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凡達張家界～峽谷玻璃橋 

袁家界景區  絕景黃龍洞 4+1 日 
【行程特色】 

★直航班機往返張家界：讓您省去奔波勞累之苦，體驗不經第三地轉機的便利。 

★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躋身於世界著名風景區的行列。張

家界以其獨特  的原始自然風貌聞名於世，它峰密岩險，穀深澗幽，水秀林碧，雲繚霧繞，集雄、奇、幽、野、秀

於一體，匯峰、穀、壑、林、水為一色。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單程纜車+電扶梯+單程環保車)：是張家界海拔最高的山，因自然奇觀天門洞而得名，是張

家界最早載入史冊的名山，並於 1992 年 7月被批准為國家森林公園。 

★黃龍洞 VIP(VIP 通道+VIP 碼頭+專屬導覽員+電瓶車+遊船)：2005年被評選為中國最美的旅遊溶洞屬典型的喀斯特

岩溶地貌。 

★十里畫廊(含來回小火車)：峽谷兩旁的巒峰錯落有致，並隨著天氣和光線變化，呈現如詩如畫景緻而得名，看起

來似國畫長廊。 

★百龍電梯：榮獲三項世界紀錄，安排貴賓乘坐，結合自然美景與人造奇觀。 

★保證：全程不進購物店，不上攝影，品質更有保障。 

 

 

 

 

 

 

 

★百龍觀光電梯：百龍天梯氣勢恢弘，垂直高差 335米，運行高度 326米，由 154米的山體內豎井和 172米的貼山

鋼結構井架組成，採用三台雙層全暴露觀光並列分體運行。目前以“最高戶外電梯”榮譽而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是自然美景和人造奇觀的完美結合。2015 年，百龍天梯再次進行升級改造，運力由單梯 50人提升至 64人，時

間由 1分 58秒縮短至 66秒。 

 

 

 

 

★張家界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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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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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玻璃橋如遇因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關閉無法遊覽時，將改以黃石寨景區(含纜車上下)替代，敬請見諒。 

 

   

 

 

 

以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8/05/9 

〔星期三〕  
CZ3026  台北(桃園)  張家界  15:55  18:35  

2018/05/13 

〔星期日〕  
CZ3025  張家界  台北(桃園)  14:25  17:00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桃園機場／張家界荷花機場//晚餐/飯店住宿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張家界。 

張家界市位於湖南省西北部，北與湖北省鶴峰縣交界，總面積 9518平方千米，總人口 163萬人(2006年)，以土家

族、白族為主的少數民族約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張家界為中國湖南小的省轄地級市，位於湖南西北部，澧水中

上游，屬武陵山脈腹地，為中國最重要的旅遊城市之一。張家界是中國大陸著名的旅遊勝地，世界遺產高級顧

問：桑賽爾和盧卡思兩位博士說：在風景上可以和美國的大峽谷等國家公園相比。張家界大部分山峰展現出更垂

直的輪廓，具有不可否認的自然美。張家界風景區被認為是一個神奇幽深、如詩如畫的世界。  
註 1.中國南方航空公司(CZ)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年 1 月 1 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即 62 英寸，重

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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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於張家界景區搭乘環保車時會有與其它團體合車狀況。 

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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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中式合菜(RMB50/人) 

住 宿： 準 5星藍灣博格酒店 或 準 5星大成山水水世界酒店或同級旅館 

第 2 天 
張家界市 08:00醫院採血～黃龍洞(遊船+VIP電瓶車+VIP通道+專屬導覽)～大峽谷(C

線雲天渡玻璃步橋)～張家界景區(宿) 

黃龍洞：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名勝中著名的溶洞景點，因享有《世界溶洞奇觀》、《世界溶洞全能冠軍》、《中國最美旅遊

溶洞》等頂級榮譽而名震全球，現已探明洞底總面積 10萬平方米；洞體共分四層，洞中有洞、洞中有山、山中有洞、洞中有

河，經中外地質專家考察認為：黃龍洞規模之大、內容之全、景色之美，包含溶洞學的所有內容。黃龍洞以其龐大的立體結構

洞穴空間、豐富的溶洞景觀、水陸兼備的遊覽觀光線路獨步天下，內中有天然空調。 

張家界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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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大峽谷風景區占地遼闊，因行程時間有限且避免貴賓走訪勞累，此行程僅安排遊覽雲天渡玻璃橋，未實際走訪各處敬請見諒。 

註 2：玻璃橋如遇因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關閉無法遊覽時，將改以黃石寨景區(含纜車上下)替代，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娃娃魚風味餐(RMB50/人) (晚餐) 中式風味餐(RMB50/人) 

住 宿： 張家界國賓大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袁家界景區~百龍電梯(上山)天下(乾坤柱~迷魂臺~第一橋)纜車下~賀龍公園～ 

