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 5星白金頂級★★★★★ 

《世紀神話》遊輪 · 暢遊萬里長江沿岸全景！ 

上海≈≈重慶 10 天豪華之旅 

特別出發日期：2017 年 3 月 11 日（一年一度從上海起航遊覽萬里長江全景，千載難逢！） 

【特點】 

A.三月的萬里長江，春暖花開，萬紫千紅，是最美的季節。超 5星郵輪，堪稱移動中

的酒店，全程不需換房間，省時省力 

B乘豪華郵輪，每天都上岸遊覽不同的景點，如您不想上岸，也可留在船上享受靜謐時

光，流覽船外美景。晚上回到船上還有豐富多彩的活動。 

C“世紀神話”豪華郵輪是長江上最大、最新的萬噸白金頂級郵輪。每個房間都是

301sp.ft，有獨立陽臺。 

 “世紀神話”於 2013年震撼問世，集七大頂尖高新技術和五大長江奢華首創為一

體的超六星級豪華遊輪！首次採用“電力推進和舵槳合一”的國際頂尖技術，全船每

一處都精選零油漆環保材料，是長江最環保的高科技靜音游輪，舒適度和安全性遠非



其他遊輪可比擬！全套房式溫馨客房，採用 KOHLER衛浴，均配備浴缸和淋浴棚。擁有

長江最大的恒溫泳池、超大無柱多功能廳、高清影院、專屬行政樓層、SPA館、閱覽室…… 

 

出廠日期：2013年 

船員人數：150人 

載客人數：408人 

總噸位數： 12516噸 

船體長度 ： 141.8 米 

船體高度 ： 24.6米  

船體寬度： 19.8 米 

甲板層數： 7層  

 

 

 

 

 

 

 

 

 

 



 

卓越的硬體品質  

[長江唯一]  

採用“綜合電力推進系統與舵漿合一技術“的遊輪。 

採用進口“零”油漆環保裝飾材料的遊輪。 

歐洲造船專家全面參與設計與建造的系列遊輪。 



[長江首創] 

擁有最大室內恒溫游泳池的遊輪。 

擁有同聲傳譯功能高清影院的遊輪。 

高達 7層的全鏤空大堂的遊輪。 

所有客房均有獨立私密陽臺的系列遊輪。 

絕無舊輪改造，所有遊輪均新建於 2003 年以後的系列遊輪。 

6樓均設有陽光吧或全景西餐廳的系列遊輪。 

擁有先進的淨水系統並直達每一間客房的系列遊輪。 

擁有最多數量雙觀光電梯的系列遊輪。 

擁有整個長江三峽遊輪中平均面積最大的客房。 

擁有最大人均公區面積、最大陽光觀景甲板的系列遊輪。 



“世紀神話”、“世紀傳奇”由挪威 Yran&Storbraaton公司擔綱裝飾設計，德國 EMS

和 SchiffstechnikBuchloh公司出任技術指導，長江首次採用“電力推進和舵槳合一”

的世界頂尖科技，搭載 7大科技創新與 5大長江奢華首創，全新嵌入北歐“環保、節

能、低碳和人性化”的價值理念，引領長江遊輪建造的高科技技術革命。 



[美食娛樂] 

無“輪”比的聲色盛宴 -- 心之所想，願嘗遍天下珍饈美味。移步精緻高貴的餐廳，

歐式格調顯得溫和親切，流動的音符縈繞在耳邊久久不散，不計其數的八珍玉食早已

香溢四方。傳統中式菜系、西式牛排料理、爽口酥滑甜品、繽紛鮮美水果等各類特色

經典菜品觸手可及，百種美食令味蕾綻放，暢快享用一場無與“輪”比的聲色盛宴。 



  極樂時光，讓快樂錦上添花 -- 月半彎，夜未眠。大幕輕啟，夜之華麗拉開了歡樂

的序幕。多功能娛樂廳變成被施了魔法的夢想空間，精彩的異域風情演出傳遞著源遠

流長的文化，濃情歲月裡記錄下酣暢淋漓的這一刻，意隨心動，喜上眉梢，情迷世紀

遊輪，共用極樂時光。 

  大隱於市，品味靜謐與閒適 -- 晨光朝露，平湖輕霧，蒼山斂翠，怡情江河。踏上

輪渡，大隱於市，世事紛擾被隔絕於外，或是健身房裡揮汗如雨，言笑晏晏；或是寬

敞大廳上歡聚一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又或是休閒吧裡一杯咖啡的享受，品茗參禪，

只是靜靜的，為你呈現你夢寐以求的生活。 

參考航班: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城市/抵達城市 起飛 抵達 飛行時間 

03月 11日 長榮航空 BR712 台北/上海 10:10 12:05 1h55 

03月 26日 長榮航空 B7192 重慶/台北 12:45 15:45 3h15 



行程內容: (全程住宿：《世紀神話》遊輪) 

