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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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陽 襄陽古城
襄陽古城－
古城－夫人城 古隆中 古牌坊 諸葛草廬 武侯祠 三顧堂 隆中書院 武當山
太子坡 紫霄宮 南岩宮 太和宮 金殿 神農架 神農壇 神農頂 六天自然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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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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順暢，
行程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帶您深
度暢遊湖北
度暢遊湖北、
湖北、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道教名山－
道教名山－武當山、
武當山、三國勝地－
三國勝地－古隆中，
古隆中，國家森林公園
國家森林公園－
森林公園－神農架
神農架，觀賞古
觀賞古
建築群、
建築群、自然風光美景，
自然風光美景，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好航機、
好航機、重成本：
重成本：中國民航客機香港/深圳襄陽深圳/
深圳/香港雙飛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旅遊車或
直航船往返接送，直接省時，方便快捷、免除武漢往返武當山約十多小時長途車程
免除武漢往返武當山約十多小時長途車程、
武漢往返武當山約十多小時長途車程、更多時間觀光遊覽。
細意暢遊
細意暢遊神農架
暢遊神農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神農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觀賞神農架
觀賞神農架森林
神農架森林大自然風光
森林大自然風光美景
大自然風光美景，
美景，探秘神農架
探秘神農架野人之迷
農架野人之迷。
野人之迷。
覽勝歷史文化名城
覽勝歷史文化名城－
歷史文化名城－古襄陽城風光，
古襄陽城風光，訪三國勝地
三國勝地－
勝地－古隆中、
古隆中、諸葛草廬、
諸葛草廬、三顧堂，
三顧堂，領略三國歷史
領略三國歷史文
歷史文化。
重成本特別安排
重成本特別安排：
特別安排：住宿武當山五星級標準酒店
住宿武當山五星級標準酒店，
武當山五星級標準酒店，兩次進山、
兩次進山、包乘景區觀光車，
包乘景區觀光車，細意暢遊道教名山武當山
細意暢遊道教名山武當山，
道教名山武當山，
觀賞規模宏偉的道教建築群及
規模宏偉的道教建築群及武當山自然風光
武當山自然風光，
自然風光，欣賞我國現存最大的銅鑄鎦金大殿－
賞我國現存最大的銅鑄鎦金大殿－金殿。
金殿。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襄陽
深圳 襄陽(
襄陽(襄樊)
襄樊)(晚餐)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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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深圳機場，乘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湖
北省襄樊市(襄陽市)。襄陽交通發達，自古即為交通要塞。素有“南襄隘道”“四省通衢”之稱，歷來是兵
家必爭之地。是一座融自然山水與歷史文化為一體的魅力城市。晚宿襄陽市五星級標準萬達皇冠假日或城市
名人酒店或
名人酒店或四季蘭亭花園酒店或民發世際大酒店
四季蘭亭花園酒店或民發世際大酒店或
或民發世際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襄陽～
襄陽～武當山+
武當山+乘景區觀光車(
乘景區觀光車(太子坡、
太子坡、瓊台中
瓊台中觀、金殿、
金殿、金頂－
金頂－太和宮+
太和宮+乘索
道纜車往返)(
道纜車往返)(早
)(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武當山山珍風味
品嚐武當山山珍風味)
武當山山珍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武當山，換乘景區公共環保觀光車遊覽武當山規模宏偉的道教建築群和眾多的文物古跡。
武當山古建築群至今保存較完整的有紫霄宮、南岩天乙真慶宮石殿、太和宮、銅殿和金殿等建築群。乘車往遊
覽太子坡，太子坡又稱複真觀，位於武當山主要的登山道之旁。太子坡的古建築基本是按真武修煉的故事佈局
的，現基本保持當年規模，是武當建築群中一個有影響的景觀。古代建築大師們巧妙地利用山形地勢，建起猶
如波浪起伏的夾道牆，被稱九曲黃河牆。太子坡整體佈局左右參差、高低錯落、協調而完美，巧妙且富有神秘
色彩。乘車往遊覽瓊台中觀。之後乘索道往金頂景區。太和宮全稱“大嶽太和宮”，俗稱金頂。位於武當山最
高峰—天柱峰的頂端。天柱峰海拔 1613 米，眾峰拱擁、直插雲霄，被譽為“一柱擎天”是武當山的最高勝境。
金殿是武當山的象徵，坐落在武當山主峰天柱峰上，建於明永樂年間，是我國現存最大的銅鑄鎦金大殿。金殿
高 5.54 米，寬 4.4 米，進深 3.15 米，仿木構建築，重簷疊脊，翼角飛翹，斗拱簷椽，結構靈巧精美。金殿內供
奉的真武大帝、金童玉女和水火二將等神像，均為銅鑄鎏金，刻畫細膩，性格鮮明，生動傳神。晚宿武當山五
晚宿武當山五
星級標準
星級標準天尊
標準天尊國際大酒店或
天尊國際大酒店或眾晶太極湖國際酒店
國際大酒店或眾晶太極湖國際酒店或
眾晶太極湖國際酒店或建國飯店或
建國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武當山+
武當山+乘景區環保觀光車(
景區環保觀光車(紫霄宮、
紫霄宮、南岩宮、
南岩宮、天乙真慶宮、
天乙真慶宮、龍首石)
龍首石)～神農架
國家級自然保護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保護區～木魚鎮(