西海石林~御筆峰～仙女散花~十里畫廊(來回小火車)～張家界(17:00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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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龍觀光電梯(上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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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第一橋：天然石橋淩空飛駕於兩座巨大的石峰之巔，厚約 4米，寬 2米餘，跨度約 50米，相對高度 300多米。橋面兩

端石峰上，綠樹叢簇，鬱鬱蔥蔥，峰壁則宛若斧劈，草木不生。立橋邊俯視，透過稀疏樹葉，見雲湧霧蒸，幽深莫測。自北端

步行過橋，狹窄處僅數十釐米，心驚卻步。繞過深谷，站在相距 40多米處觀橋臺上，橋的全貌映入眼簾，橋身雄奇偉岸。 

迷魂台：在天下第一橋東行 200多米處，再南行 50米即至。立台鳥瞰遠近寬廣的盆地裡，高低錯落的翠峰，如樓如閣、如

台如栩、如凳如椅、如人如獸，千姿百態，景象萬千。雨後初晴，輕雲淡霧，群峰似瓊樓玉宇，若明若暗。 

後花園：從迷魂台東行 500多米，見一小石門，渾圓雙拱似月亮。過此門，右面絕壁上有一凹台。立台俯視，見幽谷林木繁

茂，芳草叢生，數十座玲找小巧的石峰，點綴在繁花綠葉中，百鳥啼啼，溪流混混，似一座巨大的花園。陽光直射溪谷時，石

峰凝綠染丹，清新悅目。雨天則雲霧如海，峰頂飄搖。此景位處森林公園邊緣，為別于黃獅寨之"前花園"，故稱"後花園"。 

天子山景區：處於武陵源腹地，地勢高出四周。置身天子山主峰，舉目遠眺，視野天子山景區的遼闊，透視線長，層次豐

富，氣象萬千，方圓百里景觀盡收眼底。天子山不但險絕，且給人神秘幽靜之感，尤以石林奇觀聞名遐邇。覽勝之間，令人遐

思無限，不得不驚歎造物者的鬼斧神工。 

賀龍公園：是 1986年為紀念賀龍元帥誕辰 90週年而興建的，融合自然及人文景觀，建有近百年來設計及鑄造最大的一尊

銅像～賀龍銅像。 



御筆峰：位於天子山天子閣西側的山谷中。站在觀景台向西南遠眺，但見山谷數十座錯落有致的秀峰突起，遙沖藍天，靠

右的石峰像倒插的御筆，靠左的石峰似擱筆的“江山”。 

天子山纜車(下山)：位於于武陵源的東北部，此景區東自深圳閣起，西至將軍巖止，延盤繞近 40 公里，總面積近百平方

公里。天子山名稱的由來是因宋代土家族領袖向大坤在此率眾起義，自稱天王，後亦殉難於此；安排貴賓搭乘纜車下覽西海，

千座山峰兀立雲霧中，峰巒層列，形態奇特，令人有氣勢磅礡之感。 
註：若遇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山上環保車或纜車停駛或路面結冰封路，則景點僅能安排將由百龍電梯上下遊覽，將導致部份景區無法遊覽，

敬請見諒。 

十里畫廊(含來回小火車)：位於索溪峪景區，是該景區內的旅遊精華，在這條長達十餘裏的山谷兩側，有著豐富的自

然景觀，人行其間如在畫中。溝旁黛峰屏列，山上的岩石形成了 200來尊似人似物、似鳥似獸的石景造型，其中孔雀開屏、采

藥老人、壽星迎賓、猛虎嘯天等最為著名。峽谷兩旁的巒峰錯落有致，並且隨著天氣和光線變化，呈現如詩如畫的景緻而得

名，看起來真似國畫長廊。 
註：遇天候或設備檢修維護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小火車停駛，則現場退費，敬請見諒。 

註：今日午餐安排於張家界景區內餐廳，飲食條件較有限，多為農家風味，敬請多多包涵。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山頂合菜(RMB50/人)  (晚餐)中式味餐(RMB50/人) 

住 宿： 準 5星藍灣柏格酒店 或 準 5星大成山水水世界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單程纜車+單程電動電扶梯+單程環保車)～鬼谷棧道~ 

天空步道(含鞋套)～天門洞～軍聲畫院~張家界(市區)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單程纜車+單程電扶梯+單程環保車):占地面積 96平方公里，為四面絕壁的台形孤山，屬典型

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天門山海拔 1518公尺，是張家界的文化聖地，被稱為《張家界之魂》，有《湘西第一神山》的美譽，是

