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諗起旅遊，
想起旅遊，
諗起旅遊，諗起旅途上的朋友(
諗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就諗起驢友
想起旅遊，想起驢友，
想起驢友，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
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
長沙 懷化 會同 高椅古村 中方 荊坪古村 黔陽古城 洪江古商城 芷江 龍津風雨橋
天后宮 丹霞奇觀—
丹霞奇觀—峎山 嶽麓書院 八天人文自然風情之旅

團號：CS-CSX/8A
成人團費：

本團特點：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CZ/HU/ZH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查詢電話：27712399
出發日期：

行程由極富實踐經驗的資深旅遊策劃顧問精心規劃，
精心規劃，細心安排，
細心安排，行程豐富順暢，
行程豐富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帶
您深度暢遊湖南
深度暢遊湖南、
湖南、洪江古商城、
洪江古商城、黔陽古城、
黔陽古城、高椅古村、
高椅古村、荊坪古村、
荊坪古村、龍津風雨橋、
龍津風雨橋、丹霞奇觀—
丹霞奇觀—峎山，
峎山，觀賞
山水自然風光美景
山水自然風光美景，
自然風光美景，領略古鎮古城歷史文化
領略古鎮古城歷史文化，感受湘西南
感受湘西南風情
湘西南風情。
風情。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長沙深圳/
深圳/香港雙飛航空團。香港至廣州或深圳寶安機場直航船或旅
遊車往返接送，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暢遊覽勝
暢遊覽勝黔陽古城
覽勝黔陽古城、
黔陽古城、洪江古商城、
洪江古商城、高椅古村、
高椅古村、荊坪古村、
荊坪古村、古建築、
古建築、古鎮、
古鎮、古城風光，
古城風光，領略湘西南重要的
領略湘西南重要的
古驛站和繁華的古商埠文化歷史風情。
古驛站和繁華的古商埠文化歷史風情。
暢遊世界遺產
暢遊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國家森林地質公園丹霞奇觀—
國家森林地質公園丹霞奇觀—峎山，
峎山，觀賞有
觀賞有“中國丹霞之魂”
中國丹霞之魂”稱譽的峎山勝景。
稱譽的峎山勝景。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
深圳長沙(
長沙(嶽麓山、
嶽麓山、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愛晚亭)
愛晚亭)(晚餐)(
晚餐)(品嚐湘菜風味
)(品嚐湘菜風味)
品嚐湘菜風味)

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九龍指定地點集合，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或船，前往深圳寶安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
飛往湖南省會城市－
湖南省會城市－長沙。是湖南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和科教中心，中南地區重要的交通和航運中心，
是著名的山水洲城、快樂之都。岳麓山自然景觀秀美，
麓山自然景觀秀美，四季風景宜人：
四季風景宜人：春天滿山蔥綠、
春天滿山蔥綠、杜鵑怒放；
杜鵑怒放；夏日濃蔭蔽
日、幽靜涼爽；
幽靜涼爽；秋天楓葉流丹，
秋天楓葉流丹，層林盡染；
層林盡染；隆冬玉樹瓊枝，
隆冬玉樹瓊枝，銀裝素裹。
銀裝素裹。嶽麓山上楓香樹形高大，三角形的葉片
在秋季被風霜染出了最豐富的色調，明明暗暗、深深淺淺的橙紅、金黃，葉片在陽光下閃爍著，看得人心裡暖
暖的。嶽麓山薈萃了湘楚文化的精華，名勝古跡眾多，集儒釋道為一體，革命聖跡遍佈且植物資源豐富。晚住
宿長沙五星級標準鑫遠白天鵝酒店或皇冠假日酒店或運達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宿長沙五星級標準鑫遠白天鵝酒店或皇冠假日酒店或運達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皇冠假日酒店或運達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長沙～
長沙～洪江古商城(
洪江古商城(荷風院、
荷風院、天鈞戲院、
天鈞戲院、盛豐錢莊、
盛豐錢莊、忠義鏢局、
忠義鏢局、厘金局、
厘金局、汛把
總署、
總署、紹興班青樓、
紹興班青樓、淮鹽輯私局、
淮鹽輯私局、太平宮、
太平宮、煙館)
煙館)(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苗家風味
品嚐苗家風味)
苗家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我國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商城－
