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門山】是張家界永定區海拔最高的山，距城區僅 8 公里，因自然奇觀天門洞而得名。

天門山古稱嵩梁山，又名雲夢山、方壺山，是張家界最早載入史冊的名山，主峰 1518.6 米，

1992 年 7 月被批准為國家森林公園。 

   

【鬼穀棧道】棧道上，挺著發麻的雙腿，帶著急促的心跳，閉上眼，伸開雙臂，你就能得

到一次最完美、最刺激、最貼近自然的 SPA。棧道還有淩空伸出的長約 5 米的玻璃月臺。  

【玻璃棧道】張家界天門山玻璃棧道，長 60 米，最高處海拔 1430 米。玻璃棧道的刺激震

撼，可與舉世聞名的美國大峽穀玻璃走廊“天空之路”媲美，有東方“天空之路”美譽。 

  

【天門洞】地方史志曾記載：”玄古之時，有土人見霞光自雲夢出，紫氣騰繞，盈於洞開，

溢於天合，以為祥瑞，肅而伏地以拜之”。自古以來，奇幻美麗的”天門吐霧”、”天門

靈光”，被認為是天界祥瑞之象，名聞遐邇。 

   

【張家界大峽谷】是新近開發建設的旅遊景區。景區內流傳千百年的爛船峽、千人墳、吳

王坡、土匪洞、木炭窯、三株稻等等，在滄桑的歲月中愈發清晰可見，言語能聞，觸手可

及，散發出迷人的人文歷史地理魅力，插在石壁上的木棧道，跨在小溪上的玻璃過道，掛

在石壁上的涓涓流水，滑在半山腰的滑道，還有許許多多九寨溝的水及小三峽之美譽的風

景，這就是最新最美的張家界大峽谷風景區。 



【玻璃橋】世界首座斜拉式高山峽谷玻璃橋今年 5 月將在中國湖南省張家界對遊客開放。

這座玻璃橋距谷底相對高度 300 米，全長約 430 米，寬 6 米，橋面全部由透明玻璃鋪設，

整個工程沒有使用鋼筋混凝支架。 

 

【煙雨張家界】 

是中國首台 3D 視覺大型民俗文化大戲，也是中國首個模擬實景劇場演出，利用現代聲、

光、電等科技設施，配合美妙而震撼的配樂以及逼真的超大視頻特效，真人與視頻的完美

結合，讓人產生亦真亦幻、如煙似雨的感覺，向世人演繹魅力、神秘的張家界民族風情。 

《天門狐仙秀》 

欣賞世界上唯一山水實景大秀《天門狐仙》，是世界上第一齣以高山奇峰為舞臺背景,以山

澗峽穀為表演舞臺的山水實景演出；也是目前世界唯一一齣在山水實景中演出並有完整故

事情節的音樂劇。天門山壯美瑰麗的奇峰險壑、峽谷裡的飛瀑流泉、空中的霧嵐飛煙、山

上的林木花草皆成為該劇舞美效果的構成元素，也成為該劇實現特殊藝術表現力和巨大視

覺衝擊力的獨特資源。 

 

 

 

 



遇見~~張家界 路上汽車酒店 ~~~在水一方.傍水而居 

“在路上”能踏足許多地方，有些景致，可遇而不可求； “在路上”能欣賞許多斑斕，

有些絢爛，值得我們靜靜守侯；“在路上”能經歷許多偶遇，有些邂逅，值得我們慢慢品

味； “在路上”能流露許多真情，有些浪漫，值得我們放肆追求...... 真的，很幸運！ 當

您漫步于這家完全融入周邊峰林大氧吧依偎中的張家界路上汽車酒店，這裏的“酒店人”

會成為您最好的規劃師，伴隨您的心一同出發，遇見...您獨一無二的“在路上”！ 

 
 
 
 
 
 
 
 
 
 
 
  
 
 
 

★★ 全程 無購物、無自費 您有更多的時間悠閒觀光 ★★ 

 