張家界地區最早載入史冊的名山，也是張家界地區海拔最高的山是張家界第二個國家森林公園。西元 263年，因山壁崩塌而使

山體上部洞開一門，南北相通；三國時吳王孫休以為吉祥，賜名《天門山》。 
註 1：若遇天候或設備檢修維護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纜車停駛或環保車停駛或電扶梯停駛，遊覽的交通工具，需以景區調配為主，敬請見諒。 

註 2：天門山景區為套票，若遇套票內景點因不可抗力因素或臨時停業時，恕無法針對單一景點進行退費，敬請見諒。 

天門山纜車：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單線循環式高山客運索道，長 7454米，高差 1277米；天門洞氣勢臨空獨尊，世界上最高

海拔的天然穿山溶洞，門高 131公尺、寬 57公尺、深 60公尺；1999年世界特技飛行大師曾架機穿越天門洞，引起世人關注。 
註：若遇天候或設備檢修維護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纜車停駛，則改搭環保車，敬請見諒。 

張家界天門山觀光隧道扶梯：創下 6個“世界之最”，懸崖絕壁挖隧道裝扶梯，“中國大陸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環境最惡

劣、工程最艱巨、施工難度最大、總提升高度最高、梯級運行總長度最長、最具創意的山體隧道中運行的自動扶梯工程，成為

全球電梯界的經典專案，為世界電梯行業增添一奇跡，並成功創造了世界上在懸崖峭壁的山體內安裝自動扶梯的奇跡。”天門

洞：高 131.5米，寬 50余米，南北對開於千尋素壁之上，氣勢磅礡，巍峨高絕，是罕見的高海拔穿山溶洞，更是盡顯造化神奇

的冠世奇觀，天門洞終年氤氳蒸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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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門洞 千百年承接天地萬物的靈氣，成為人們祈福許願的靈地，天門洞被視為《天界之門》、

《天界聖境》，已成為美好幸福的象徵。 
註：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山上環保車停駛，則天門洞僅能安排在搭乘天門山纜車時遠觀，敬請見諒。 

天門山天空步道(含鞋套)：是張家界天門山景區繼懸於峭壁之上的鬼谷棧道、憑空伸出的玻璃眺望臺、從玻璃臺可以看見

下面。玻璃臺伸出棧道有 4-5米，專供遊人拍照、橫跨峽谷的木質吊橋後打造的又一試膽力作。 

鬼谷棧道：鬼谷棧道全線既不在懸崖之巔，也不在懸崖之側，而是全線都立於萬丈懸崖的中間，給人以與懸崖共起伏同屈伸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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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 3000平方米的三層

展廳內，陳列著一件件突破傳統繪畫手法的以砂石畫為主的系列藝術作品，讓人視覺受到衝擊，極具藝術價值與收藏價值。 
註：若遇天候(下雪.下雨.風大)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天空步道關閉時，則此景點取消不走，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野生菌風味餐(RMB50/人) (晚餐) 中式合菜(RMB50/人) 

住 宿： 準 5星藍灣柏格酒店 或 準 5星大成山水水世界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土家風情園/午餐/張家界荷花機場 / 桃園機場 

土家風情園是一座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相融合，集旅遊觀光、文藝表演、奇珍展覽、住宿、餐飲、娛樂、購物等於一體的

大型綜合性旅遊服務企業。午餐後 專車接往機場，揮別為期五日的張家界之旅，搭機返台。 . 

註 1：中國南方航空公司(CZ)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年 1 月 1 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即 62 英寸，

重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註 2：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如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3：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中式風味餐  (晚餐)X 

住 宿： 溫暖的家 



  報名注意事項: 【報名時間 107 年 3 月 1 日請完成報名手續】。 

(一) 身體狀況欠佳者或行動不便(需持拐杖.輪椅)，建議考慮報名參加，張家界景區大部分景點必

須走路方能抵達。 

(二) 一經報名，屆時無法成行，機票訂金被航空公司沒收。 

 (三)每團人數原則以 16人為限(透析病患 12-15人以內)，依報名繳納訂金先後順序為準。  

 (四)依大陸規定，初次前往醫院透析者，需作血液檢驗，行程順序及出入境 機場，為了團體行 

       程能更順暢，有可能作調動，但行程內容原則不會作改變，敬請諒解。 

 (五)此為訂位需英文姓名，報名請準備好護照正本或影本報名，以利訂票作業。 

   

 

     預定出發日：107 年 5 月 09-13 日(週三出發) 

     團             費：現金價每人 NT$32,500 元 （己含司機.導遊小費$1,000 元及稅金.燃料費..）。 

      ※不含護照.台胞證.行李小費.透析費用及純屬個人之消費 

                             ※訂     金：每人 NT$5,000 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主辦單位：桃園市腎友協會    協辦單位：天銨國際旅行社 /江慧菁 

     服務電話：03-3673638             服務電話：02-2541-2886，0937-25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