我國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商城－洪江古商城。
洪江古商城。洪江古商城位於沅、巫兩水交匯處，是滇
黔與滬、漢之間水運的必經之地。洪江自古以來就是湘西南重要的驛站和繁華的商埠。它起源於春秋，鼎盛於
明清，在 300 多年前，就形成了“七沖、八巷、九條街”的古城格局，近 400 棟古建築，鱗次櫛比、錯落有致
地組成了一座歷史的迷宮；有長長的青石板和高高的碼頭。其發展於中國古代商業發展同步，它以長江支流沿
水而建，是中國內陸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商業地。清朝康熙以後成為當時中國大西南最繁榮的商業重鎮，洪江古
商城被譽為“
商城被譽為“中國第一古商城”
中國第一古商城”、“中國十佳古城”
中國十佳古城”，其古建築群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遊覽古城精華景
點荷風院、天鈞戲院、盛豐錢莊、忠義鏢局、厘金局、汛把總署、紹興班青樓、淮鹽輯私局、太平宮、煙館等。
晚住宿洪江
晚住宿洪江四星級標準
洪江四星級標準武陵城酒店
四星級標準武陵城酒店或
武陵城酒店或金牛大酒店或
金牛大酒店或懷化四星級標準城市花園酒店
懷化四星級標準城市花園酒店或同級
城市花園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懷化或洪江
懷化或洪江～
洪江～會同(
會同(高椅古村)
高椅古村)～黔城(
黔城(黔陽古城、
黔陽古城、老街、
老街、芙蓉樓、
芙蓉樓、中正街、
中正街、南
正街、
正街、萬壽宮、
萬壽宮、沅水河風光
沅水河風光)
河風光)～荊坪古村～
荊坪古村～懷化(
懷化(早/午/晚餐)(品嚐農家風味
品嚐農家風味)
農家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會同高椅古村，高椅古村因其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宛如一把高高的太師椅而得名。高椅古村
是湖南省至今發現的一處規模較大、保存較完整的明清時期民居建築群，被專家譽為“
被專家譽為“江南第一古村”
江南第一古村”、“民
俗博物館”
俗博物館”。古村現保存有明洪武到清光緒年，連續 500 年間的古民居建築 104 棟。古村現有住戶 594 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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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85%的村民為楊姓，侗族，是南宋誥封“威遠侯”楊再思的後裔。古村建築整體佈局按梅花狀排列，巷道與
封閉式庭院呈“八卦陣式”，將古村分成了五個自然村莊。道路縱橫交錯，宛如網狀，進入村中，如入迷宮。
古村建築均為木質穿鬥式結構，四周封有高高的馬頭牆，構成相對封閉的庭院，這種建築因是高牆密封，僅開
小窗，對於防風、防盜、防火具有特殊功能。房屋建築式樣優美多姿，各建築大都裝飾以壁畫、牆頭畫，門窗
都是隔扇花式樣，花紋各異，或龍騰、或鳳舞、或花鳥、或人物，匠心獨運，技藝精湛，現仍保存有很多的丹
青墨寶、石雕、石碑、鐫刻等藝術品。在這裡，可以觀賞到精細巧妙的木雕工藝，鱗次櫛比的馬頭牆，曲徑幽
深的青石板路。之後乘車往黔陽古城，黔陽古城是湘楚苗地邊陲重鎮，素有“
素有“滇黔門戶”
滇黔門戶”和“湘西第一古鎮”
湘西第一古鎮”
之稱。
之稱。自漢立城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明清時期浩浩皇木、滾滾洪油、屢屢煙土、列列妓船，使得沅水
河畔這座軍事重鎮成為中國南方絲路上的商貿名城。遊覽黔陽古城有楚南第一勝跡之稱的芙蓉樓、中正門城
樓，南正街、鐘鼓樓等。古城嚴謹整齊的丁字巷，封火牆間隔的窖子屋，最具地方特色的吊腳門樓，青苔侵石
的古吊井，歷經戰亂的紅砂城牆，清雅幽邃的石板街，風姿卓越的古城樓，莊嚴神秘的宗祠寺廟，富麗堂皇的
會館戲樓等等。使得無數遊人過客魂牽夢縈。黔陽古城是中國地方傳統及民族地區城鎮根據地形及風水規劃建
設的典範。
設的典範。現仍完整的保存了原有的城市格局與街巷體系，
現仍完整的保存了原有的城市格局與街巷體系，是國內少有的整體風貌保存完整的古城。
是國內少有的整體風貌保存完整的古城。之後乘車
往荊坪古村，荊坪古村因其保存完好，古樸自然，山明水秀，被譽為“
被譽為“湘西最美古村”
湘西最美古村”。村內明清建築群，
與周邊山水田園相融。村內潘氏宗祠建於明末清初，雖歷經風雨，依然造型典雅、古色古香。晚住宿洪
晚住宿洪
江四星級標準武陵城酒店
四星級標準武陵城酒店或
武陵城酒店或金牛大酒店或
金牛大酒店或懷化四星級標準城市花園酒店
懷化四星級標準城市花園酒店或同級
城市花園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懷化～
懷化～芷江(
芷江(天后宮、
天后宮、龍津風雨橋、
龍津風雨橋、黃甲古街、
黃甲古街、吊腳樓、
吊腳樓、和平廣場、
和平廣場、萬和鼓樓、
萬和鼓樓、
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
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抗日受降紀念坊)
抗日受降紀念坊)～新寧(
