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號

週三抵達長沙
Arrive on Wed.

成人
Adult

小童 (不佔床)
Child (w/o bed)

小童 (佔床)
Child (w/bed)

CCZ6L

Apr - Dec, 2017

$99

$49

$99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2017 抵達日期 Arrival Date
N/A
7月 Jul.
N/A
8月 Aug.
N/A
9月 Sep.
10月 Oct.
12、26
10、24
11月 Nov.
7、28
12月 Dec.

12 、19
9 、23
13 、20
11 、18 、25
8 、15
6 、20

長沙 Changsha

抵達後，乘專車送往酒店休息。Upon arrival, transfer to the hotel.
住宿：華晨豪生大酒店或同級
Hotel: Brilliance at Howard Johnson Hotel or similar

2

鳳凰古城
Phoenix Old Town

早餐後驅車前往中國最美麗的小城之一的鳳凰古城 (約 4 小時車程) ，【鳳凰
古城】 又稱沱江古鎮，有『中國最美的古城』之稱，以 「 苗族 」 和 「 土
家族 」 為主，歷史悠久。 傳說古時有一對鳳凰從這裡拍翅而起，小城從此
便有了這個美麗的名字。 傍晚夜遊鳳凰古城，陶醉在迷人的夜色之中。
酒店：鳳庭國際酒店或同級
(早/午餐)
Today, we will visit the Phoenix Old town, which has been named the most
beautiful ancient city.
Hotel: Fengting International Hotel or similar
(B/L)

3

張家界 - 軍聲砂石畫 –天門山景區*包觀光纜車( 推薦自費)
–天門狐仙山水實景音樂劇 (推薦自費 )
Zhangjiajie – Junsheng Sand Painting Gallery - Tianme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Option) - Tianmen Huxian Show (Option)

【 張家界 】 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1992 年，由張家界國家森林
公園、索溪峪風景區、天子山風景區三大景區構成的武陵源自然風景區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軍聲畫院 【 外界稱為「砂
石畫藝術宮殿」，是展示新型繪畫種類 —— 砂石畫的專題展館。【 天門山
景區 (自費) 】 安排乘全球最長纜車上下，歷經大自然億萬年雕琢的「人間仙
境」; 體驗淩空飛仙般的神奇感覺 遊覽淩霄台,天界佛國,鬼谷棧道，玻璃棧道
(鞋套 5RMB 自理) ，天門洞等,(冬季結冰天門洞將無法遊覽)，晚餐後您可選
擇天門狐仙山水實景音樂劇。
住宿 : 錦繡東都酒店或同級
(早/-/晚餐)
This morning, visit Zhangjiajie, the first national park in China. It is known for the
magnificent views. Later on, proceed to Junsheng Sand Painting Gallery.
Hotel: Beautiful East of Zhangjiajie Hotel International or similar
(B/-/D)

備註：

4

單人差價

指定自費+服務費

Single Supple. Designated tour + Tips

$160

$240

精彩自費專案：（指定自費 : $180/ 人，必須參加）
(請在報團費時一起付費)
百龍電梯上下 + 袁家界景區 + 天子山纜車下行
推薦自費（自願參加）：【 天門山纜車 + 玻璃棧道 + 天門
洞， US$100/ 人】、【黃龍洞（含洞中暗河遊船 +VIP 通
道）， US$80/ 人】、【天門狐仙秀 US$80/ 人】、【張家界
大峽谷景區 US$80/ 人】
小費： US$60/人

袁家界景區 -百龍天梯上山 -上天子山景區
Zhangjiajie - Ride Bailong Elevator - Tianzi Mountain

【袁家界風景區】 《阿凡達》片中「潘朵拉星球」的各種元素都是取景于張
家界，當中懸浮山「哈利路亞山」的原型就是「南天一柱」。【百龍天梯】
高達 326 米，以「世界最高的全外露觀光電梯，世界載重量最大、速度最快
的觀光電梯」三項世界之最。【天下第一橋】 高 357 米，長 40 米，懸空鑲
嵌在兩座山峰之間，是袁家界的標誌性景點。【黃龍洞 + 遊船 (自費) 】 位於
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內，屬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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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頂級榮譽而享譽世
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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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下迷宮」之稱。
住宿 : 錦繡東都酒店或同級
(早/午/晚餐)
Pay a visit to the place where the movie “Avatar” took place in Zhangjiajie.
Afterward, we visit Tianzi Mountain and take a ride of Bailong Elevator.
Hotel: Beautiful East of Zhangjiajie Hotel International or similar
(B/L/D)

5

張家界大峽谷景區(推薦自費) - 玻璃橋 - 十裡畫廊
- 長沙 - 黃興路步行街
Zhangiajie Grand Canyon (option) – Skywalk –Ten Mile
Gallery - Changsha - Huangxing Road Pedestrian Street

【 張家界大峽谷景區 】 讓遊客幾乎零距離體驗張家界由奇峰異石構成的峽
谷地貌，途中高潮迭起，目不暇接的飛泉流瀑數不勝數。 七色彩虹在瀑布上
方架起人世間的因緣鵲橋，疑似仙境。 梗可體驗世界最長最高最刺激的全透
明【玻璃橋】，挑戰一下膽量。【十裡畫廊】 長達十余裡的山谷兩側，林木
蔥蘢，奇峰異石。 人行其中，三步一景，如在畫中游。
住宿：華晨豪生大酒店或同級
(早/午餐)
Today, enjoy the views in Zhangjiajie. Feel free to attend any optional tours.
Hotel: Brilliance at Howard Johnson Hotel or similar
(B/L)

6

長沙- 原居地 Changsha- Home City

早餐後送往機場乘班機返回原居地或另加費用往東南亞各地。
After breakfast, take a flight to home city or other place for extension.

◆費用不包含: 國際機票及稅項/自費+服務費，一切純屬私人性質的消費/行程上所有沒列明的專案/因私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不可抗拒引
起的額外費用
◆行程內容可能因季節/ 交通/ 航班/ 政治或其他因素而有所差異，旅遊公司保留調整及變動行程順序的權利！
◆ 有關定位規則及其他相關條款，無法詳述。請訂位前務必詳閱網站或來電諮詢。
◆ 遊客須全程跟團，若中途脫團，不退任何團費及費用。
◆ 本公司保留修改行程的權利，以便讓團體成行或順利完成計畫。
◆ 無床兒童不含酒店早餐，請具體諮詢酒店兒童用餐規定及標準
‧Fare Excludes: International air-fare, Travel Insurance, optional tours, tips, personal consumption
‧Bilingual Tour Guide: Chinese and English
‧Designated Fee & Tour Guide tips need to pay together with Tour Fee.
‧Must follow through the entire tour itinerary, if passenger decided to abandon tour; all collected fees are non-refundable.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alter the order of the itinerary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
‧US$30/person (Minimum 2 pax and up) for additional airport transfer

(早)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