【張家界旅遊注意事項】 

1.張家界區域，飲食條件較其他大城市不足，多為農家風味，敬請多多包涵。 

2.於張家界景區搭乘環保車時會有與其它團體合車狀況。 

3.張家界住宿飯店至景區間往返視當地調派車輛狀況安排，非一車到底，敬請見諒。 

4.從 2010 年 1 月 1 號開始，湖南省的所有酒店就正式取消了一次性用品免費提供，請您自

行攜帶(個人盥洗用具及拖鞋)，以免造成您生活上的不便。 
 

 

第一天 臺北✈張家界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張家界】是“天然去雕飾”的人間仙境，也是資源豐富

的綠色植物寶庫和野生動物樂園，集“山峻、峰奇、水秀、洞美、峽幽”，讓人流連忘返。”

1984 年將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索溪峪自然保護區、天子山自然保護區三大風景區命名為

“武陵源”。 

 溫暖的家              X              禾田下 

 準五星 張家界市區 華天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張家界→鳳凰(鳳凰古城-九景套票：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居、東

門城樓、萬壽宮、楊家祠堂、崇德堂、虹橋、古城博物館、沱江含遊船、夜

遊酒吧一條街) 

   

【鳳凰古城】被紐西蘭作家～路易．艾黎稱作中國最美麗的小城之一。鳳凰城是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的鳳凰縣的縣城，它緊鄰沱江而建，吊腳木樓布滿山坡。這裏是文學大師沈

從文的故鄉，他曾在《邊城》中描繪過它素樸而迷人的風情。建於清康熙時期，有全國保

存最完好的古城。集居著苗族、漢族、土家族、回族等，形成了多才彩多姿的的民族風情。

最適合悠哉踱步、沉澱心靈的小鎮。 在這青山、綠水、古橋、吊腳樓、民居、石板街城

內，古代城樓、明清古院風采依然，苗族小鎮的細緻溫柔與古老歷史累積的厚蘊文化。白

天的古城，夜晚的古城，都值得您深深的體驗他獨特的風情。 

【沈從文故居】位於古城南中營街，為一南方典型的四合院。古院皆采用一陡一眠合子墻

封砌，故居所有木質建築，無雕龍刻鳳，但顯得小巧精緻，古色古香。特別是那些帶有湘

西風味的雕花木窗，琢工精良，格外引人註目。  

【熊希齡故居】環境幽靜安謐，建築古老質樸，四方形佈局，中有一天井寬坪。進入宅門，

左側是一個約十平方米寬的前室，又稱會客室，天井東側為專門的柴房，內有石磨、石碓

等食用傢具裝置，充分顯示了這家主人當時勤儉持家的良好風範。  

【楊家祠堂】為鳳凰縣 24 家祠堂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古城內的祠堂，楊家祠堂始建於道

光十六年，木質結構呈四合院，上下兩層，占地面積 770 平方米，整過建築工程精細，富

有楊家民族特色。  

【東門城樓】位於城東，緊靠沱江，原名"升恒門"，為鳳凰古城四大城門之一。東門城樓

始建於清康熙五十四年，城門下部由紫紅砂巖砌成，上部城樓則用古磚砌築。  

【萬壽宮】形成建築規模宏大設計精巧獨特，雕琢玲瓏剔透的建築群落。緊靠大門與高大

門樓連為一體的，北有陽樓，西有遐昌閣。簡直是殿宇樓臺薈萃，建築藝術大觀。  

【崇德堂】是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江西豐城人裴守祿始建於 1884 年，當時鳳凰非常富有，

只有 16 歲的裴守祿就來到鳳凰做生意並建了這座古宅。  

【古城博物館】陳寶箴世家位於鳳凰古城裏面，是古城鳳凰的又一道人文景觀。館址範圍

即為清光緒年間道臺衙門的組成部分，陳寶箴三代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鳳凰古城博物館陳