新寧(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芷江欣賞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世界上最長的侗鄉風雨橋—龍津風雨橋，龍津風雨橋一
直是湘黔公路交通要塞，也是商賈遊客往來雲集最繁華的地方，史稱“三楚西南第一橋”。龍津風雨橋全長
146.7 米，寬 12.2 米，為當今世界第一大風雨橋。人行道寬 5.8 米，長廊兩側共設廂房式店面 94 間，隔間建有
7 處涼亭，亭最高 17.99 米，撫扶木欄，登上觀賞亭，舞水兩岸風光盡收眼底。明山迭翠，舞水拖藍，猶如一
幅流動的山水畫卷。遊覽和平廣場，侗家標誌性建築—萬和鼓樓。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中
國人民抗戰勝利的標誌－芷江抗日受降紀念坊。之後遊覽全國內陸最大的媽祖廟—天后宮。之後乘車往新寧。
晚宿新寧四星級
晚宿新寧四星級標準
四星級標準崀山宏基大酒店或
標準崀山宏基大酒店或盈捷度假酒店或資源丹霞溫泉度假酒店
盈捷度假酒店或資源丹霞溫泉度假酒店或
資源丹霞溫泉度假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新寧～
新寧～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國家森林地質公園、
國家森林地質公園、丹霞奇觀—
丹霞奇觀—峎山(
峎山(八角寨、
八角寨、紫霞峒)
紫霞峒)(早/
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資源國家森林地質公園—峎山八角寨。峎山是一座天然的丹霞地貌博物館，被地質專家們譽為
“丹霞之魂、國之瑰寶”。八角寨又名雲臺山，主峰海拔 814 米。雲臺山因雲湧峰浮而名，山頂具八角故又名
八角寨。雲臺山八角，險、峻、雄、奇、秀、幽自然結合，似鬼斧神工鑿就。其一角名叫"龍頭香"，橫空出世，
宛若巨龍昂首欲飛、上接蒼穹，下臨深淵，山勢雄偉險峻，堪稱一絕。雄奇險幽的八角寨，是丹霞地貌風景區。
在全國僅有的福建武夷山，廣東丹霞山和廣西資源八角寨等為數很少的幾處丹霞地貌中，唯獨八角寨丹霞地貌
發育最為典型，分佈最為集中，特點尤為突出，被專家譽為"丹霞之魂"。登八角寨峰巔遠眺，四周群山姿態各
異，若巨浪排空，倒海翻江，似千龍遊動，萬馬奔騰，如迷宮千萬，莫尋幽徑。山底深谷，高深莫測，遠處墟
鎮村落盡收眼底，一覽無餘。登臨海拔 818 米的雲臺山觀丹霞之魂－鯨魚鬧海，俯瞰方圓幾拾平方公里的丹霞
峰林。如：群螺嘯天、鯨魚嬉鬧，百態千姿，雄偉壯觀。之後乘車往奇石嶙峋、竹木茂密、濃蔭蔽日，幽靜的
紫霞峒，經香燭樓、觀蛤蟆石、象鼻石，遊覽紫霞宮，登上觀景台，只見千山逶迤，夷江如帶，令人心曠神怡。
晚宿新寧準四星級崀山宏基大酒店或盈捷度假酒店或資源丹霞溫泉度假酒店
盈捷度假酒店或資源丹霞溫泉度假酒店或
資源丹霞溫泉度假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六天：峎山(
峎山(天一巷景區、
天一巷景區、一線天、
一線天、駱駝峰、
駱駝峰、辣椒峰、
辣椒峰、扶夷江－
扶夷江－竹筏漂流)
竹筏漂流)(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有“中國丹霞之魂”稱譽的峎山。覽勝辣椒峰景區、天一巷景區、駱駝峰、遇仙巷，聳立的山
峰重巒疊嶂，飄渺的霧靄連綿不絕。走到懸崖峭壁處，蒼紅色的巨峰拔地而起，有的則直沖雲霄。山壁因為草
木稀疏而顯得裸露與光滑，山面色彩豐富，深紅色的、黑褐色的、米白色的……不同色相的岩層交錯重疊，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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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還有一兩株蒼勁古樸的青松交錯其間。置身其中，仿佛陶醉在一副天成的國畫裡。乘竹排覽勝扶夷江風光，
閱盡兩岸秀色，沿岸觀賞啄木鳥石、軍艦石、將軍石等象形景觀。晚宿新寧準四星級崀山宏基大酒店或盈捷
度假酒店或資源丹霞溫泉度假酒店
度假酒店或資源丹霞溫泉度假酒店或
資源丹霞溫泉度假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七天：
第七天：新寧～
新寧～長沙(
長沙(天心閣、
天心閣、橘子洲+
橘子洲+乘景區觀光車
景區觀光車、
觀光車、湘江風光
湘江風光)
風光)((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湖
)(品嚐湖
南風味)
南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長沙，遊覽古城長沙的唯一標誌，現為“新瀟湘八景”－長沙四大古跡之一，中國八大歷史文
化名樓之一－天心閣。天心閣，現存史料中最早有記載的是明萬曆 41 年（西元 1613 年）善化縣知縣唐源的《分
地方申詳》一文和明崇禎年間俞儀的《天心閣眺望》一詩，距今近約 500 年的歷史。原名“天星閣”，這裡曾
是古人觀測星象、祭祀天神之所，加之古閣位於古城長沙地勢最高的龍伏山顛，被古人視為呈吉祥之兆的風水
寶地，人們多願在此祈福消災、強世興家。清乾隆年間，隨著城南書院遷址天心閣城牆下，天心古閣曾作為與
城南書院相對應的文化祭祀場所。之後往橘子洲，橘子洲是湘江中最大的名洲，由南至北，縱貫江心，西瞻嶽
麓，東臨古城。橘子洲景區始建於 1960 年，1962 年正式對外開放。橘子洲景區是瀟湘八景之一、長沙“山、