木魚鎮(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早餐後，乘車往遊覽武當山紫霄宮，紫霄宮位於武當山神道旁。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紫霄宮，坐落
在武當山展旗峰下。這裡群峰山嶺環繞，松林翠柏幽深，環境優雅，氣候宜人，歷來被視為“紫霄福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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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建於明永樂十一年，是武當山上保存較完整的道觀。紫霄宮是利用特殊地貌開展建築的典範，在縱向陡峭橫
向寬敞的地形上，構築軸線建築。中軸線上分佈五級，由下而上依次建龍虎殿、碑亭、十方堂、紫霄大殿、父
母殿，逐次升高，兩側設置配房等建築。同時運用砌築高大臺階的方法，將紫霄宮分隔為三進院落，構成一組
殿堂樓宇鱗次櫛比、主次分明的建築群。遠遠望去威嚴肅穆，極具皇家道場的氣派。乘車往遊覽建築於絕壁上
的宮殿－南岩宮。南岩又名“紫霄岩”，因為朝向南方，所以又叫南岩。這裡峰嶺奇峭，林木蒼翠，有武當山
36 岩中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結合得最完美的建築群。南岩最負盛名的建築是一座石殿，叫“天乙真慶宮”。
天乙真慶宮是中國古建築中的絕世之作，是中國古代石建築的代表。天乙真慶宮為石砌仿木結構，殿梁、柱、
枋、門窗、斗拱、吻飾等等，全部是用青石雕鑿成構件，然後拼裝而成。整個石殿設計精確，結構精巧，刻工
精細，是中國的大型石雕藝術珍品。並建於懸崖之上，其工程之大，難度之高，超乎人們的想像。南岩景觀多
而獨特，變幻無窮，步移景異。有景色秀美的飛升崖等。南岩一座伸出懸崖的石雕，歷來被人們津津樂道。這
座石雕叫龍首石，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龍頭香”。龍頭香面對金頂，若朝拜之狀，長 3 米，寬 0.55 米，是古
代工匠採用圓雕、鏤雕、影雕等多種手法鑿刻的渾為一體的兩條龍。龍頭上置有一小香爐，下臨陡峭的絕壁。
這種建在懸崖上的石構建築具有很高的藝術性。之後乘車往素有“華中屋脊”、“華中之肺”、“綠色水塔”
之美稱的我國唯一以“林區”命名的省轄行政區—神農架自然保護區。晚宿神農
晚宿神農架
神農架木魚鎮準四星級神農山莊或
木魚鎮準四星級神農山莊或
同級。
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神農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神農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保護區(神農壇、
神農壇、千年杉王、
千年杉王、祭祀廣場、
祭祀廣場、香溪源、
香溪源、天生橋～
天生橋～
木魚鎮(
木魚鎮(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農家風味)
品嚐農家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參觀神農壇景區，神農壇景區位於神農架木魚鎮南面的小當陽村，神農壇是集中展示神農始祖
業績與功德，並集珍稀古老自然遺樹種及科研為一體的突出尋根祭祖為主題的文化旅遊區。神農壇景區是分為
三個部分，分別是古老植物園、千年杉王、神農祭壇，祭壇內神農塑像高大雄偉，莊嚴肅穆，雙目微閉，似乎
在洞察世間萬物。它以大地為身軀，頭像高 21 米，象徵中華民族在 21 世紀蒸蒸日上，寬 35 米，與它的高加
起來共 56 米，象徵著 56 個民族的大團結。神農氏在傳說中是牛首人身，實際上牛角是古代農耕部落的圖騰。
之後乘車往香溪源，奇峰競秀，霧繞雲遊，泉流清澈，古木參天。香溪源頭為一水潭，水質極佳，含有人體所
需多種微量元素，相傳神農氏洗藥池，得神農百藥之精華，受天地日月之靈氣，唐代茶聖陸羽曾把此水列為天
下第十四泉。天生橋是一个集奇洞、奇桥、奇瀑为一体的生態旅遊區。晚宿神農
晚宿神農架
神農架木魚鎮準四星級神農山莊或
木魚鎮準四星級神農山莊或
同級。
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神農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神農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保護區(神農頂景區－
神農頂景區－金猴嶺、
金猴嶺、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神農谷、
神農谷、大龍潭、
大龍潭、
小龍潭
小龍潭、風景埡、
風景埡、板壁岩石林)
板壁岩石林)～襄陽(
襄陽(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漢江魚
品嚐漢江魚風味
漢江魚風味)
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神農架自然保護區，遊覽神農頂景區，神農頂景區位於神農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觀賞金猴
嶺，金猴溪，探原始森林，觀神農谷風光，看瞭望塔風光，探訪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金絲猴保護區－大小龍潭。
金猴嶺山勢高峻，氣候寒涼，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箭竹如海，藤葛攀掛，被列為中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金
絲猴在這裡棲歇、攀緣、嬉戲，此山成為不可多得的金絲猴保護區。大、小龍潭是中國研究金絲猴的重要基地。
神農谷地處神農架南北氣流過往通道，氣象瞬息萬變。谷口下臨深澗，石林叢生，如柱似筍，雲霧變幻莫測，
鬼斧神工，壯美奇觀，歎為觀止。瞭望塔海拔 2900 米，視野開闊，是一覽壯麗的神農山勢的制高點。登臨塔
頂，俯瞰塔下，峽谷陡峻。遠望群山連綿，雄奇壯麗。晚宿襄陽市五星級標準萬達皇冠假日或城市名人酒店或
晚宿襄陽市五星級標準萬達皇冠假日或城市名人酒店或
四季蘭亭花園酒店或民發世際大酒店
四季蘭亭花園酒店或民發世際大酒店或
或民發世際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六天
第六天：襄陽(
襄陽(襄陽王府－
襄陽王府－綠影壁、
綠影壁、襄陽古城墻
襄陽古城墻－夫人城、
夫人城、昭明台
昭明台－鐘鼓樓、
鐘鼓樓、襄陽博物
襄陽博物
館、襄陽北街
襄陽北街、
北街、漢江風光