寶箴世家館內還陳列了陳寶箴的後裔向博物館捐贈的家族歷史文化遺產、遺物、遺照、圖

片、資料、著作、文獻等。 

【虹橋】橫臥於沱江之上，風雨樓以它的壯觀和俊美拔然而起，這其實就是成了一道重疊

的風景，這道風景，由下而上、由古而今穿越著六百多年的歷史。這座橋始建於明洪武初

年，橋下的那條潭，自古以來就叫回龍潭 



【沱江含遊船】是古城鳳凰的母親河，她依著城牆緩緩流淌，世世代代哺育著古城兒女。

坐上烏蓬船，聽著艄公的號子，看著兩岸已有百年曆史的苗族吊腳樓，別有一番韻味。沱

江打很遠的貴州境內流出來的，流到這裡自然清澈見底，她流出很多人的故事，那河上的

跳巖，是典型的湘西風光，她原始、古樸，有多少故人和故事從那跳巖上走過。  

【酒吧一條街】漫步江岸的步道，只見兩岸吊腳樓餐館、咖啡座燈火輝煌，大紅燈籠高掛，

輕柔的音樂飛灑而出，飄向江面上的月色中。 

註 1：鳳凰九景為套票，若遇套票內景點因不可抗力因素或臨時停業，無法針對單一景點

退費，敬請見諒。 

註 2：若遇沱江水位過高或過低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沱江無法遊船，則此景點取消不

走，敬請見諒。  

 酒店內用                苗家風味              天下鳳凰酒店合菜 

 準五星 天下鳳凰 1 號樓酒店 或 鳳凰花園酒店 或同級  

註：古城區域飯店條件不如大城市，但為求旅遊行程順暢，安排在此住宿，敬請見諒。 
 

第三天 鳳凰-張家界（天門山﹙大索道單程、含環保車﹚、鬼穀棧道、玻璃

棧道﹙含鞋套﹚、天門洞﹙含單程手扶電梯﹚、公路奇觀、軍聲畫院、天門

狐仙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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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門山】是張家界永定區海拔最高的山，距城區僅 8 公里，因自然奇觀天門洞而得名。

天門山古稱嵩梁山，又名雲夢山、方壺山，是張家界最早載入史冊的名山，主峰 1518.6 米，

1992 年 7 月被批准為國家森林公園。  

【鬼穀棧道】棧道上，挺著發麻的雙腿，帶著急促的心跳，閉上眼，伸開雙臂，你就能得

到一次最完美、最刺激、最貼近自然的 SPA。棧道中還有一個淩空伸出的長約 5 米的玻璃

月臺。  

【玻璃棧道】湖南張家界天門山玻璃棧道，長 60 米，最高處海拔 1430 米。玻璃棧道的刺

激震撼，可與舉世聞名的美國大峽穀玻璃走廊“天空之路”媲美，因而有了東方“天空之

路”的美譽。 

【天門洞】地方史志曾記載：”玄古之時，有土人見霞光自雲夢出，紫氣騰繞，盈於洞開，

溢於天合，以為祥瑞，肅而伏地以拜之”。自古以來，奇幻美麗的”天門吐霧”、”天門

靈光”，被認為是天界祥瑞之象，名聞遐邇。 

【大庸府城】一座龐大的湘西民俗文化城，行走其中，既可看到土家吊腳樓的古樸大氣，



苗寨的神奇秀美，侗族風雨橋的浪漫多姿，瑤族盤王殿的神秘威嚴，還可以看到白族三坊

一照壁的清幽絢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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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天門山景區走路比較多，且景區道路為狹窄棧道，建議客人穿著平底防滑鞋，