 

D01. 3月 11日  台北上海 BR712 (10:10/12:05) ≈≈ 啟程前往揚子江   

 

請於當天提早 2個小時在桃園機場集合,乘長榮航空豪華客機飛往上海。抵達後，我

們的優秀導遊將在機場接機，乘車前往黃浦江碼頭登船。下午可在豪華遊輪上休息，

之後晚餐，入夜“世紀神話”遊輪”將為您舉行盛大的啟航儀式，在響徹雲霄的汽笛

聲中緩緩駛向長江上游的重慶方向，您可在甲板上或您房間專屬的陽臺上觀賞美麗的

上海外灘夜景，萬國建築群、東方明珠、浦東陸家嘴金融區盡收眼底。 過後遊輪將為

您舉行遊船安全及行程說明會，開啟一段令您一生難忘的美妙遊輪假期。                                                  

  船上自助晚餐  

 



D02. 3月 12日  上海≈≈揚州                                

 

  清晨在酒吧享用免費早茶、早咖啡、精美茶點。天氣好的話，還可以在陽光甲板跟 

隨專業教練練習太極拳，抑或睡到自然醒。 

 

午餐後在揚州港乘車前往【東關街】（遊覽時間約 1小時），東關街是揚州城裡最具 

有代表性的一條歷史老街，它東至古運河邊，西至國慶路，全長 1122米，原街道路面 

為長條板石鋪設，這條街以前不僅是揚州水陸交通要衝，而且是商業、手工業和宗教 

文化中心。隨後前往【個園】（遊覽時間約 1小時），個園是揚州現存歷史最悠久、 



保存最完好的鹽商園林，南臨揚州著名古巷東關街，北面揚州內河風光帶鹽阜東路， 

是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兩淮鹽總黃至筠的家宅，為揚州明清私家園林的經典代 

表，1998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北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 

莊和蘇州拙政園並稱為中國四大名園。晚餐後還有精彩的船員文藝表演。    

                                                                                                             

D03. 3月 13日   揚州≈≈九華 

  清晨在酒吧享用免費早茶、早咖啡、精美茶點，還可以在陽光甲板跟隨專業教練練

習太極拳，抑或睡到自然醒。 

  上午約 10:00在池州碼頭乘車前往【九華山】(全程遊覽約 6小時，單邊車程約 1小

時)，九華山是首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著名的遊覽避暑勝地，國家 5A級旅遊區，

與山西五臺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並稱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被譽為國際性佛

教道場，沿途可參觀開山祖寺—化城寺，這裡可遊覽到九華山歷史文物館、化城寺廣

場、九華山明清一條街。隨後參觀九華山最神聖的地方－肉身寶殿，此處為大願金地



藏菩薩肉身塔，還可遊覽到九華山最出名的尼庵—淨潔精舍、全國重點寺院—上禪堂、

供奉慈明和尚真身之地—地藏禪寺，以及彌陀殿、大山門。最後遊覽九華山保存得最

為完整的宮殿式建築，同時也是九華山四大叢林之首的祗園禪寺，景區內用午餐（桌

餐，每桌十人）。回船晚餐後 Cheers酒吧還將為您獻上精彩的中國民族服飾秀。       

 

D04. 3月 14日   九華山= =景德鎮      

 

清晨在酒吧享用免費早茶、早咖啡、精美茶點，還可以在陽光甲板跟隨專業教練練

習太極拳。

 



  早餐後乘車遊覽中國瓷都——【景德鎮】（約 9小時，單邊車程近 2小時）。參觀

全手工仿古制瓷工廠古窯瓷場以及陶瓷博覽區，可在此流覽手工制瓷全過程和有關景

德鎮陶瓷歷史、風俗以及陶瓷文物的展示。當地午餐（桌餐，每桌十人），逛中國陶

瓷城，此處展示著各種不同檔次的景德鎮瓷器。     

      

D05. 3月 15日 景德鎮≈≈武漢≈≈荊州    

 

清晨在酒吧享用免費早茶、早咖啡、精美茶點。天氣好的話，還可以在陽光甲板跟

隨專業教練練習太極拳。 

  早餐後上岸遊覽【湖北省博物館】(約 1.5小時)，館內館藏文物 20 萬餘件（套），

其中一級文物近千餘件（套），有中國規模最大的古樂器陳列館，藏品數量位居全國

省級博物館前列。隨後前往中國最大城中湖【東湖】聽濤景區，東湖湖岸曲折，港汊



交錯，素有九十九灣之說。中午遊船起航駛向荊州，您可以參加遊船舉行的各種活動，

誠邀您晚餐後參加賓客才藝表演，秀出您的風采。 

 

