794118 申瑀婕 0963-971936 許富宗 0933-736263 楊素文 0933-165185 葉茂盛 0932-909267 許容豪 0937-713388 

【直飛】湘西第一神山～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 

袁家界 天子山 天門山 (無購物、無自費) 4 日 

(贈送) 每天每人一瓶礦泉水.登山手杖 

形成特色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無車購 

●獨家安排張家界之魂、湘西第一神山～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全世界最長的單線迴圈式高山觀光客運索

道。(價值 NT$2000 元) 

●貼心安排楊家界，世界最高的室外觀光百龍(電梯下)，十里畫廊小火車，讓您輕輕鬆鬆盡覽張家界美景。 

 
 

  

   
   

 

參考航班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2019/09/13 

【星期五】 

中國 

南方航空 
CZ3026 桃園國際機場 15:35 張家界 DYG 18:15 

2019/09/16 

【星期一】 

中國 

南方航空 
CZ3025 張家界 DYG 12:05 桃園國際機場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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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 湖南 張家界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湖南省【張家界】，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有著悠久的歷

史和燦爛的文化，獨特的山、水、州、城四位一體的城市景觀讓人醉遊其間。 

餐食：早餐:X 中餐:X  晚餐:中式晚餐 60R 

住宿：準五★最佳西方韋斯特或同級  

 

第 2 天  張家界【百龍電梯上、袁家界、天下第一橋、賀龍公園、西海、後花園、天子山纜車下、金鞭

溪、水繞四門】 

【百龍電梯】以"世界上最高的全暴露觀光電梯,世界上最快的雙層觀光電梯,世界上載重量最大、速度最快

的觀光電梯“三項桂冠獨步世界，總造價 1.2 億，電梯工程氣勢宏大，垂直高差 335 米，營運高度 326 米。

每台一次載客 47 人，營運速度 3 米/秒，三台同時營運每小時往返運量達 3000 人次。 

【袁家界景區】名稱相傳來源于後唐時期，黃巢起義失敗後，朝庭為徹底肅清亂黨，四處張榜，捉拿義軍。

當時黃巢手下有一名將士，姓袁，為躲避追捕，便來到了這遠離人世的深山野嶺──青岩山隱居，他在這

里結廬為舍，墾荒種糧，並以自己的姓氏為這里命名，起名“袁家界”。著名景區名稱：天懸白練、天下

第一橋、迷魂台(屬武陵源精華景點)、後花園。 

【天下第一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５公尺的天然石板，橫空"架"在兩座山峰之上，把東西兩

峰連接。高度、跨度和驚險均為天下罕見，故稱"天下第一橋"。 

【賀龍公園】為紀念賀龍元帥誕辰 90 周年而興建，屹立在“雲青岩”上，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

南昌起義，二萬五千裡長征，抗日戰爭，功績卓著…文化大革命，歷經滄桑。公園內還有當年他戰鬥過的

部隊所贈的坦克與戰機實物。 

【天子山自然保護區】總面積為 9000 余平方公引，近一百平方公里。境內最高點昆侖峰海拔 1262.5 米，

最低點泗南峪，海拔 534 米。天子山的神奇，在于煙雲繚繞的奇石危峰，如柱、如塔、如筍，低者數公丈，

高者數公引，雕鏤百態。有屈子行吟，有姐妹私語，有夫妻情深，有眾仙聚會、群娥起舞，有天兵出征等

天然群像。當地群眾稱形同武將的石柱為“四十八大將軍，四十八小將軍”，擺起八門鎖陣，天子坐朝閱

兵。 

備註：冬季時候，若遇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山上環保車停駛，將導致天子山自然保護區內景點無法遊覽，

敬請見諒。實際以景區公告為準。 

【金鞭溪】金鞭溪沿線是武陵源風景最美的地界，全長 5.7 公里，穿行在峰巒幽谷間，溪水明淨，跌宕多

姿，小魚游弋其中。溪畔花草鮮美，鳥鳴鶯啼，人沿清溪行，勝似畫中游。金鞭溪所經之地被譽為“世界

上最美麗的峽谷”。團體旅遊路線是擷取精華段參觀，敬請見諒。 

【水繞四門】金鞭溪、索溪、鴛鴦溪、龍尾溪四條溪流在這塊不足 200 平方米的山谷盆地里盤繞匯流。四

周峰岩奇秀，溪流潺潺，竹茂樹繁，花香鳥語，奇峰石壁間有一個芳草萋萋的綠洲，幾條山溪切割出東南

西北四道山門，人稱水繞四門。 

住宿：最佳西方韋斯特或同級（准五）  

餐食：早餐 (酒店內) 中餐 (阿凡達餐廳 RMB40/人) 晚餐 (酒店合菜 RMB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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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日  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含單程纜車、手扶電梯、環保車、玻璃棧道、鬼谷棧道)、軍聲畫

院、張家界博物館、晚間安排欣賞─大型山水實景音樂劇《天門狐仙秀》】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因自然奇觀天門洞而得名，是張家界最早載入史冊的名山，1992 年 7 月被批准為

國家森林公園。三國時吳王孫休以為吉祥，賜名“天門山”。天門洞終年氤氳蒸騰，景象變幻莫測，時有

團團雲霧自洞中吐納翻湧，時有道道霞光透洞而出，瑰麗神奇，宛如幻境，似蘊藏天地無窮玄機。 

備註：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內景點，若因天氣因素景區景點關閉或機械檢修等安全因素無法參觀，因為套