水、洲、城”旅遊格局的核心要素。主要景點有洲頭頌橘亭、漢白玉詩詞碑、銅像廣場等。晚住宿長沙五星級
標準鑫遠白天鵝酒店或皇冠假日酒店或運達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標準鑫遠白天鵝酒店或皇冠假日酒店或運達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皇冠假日酒店或運達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第八天：長沙(
長沙(簡牘博物館)
簡牘博物館)深圳/
深圳/香港(
香港(早餐)
早餐)

早餐後，遊覽長沙簡牘博物館。長沙簡牘博物館是國內首座集簡牘收藏、保護、整理、研究和陳列展示於一體
的現代化專題博物館。長沙簡牘博物館藏品主要為 1996 年 10 月長沙走馬樓 J22 號古井出土的 14 萬枚三國孫吳
時期紀年簡牘、1997 年 5 月長沙五一廣場西北側科文大廈工地出土的數百枚東漢簡牘和 2003 年 10 月長沙走馬
樓 J8 井出土的 2 千餘枚西漢初年紀年簡牘，以及 1993 年發掘的西漢長沙王后“漁陽”墓簡牘、青銅、漆木、
書畫、玉石、金銀等文物約 3500 件。之後乘車往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機場，安排乘搭旅遊車返回
香港九龍指定地點，散團。結束愉快的行程！
行程至此結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祝君旅途愉快!

注意事項：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保安費、行李保險費、行李保管費、行李生小費、保險費等。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8＝HK$640；
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本公司建議旅客參加旅行團時，出發前應購買合適的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
以上行程及住宿酒店只供參考，行程次序可能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參觀博物館如適逄休息日，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
星期二簡牘博物館閉館，如遇星期二，不能參觀，亦不添加其他景點或參觀市博物館。
客人報名前，請細閱本公司有關旅遊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及臨時取消細則等有關需知的條例細則，亦請將各條
款細則轉述給同行之人士。
酒店在未獲得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公司以準★星級或★星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扶夷江－竹筏漂流如因各種因素而停航，本公司則退回船票費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張家界、常德、長沙、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
會公佈為準。可能更改為長沙至香港往返，客人需補回差價(香港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費、香港燃油附加費、中國
至香港機場稅等)。
如人數不足12位客人，本公司可能不會安排領隊跟團隨行，改由當地導遊接待，當地導遊一般以普通話或英語為主
要講解語言。本公司將會安排領隊在香港集合地點至深圳機場往返接送，為客人辦理登機手續。
如單數客人報名，將不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客人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3人、5人等
等，客人須預繳單人房附加費。3人或以上之單數組合可選擇試做三人房，三人房通常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
加床或三張單人床，而加床通常為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又或沙發床。另本司會以各貴賓報名之先後次序，而順序安
排與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最終在出發前如未能安排與其他同性團友同房或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客人不得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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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反對或退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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