避免滑倒。景區 2015 年 4 月 25 日起更為環線遊覽，開通穿山扶梯(天門洞廣場至天門洞至

山頂);天門山索道中站，將不再上下客人。A 線索道上山後乘穿山扶梯至天門洞廣場乘環

保車下山;B 線環保車至天門洞廣場乘穿山扶梯上山後乘索道下山。PS.12 月 10 日起，天門

洞關閉和環保車停運，大索道單程改雙程。 

【天門狐仙秀】是世界上第一齣以高山奇峰為舞臺背景，以山澗峽穀為表演舞臺的山水實

景演出；也是目前世界唯一一齣在山水實景中演出並有完整故事情節的音樂劇。天門山壯

美瑰麗的奇峰險壑、峽穀裏的飛瀑流泉、空中的霧嵐飛煙、山上的林木花草皆成為該劇舞

美效果的構成元素，也成為該劇實現特殊藝術表現力和巨大視覺衝擊力的獨特資源。 

 酒店內用                黑竹溝蘑菇宴             烏龍山寨乳豬宴 

 準五星  張家界市區 華天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張家界（袁家界景區：百龍電梯上、〈迷魂台、天下第一橋〉、

天子山景區、賀龍公園、天子山索道下、寶豐湖(遊船+電瓶車)、溪布街） 

   

溫馨提醒天子山纜車/百龍電梯/楊家界纜車，交叉運行。實際狀況將視當時人潮而定，敬

請見諒。 

【迷魂台】於天下第一橋東 400 米處，台分兩級，第一級由東向西呈一面緩坡，約 100 平

方米，第二級比第一級大約低 2 米，是一塊緊連著第一級懸空橫伸的石板，雲霧翻滾，群

山時隱時現，變幻莫測，使人難辨天上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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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家界峰牆群：峰牆群奇觀位於張家界市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楊家界，據考證，楊家界峰

牆景觀形成時間約 3.8 億萬年，處於幼年期，由平臺、方山切割分化而成，呈長條狀分布，

其延伸方向受構造節理的控制，側看成峰，橫看成牆，多數有平頂，頂上生長有遒勁的武

陵松。“武陵源像長城一樣偉大!”，七年前,美國著名記者西蒙•溫徹斯特在《紐約時報》

上發文贊譽張家界，靈感正是來自於楊家界峰牆。 



【天子山】天子山一帶風光旖旎，尤以雲海、石濤、冬雪、霞日最為壯觀。該遊覽線風景

相對集中，有“憑欄覽盡天上景”之稱。  

【袁家界風景區】位於砂刀溝北麓，是武陵源又一風景集中之地。後花園有《天然盆景》

之稱，園內石峰千姿百態，溪水繞峰而流，山上古木參天，雲霧瀰漫，猶如古時皇宮內的

後花園一樣。迷魂台天下第一橋東 400 米處，台分兩級，第一級由東向西呈一面緩坡，約

100 平方米，第二級比第一級大約低 2 米，是一塊緊連著第一級懸空橫伸的石板。坐在臺

上，可見金鞭溪和砂刀溝爭奇鬥巧，雲霧翻滾，群山時隱時現，變幻莫測，使人難辨天上

人間。天下第一橋屬武陵源精華景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五公尺的天然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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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杉刀溝上袁家界，沿絕壁頂部邊緣遨遊，至於中坪“觀橋臺”遙望千米之外，

只見石橋淩空飛架兩峰之巔，氣勢磅薄，奇偉絕倫，石橋寬僅 3 米，厚 5 米，跨度約 50

米，相對高度近 400 米。天下第一橋與夫妻岩並稱《張家界雙絕》。 

【百龍觀光電梯】位於世界自然遺產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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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項桂冠，

獨步世界。可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建築奇觀，當領略過張家界的絕世美景，又怎能不坐上

這獨步世界的天梯，天梯快速穩步上升，成為巨大的掃描器，以我們的眼睛為探頭掃描著

周圍的美景。 

【寶豐湖 (遊船+電瓶車)】1984 年寶峰湖風景區對外開放。1992 年，寶峰湖作為武陵源風

景名勝區的組成部分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寶峰湖被稱為「世

界湖泊經典」。寶峰湖風景區集山水於一體，融民俗風情於一身，尤以奇秀的高峽平湖絕

景、「飛流直下三千尺」的寶峰飛瀑、神秘的深山古寺聞名。 

【溪布街】北靠武陵大道，南向沿 400 米索溪河岸水景，東鄰張家界大劇院，西接前往寶

峰湖要道—寶峰橋。是全國唯一集水上酒吧街、中華名特小吃街、湘西民俗購物精品街、

休閒客棧、創意工坊等為一體的複合型旅遊商業步行街，是武陵源核心景區內不可複製的

文化旅遊藏品。 

 酒店內用                   阿凡達                 酒店合菜 

準五星 路上汽車特色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張家界（黃龍洞：含 VIP 遊船+生態廣場 VIP 電瓶車+VIP 講解員、