票，不予退費。敬請見諒！電動手扶梯+纜車+環保車，均屬套票內交通工具，如因景區調整運送方式，則

不予退費。敬請見諒！實際以景區公告為準。 

【鬼谷棧道】天門山屬高山台地，三面為絕壁，相傳鬼谷子在此修行，為方便通行而在崖壁修建棧道，最

窄處只容一人側身而行，到此一遊，極目四顧頗有天際蒼茫、臨深履薄之感。 

【軍聲畫院】被譽為中國張家界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它以“純樸、自然、創新”為藝術宗旨，集中展示

了軍聲砂石植物粘貼畫(砂石畫)獨特的藝術，軍聲砂石畫是利用天然彩石、植物等不褪色的天然材料粘貼

而成的一種藝界首創新畫種。 

【張家界博物館】總面積為 1300 多平方米，館藏品非常豐富，光本地出土的國家級文物就有 300 多件，其

中虎紐於、八副羅裙、跽坐銅俑等 8 件為國寶級文物。館以文物(實物)、史籍、圖表、類比場景等手段向

參觀者進行表述，以文物類別及其屬性組合成“引、城、劍、樹、裙、和”六個展廳序列空間，充分利用

現代人工置景，輔以聲光電動，最大限度地讓這些歷史碎片折射出古銅色耀眼的光芒。 

【天門狐仙音樂劇故事】改編自神話傳說《劉海砍樵》，講述了一段感天動地的人狐之戀。劇中真實展現

了東方玄幻風格的場景：近 1 萬平米劇場的漫天飛雪、狐狸精在舞臺上直接變幻成人型、超大可移動人造

月亮、瞬間被流水包裹的 5000 平米玻璃鋼炫彩舞臺、60 米長高空飛橋、主人公飛升至上百米高空變換成

星星消失…劇中使用了大量機械、魔術及特效，營造出一幕幕令人驚異的奇幻場景，讓觀眾瞠目結舌、匪

夷所思。 

住宿：最佳西方韋斯特或同級（准五）  

餐食：早餐 (酒店內) 中餐 (野蘑菇風味 RMB50/人) 晚餐 (中式合菜 RMB60/人) 

 

第 4 日 張家界/桃園  

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回台灣，結束此次山水畫的行程! 

住宿： 溫暖的家  

餐食：早餐 (酒店內) 中餐 (機上簡餐) 

 

每人新台幣$ 25,700 元 (團費可刷卡 24900+小費(現金)800 元)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5,000 元)本團無團體機票，此價以訂到之個人票為基準 

 

費用說明 

(A)團費包括 

1. 契約責任保險新台幣$200 萬意外身故險+意外險醫療新台幣$20 萬 

   (依據觀光局『國外旅遊契約』第九條第五款中規定，特別提醒每一位參加團體的貴賓，不要忘了自行

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2. 機場稅+兵險+燃油稅。 

3. 國外司機、導遊領隊小費、行李小費。 

4. 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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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費用不包 

1. 新辦護照費新台幣$1,400 

2. 新辦台胞證新台幣$1,700 

 

簽証說明  

(A) 護照新辦須準備： 

1. 凡 14 歲以上須附身分證正本 

2. 舊護照 

3. 半年內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需露耳露眉）兩張  

**請避免使用快拍** 

4. 請提供緊急聯絡人及家裡連絡電話各一 

5. 如有改名請附戶謄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男性如退伍請附退伍令正本，如身分證有備註役別

可免退伍令；男性如免役請附免役令正本 

6. 未滿 14 歲(未領身分證者)請附戶口名簿正本 或 戶謄正本，及監護人（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7. 未滿 18 歲，須附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父母的婚姻關係正常的情況下），如父母離異請

附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以及戶謄一份（須備有監護人歸屬） 

(B) 首辦護照者應備： 

1. 請本人攜帶身分證正本及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需露耳露眉）

兩張，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認證" 

  2.  將戶政所給的紙本資料及身分證正本交由代辦旅行社即可 

    3. 如有改名請附戶謄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男性如退伍請附退伍令正本，如身分證有備註役別 

    可免退伍令；男性如免役請附免役令正本 

    4. 未滿 14 歲(未領身分證者)請附戶口名簿正本或戶謄正本，及監護人（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5. 未滿 18 歲，須附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 

(C) 台胞證新辦者應備： 

  1. 半年效期以上之護照正本 

  2. 清晰一比一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影本勿書寫文字，條碼文字清楚，不能翻拍） 

  3. 護照規格兩吋彩色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一張，需露耳、露眉 

     **請勿與舊證件或身分證同組照片，並避免使用快拍** 

  4. 未滿十六足歲申請人須繳付”監護人”清晰一比一身分證影本及戶籍謄本 

  5. 最近之舊台胞證影本，首辦台胞則免附 

  6. 改名（與舊台胞不同姓名）或更改基本資料，需要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 

  **申請資料不齊全、不符合規定被退件或通知補件，工作天由補齊日重新計算** 

 

萬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879 號  旅品北 471 號 

台北 (02)25602277  服務團隊：范振發、魏綺年、吳健智、林永泰、賴宜慧、魏亦璟 

許富宗、楊素文、葉茂盛、楊秀紋、許容豪、歐陽蓉蓉 

桃園 (03)3372226   服務團隊：廖敏妃、周飛鵬、曾春蘭、李佳霖 

新竹 (03)5900338   服務團隊：鄭麗麗、鄭麗琴、申瑀婕、彭明洪、曾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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