漢江風光)
風光)～古隆中(
古隆中(古牌坊、
古牌坊、諸葛草廬、
諸葛草廬、三顧堂、
三顧堂、隆中書院)
隆中書院)
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車往三國勝地－古隆中。歷史上劉關張“三顧茅廬”之地－諸葛亮故居。古隆中是當時諸葛亮隱居、
躬耕之地。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的故事即發生在此。此地丘陵起伏，山不高，水不深，滿目青山綠水，可
說是世外桃源，山腳下有一座石碑坊刻有“古隆中”三個字，據說西晉時代就立碑刻記。參觀諸葛草廬、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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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三顧堂……等。古襄陽城位於漢江南岸，三面環水，一面靠山，是一座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古城，因城
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建城已有 2800 多年的歷史，這裡城牆堅固、城高池深、易守難攻、固若金湯，
素有『鐵打的襄陽』之稱譽，城牆始建於漢，保留至今是明代洪武年間重築的新城。夫人城為一座與襄陽城緊
緊相連的城外城，東晉時梁州刺史朱序鎮襄陽時，前秦來攻，朱序母親韓夫人登城巡視，見西北角城垣防守薄
弱，隨領女婢及城市婦女於此斜築新城一段。後此角果被攻破，幸虧新築之城垣，方擊退攻城之敵。後為紀念
韓夫人築城有功，把此段城牆稱為“夫人城”。昭明台也稱鐘鼓樓，現在為襄陽博物館，為襄陽標誌性建築。
綠影壁為明代襄王府門前照壁，約五百多年歷史，影壁造型別致，雕刻精細，圖案繁縟，是古代石刻藝術中的
瑰寶。現為我國唯一一座大型石雕龍壁。北街是古襄陽城內最繁華的商業街道之一，老字號大小店鋪林立，客
人可在此盡情領略古襄陽風情，在北街盡頭，就是臨漢門，登上城樓，極目城外，是著名的漢江。之後乘車往
襄樊(襄陽)機場，搭乘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機場，深夜或零晨到達，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往香港九龍指定地
點，散團。
行程至此結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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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生小費等。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6＝HK$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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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當山金殿索道纜車偶爾受風雪或其他因素影響停開，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或退索道纜道
費，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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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假期，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
觀賞晨曦、日出、日落，晚霞、花季等自然景觀，屬自然現象，視乎天氣而定。請客人留意。
各地植物花期、秋色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氣及其他因素，如下雨、暖流、氣溫寒冷等等，而令花季宿短或延期、
花朵凋謝或花朵未能綻開。前往行程上之賞花景點，會按行程之內的景點遊覽觀光，但是可能看不到植物開花。
神農頂景區－金猴嶺、原始森林、神農谷、瞭望塔、大龍潭、小龍潭行程冬季偶爾受風雪或其他因素影響取消，我
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或改往神農架滑雪場，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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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武漢、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更改為武漢至香港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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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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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如因風雪大霧影響而引致航班因安全理由未能依原訂時間起飛，團隊須接受航空公司的安排改乘航空公司指定的新
班次及時間出發，團友不得藉詞要求退出。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以確保在旅遊期間萬一
遇上風雪大霧，亦可得到最全面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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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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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