D06. 3月 16日  荊州≈≈長江三峽 

 

 

清晨在酒吧享用免費早茶、早咖啡、精美茶點，還可以在陽光甲板跟隨專業教練練

習太極拳，抑或睡到自然醒。 



  上午中午遊船繼續駛向荊州，您可以參加遊船舉行的各種活動，也可以選擇去圖書

館靜靜地讀一本好書，抑或去健身房、游泳池鍛煉一下，或找一些朋友去酒吧聊聊天、

喝喝酒。下午約 16:00遊船停靠荊州，乘車上岸遊覽中國保存得最完好的南方城牆【荊

州古城牆】（約 1小時），並參觀【荊州博物館】（約 1.5小時），博物館內藏有占

全國總數五分之三的楚秦漢漆木器以及迄今世界上發現最早的獨具類型的西漢古屍等

堪稱國寶的珍貴文物。  

                                                                         

D07. 3月 17日  長江三峽≈≈三峽大壩   

 

 

清晨在酒吧享用免費早茶、早咖啡、精美茶點。天氣好的話，還可以在陽光甲板跟 



隨專業教練練習太極拳。 

上午遊船停靠三峽人家，您可在船上自由活動或自費遊覽三峽人家（290元/人），

午餐後上岸遊覽世界最偉大水利工程【三峽大壩】（約 3小時），登罎子嶺觀景區俯

瞰大壩全景。傍晚遊船過五級船閘，遊船導遊為你講解三峽五級船閘的相關知識。 

  

D08.  3月 18日   長江三峽≈≈神女溪    

 

清晨在酒吧享用免費早茶、早咖啡、精美茶點。天氣好的話，還可以在陽光甲板跟

隨專業教練練習太極拳。 

 



  早餐後換乘畫舫船遊覽原始古樸的【神女溪】（約 3小時），神女溪是青石鎮與飛

鳳峰之間的一條小溪，溪長 15公里，由於水面湍急、溪淺道窄，其中有 10公里為人

跡罕至的原始山谷。大壩三期蓄水後，遊客才可到溪內峽谷縱深處探密，美的風景與

原生態居民"驚現"在遊客面前，昔日只有少數攝影家知道的奇峰麗景。遊船陸續駛過

巫峽、瞿塘峽，遊船導遊在陽光甲板上為您介紹兩岸的獨特風光。午餐後可參加自費

遊覽項目白帝城（290元/人）。  

                                                                                                                                                                                                                    

D09.  3月 19日   長江三峽≈≈忠縣石寶寨                  

 

清晨在酒吧享用免費早茶、早咖啡、精美茶點。天氣好的話，還可以在陽光甲板跟 

隨專業教練練習太極拳。 

早餐後上岸遊覽有長江“小蓬萊”之稱的【忠縣石寶寨】（約 2.5小時），登殿憑 



眺，滾滾長江，碧空帆影，無限景色，一覽無餘，中午遊船啟航駛向重慶，您可以參 

加遊船舉行的各種活動，也可以選擇去圖書館靜靜地讀一本好書，抑或去健身房、游 

泳池鍛煉一下，或找一些朋友去酒吧聊聊天、喝喝酒。晚餐後酒吧將舉行“加勒比” 

主題酒會。  

                                                                                                                                                                           

D10. 3月 20日  三峽≈≈ 重慶  台北 B7192 (12:45/15:45) 

 

早餐後下船，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班機飛返回台灣。 

*****結束“長江神話之旅”的行程***** 

————————————————————————————————————— 

  因受水位、氣象等自然因素影響，以上時間行程安排僅供參考，請按船上實際情

況為准！行程若有更改，以當地旅行社安排為准。  



出發日期： 2017/03/11 

每人團費 : NT 64,800 元  

報名訂金 : NT 20,000 元  

 

團費包含: 台北-上海/重慶-台北經濟艙機票、全程船費（二人一室)、保險（200萬新

台幣意外險、20萬新台幣醫療險)、行程表內之參觀門票、交通、餐食。 

 

團費不包含: 護照新辦費用、自費項目、小費(郵輪小費每人人民幣450元+領隊司機導

遊小費每人每天台幣200元)、飲料費用、通訊費用、個人消費、行李超重費等。 

 

備  註： 1. 單人房與商務艙需額外需求報價。 

           2. 10人成團。 

           3. 自費項目:1.遊覽三峽人家:人民幣 290元 

                       2.白帝城: 人民幣 290元 

           4. 小費: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10天共台幣 2000元+郵輪小費人民幣 450元 

報名電話: (02)2567-2616 

報名 mail: discoverer.d1@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