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抵達長沙日期（逢週三） Arrive Changsha Date（On Wednesday）：

免費接機時間pick up service：10:00/12:00/15:00/20:00 // 免費送機時間drop off service 10:00/16:00 ： 二趟

12歲以下
（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under 12 years old 

without bed &breakfast

12歲以下(占床)

Child under 12 years 

old with bed

單房差
Single room

自費專案
（大人小童同價）

Optional tour(compulsory
children will be the same)

綜合服務費
（大人小童同價）

Service fee(children
will be the same)

額外接送機
（2人起）

Extra transfer

$89 $99 $200

加訂酒店
（含雙早）

Extra night hotel

(with breakfast)

$100/间/晚 $180 $60 $30/人
自費專案(保證參加、大小同價)：百龍電梯上下+袁家界景區=US$180/人
Optional tour (compulsory, children will be the same): Dragon lift(round way) + Yuanjiajie Scenic Area: $180/PAX.
當地推薦項目費用(自願參加,大小同價)：【天門山纜車+玻璃棧道+天門洞=USD100/人】、【黃龍洞（含洞中暗河遊船+VIP通道）=USD80/人】、
【天門狐仙秀=USD80/人】、【張家界大峽谷景區=USD80/人】
Optional tour(not compulsory, children will be the same):Tianmen Mountain cable car & the glass walk way &Tianmen Cave: $100PAX. The Yellow Dragon Cave
(including the boat ride &VIP access, $80/PAX. Tianmen Fox Fairy Show: $80/PAX. Zhangjiajie Grand Canyon scenic area: $80/PAX.
行程特色：★阿凡達世界、天子山風景、百龍電梯；★金鞭溪、十裡畫廊小火車、鳳凰古城；★黃興步行街、品嘗湘西特色野生菌蘑菇宴、土家藥膳、湘菜風味。
Tour highlights: the Avatar World, Mountain Tianzi scenic area and the dragon lift.★Golden Whip Stream, ten miles painting corridor and the Phoenix ancient Town.

★Huangxing Pedestrian Street and the Xiang style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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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抵達長沙 Arrive Changsha
抵達長沙國際機場後，由專業導遊接待，安排空調旅遊車送回酒

店休息。Arrive Changsha airport. Pick up and transfer to 

the hotel. The rest day is on your own.

Hotel: 通程國際酒店或同級Dolton International Hotel or similar

Changsha/Zhangjiajie (B/L/D)D2：長沙/張家界  

早餐後驅車前往張家界(約4小時車程)，參觀軍聲砂石畫，這是

以砂石、植物等自然材料為繪畫創作原材料，創造了一種全新

的繪畫種類—砂石畫，其具有中國畫的神韻，水彩畫的清新，

油畫的凝重，工藝畫的精巧，又有半浮雕的立體感。中餐後推

薦參加：遊覽天門山景區（推薦景點100USD)乘坐世界上最

長的觀光纜車-天門山纜車,遊覽淩霄臺,天界佛國,鬼穀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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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後您可根據個人愛好自由選擇天門狐仙山水實景音

樂劇(推薦景點80USD)，波瀾壯闊的場面令人回味無窮。隨後

送酒店休息。Drive to Zhangjiajie. Visit the Junsheng 

sand painting Gallery. Optional tour: Tianmen 

Mountain scenic area. You may choose to watch the 

Tianmen Fox Fairy Show in the night.

Hotel: 國賓酒店或同級Zhangjiajie State Guest Hotel or similar

D4：张家界/鳳凰 Zhangjiajie/Fenghuang B/L/晚餐自理( )
推薦參觀：著名的張家界大峽谷景區 (推薦景點80USD) 體驗世界最長最高最刺激的全透明

【玻璃橋】，挑戰一下膽量。午餐後驅車前往鳳凰(約4小時車程)，抵達後遊覽曾被新西蘭作家

路易艾黎稱作中國最美麗的小城之一的【鳳凰古城】，遊覽東門城樓,北門城樓,萬民塔,沙灣景

區，沱江泛舟,虹橋藝術樓等。古城小吃特色風味，您可自由品嘗鳳凰小吃。傍晚夜遊鳳凰古

城，陶醉在迷人的夜色之中。The Zhangjiajie Grand Canyon scenic area and challenge 

the longest glass walk. Then visit the Phoenix ancient Town.

Hotel: 江天度假酒店或同級Phoenix Jiangtian Holiday Village or similar

，

D5：鳳凰/常德/長沙Fenghuang/Changde/Changsha /D(B/L )
早餐後乘車返回長沙(約6小時車程),抵達後前往長沙市最繁華的地段，集購物、休閒、娛樂、餐飲、

文化及旅遊的黃興商業步行街自由逛街購物、品小吃.晚餐後送酒店休息。

Drive back to Changsha and visit the Huangxing Pedestrian Street.

Hotel: 通程國際酒店或同級Dolton International Hotel or similar

D6：長沙送机 Changsha/Home (B)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送您前往機場或高鐵站。(免費送機時段：10:00和16:00兩趟免費送機)。

Pick up and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See off.

D3：張家界 Zhangjiajie(B/L/D)
早餐後驅車前往世界自然遺產【袁家界景區】，乘搭世界

最快的戶外觀光電梯【百龍電梯】上天子山景區,遊覽禦筆

峰,仙女鮮花,西林石海等, 遊覽天下第一橋,迷魂臺等,乘百龍

天梯下山（如遇電梯或纜車檢修，將適當調整為其他同級

交通工具）, 中餐後推薦遊覽(推薦景點80USD)中華最佳洞

府-【黃龍洞(含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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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後送酒店休息。

Visit the Yuanjiajie Scenic area (including the round 

way lift). Afternoon optional tour: Yellow Dragon 

Cave(including the boat ride).   Hotel: 國賓酒店或同級

Zhangjiajie State Guest Hotel or similar

特價團特殊條款：

1、歡迎美加澳籍華人或持有永久身份的華人及其它國籍非華語客人參加；2、12歲以下不占床兒童早餐費用請自行諮詢酒店前臺；

3、客人若中途離團需所有費用不再退回；4、全程無購物，除了必須參加自費門票、小費外，個別線路如當地有推薦，以客人自願選擇參加，絕不強迫

5、團費不包括不可預見或無法避免的情況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包括私人需求、航班晚點/取消、戰爭/潛在的戰爭威脅、暴亂、內亂、恐怖主義活動/實際

     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自然災害、惡劣的環境天氣等等；

6、訂位一經預訂恕不能取消及退款，如因國家政策法規等因素無法成行將扣除手續費後退回預付的自費專案，但團款外一切損失請自行承擔；

7、組團社保留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行程及酒店的權利，圖片資料僅作參考，以實際行程景點為准；最終解釋權由組團社所有。

費用不含：

1、國際/國內機票及其稅項；2、簽證費用、小費及自費專案；

3、個人旅遊、醫療保險；     4、一切純屬私人性質的消費；

5、因私人原因及航班延誤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引起的額外費用

費用包含：

1、行程所列豪華酒店、景點、餐膳；

2、豪華空調旅遊巴士；3、專業中英文雙語導遊；

4、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CCZF06張家界鳳凰古城6日遊(2018)
ZHANGJIAJIE&FENGHUANG 6 DAYS NO SHOPPING TOUR

14、28(走2017年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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