張家界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往返、煙雨張家界秀) 

   

【黃龍洞】黃龍洞又稱黃龍泉，位於索溪峪自然保護區東部，索溪峪鎮東 7 公裏（索溪峪

河口村）的一座山腰上。已開發的洞內景觀面積約 20 公頃，分旱洞和水洞。共四層，長

13 公裏，最高處百余米。屬石灰巖地下河侵蝕型洞穴。兩層水洞與兩層旱洞上下縱橫，形



成洞下洞，樓上樓螺旋結構，最大洞廳的面積 12000 平方米，可容納上萬人。洞內有一個

水庫、兩條陰河、三條地下瀑布、四個水潭、十三個大廳、九十六條遊廊。洞內流痕、邊

石、倒石芽、倒鍋狀窩穴階段發育良好，鈣質石積物呈五顏六色，絢麗多資，有“地下迷

宮”之美稱。 

張家界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張家界大峽谷位於張家界市慈利縣三官寺鄉，緊鄰世界自

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建設歷時 4 年多，

號稱創下 10 項「世界之最」，包括：最高且最長的玻璃人行橋、橋面上建有世界最高彈跳

臺、玻璃承重最重的橋樑、舒適性最好的橋樑等等。玻璃橋橋面距谷底高度約 300 公尺，

遊客走在橋上就好像行在空中。 

※玻璃橋遊覽須知： 

1、此線路需提前預約，玻璃橋載量有限，會出現預約不成功情況。 

2、遇大風、暴雨等極端惡劣天氣，玻璃橋有可能關閉。 

3、除錢包和帶有手機套的手機外，任何物品不得帶上橋。 

4、凡有心臟病、高血壓、恐高症及醉酒和其他身體不適宜遊覽的，請勿上橋。 

5、穿高跟鞋的遊客不允許上橋。 

6、不得在橋上追逐、打鬧,拋物，不得倚靠橋上欄杆，以防身體傾斜，發生意外。 

7、遊客在遊覽過程中請聽從景區工作人員管理。 

【煙雨張家界】是中國首台 3D 視覺大型民俗文化大戲，也是中國首個模擬實景劇場演出，

利用現代聲、光、電等科技設施，配合美妙而震撼的配樂以及逼真的超大視頻特效，真人

與視頻的完美結合，讓人產生亦真亦幻、如煙似雨的感覺，向世人演繹魅力、神秘的張家

界民族風情。 

 酒店內用                  盛世武陵              印象鯢宴自助餐 

準五星 路上汽車特色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張家界✈臺北 

早餐後，收拾行李帶著快樂的心情，結束六天的旅程。 

 酒店內用               機上餐食                溫暖的家 

 溫暖的家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機場定點來回接

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價值台幣 1600 元)         小費另外支付 

稅險 含 另收 3000 元 

   直飛張家界        獨家規劃       從長沙拉車 

台中獨家船遊寶峰湖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最新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天門狐仙秀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價值 1800 元 

沒有 另外自費 

    煙雨張家界 3D秀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價值 1800 元 

沒有 另外自費 

全程餐食無自費 台中廣播獨家 一般行程 2-3 餐自理 

玻璃棧道含鞋套 台中廣播,包含 沒有 

鳳凰古城含九景套票 台中廣播,包含 不一定 

    贈送行李收納袋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張家界含天門山景區 

門票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袁家界含門票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黃龍洞:含 VIP遊船+ 

生態廣場 VIP電瓶車)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價差 2000 元) 

沒有包含 

專業.風趣 DJ 導遊 同行

贈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