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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航班之參考資料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5/08/27 中國東方 MU2028 台北(桃園) 雲南省-昆明 11:50 15:10 

2015/09/03 中國東方 MU2027 雲南省-昆明 台北(桃園) 08:00 10:50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300 元*8 天=2400 元。 

 購物商店： 昆明：茶葉、絲綢、珠寶 ； 大理、麗江： 保證不進購物站 

 自費項目：  昆明：60 分鐘足底按摩 1 小時(100 人民幣)    麗江：麗水金沙秀(180 人民幣) 

第 01 天 桃園/昆明 (圓通寺、車遊翠湖)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豪華直航客機飛往雲南省省會—【昆明】。 

【圓通寺】此寺氣勢雄偉，富麗堂皇，始建于唐代建築風格，是雲南省古代優秀藝術建築之一，主要建築有圓通寶殿、八角亭及

『圓通勝境』牌坊等，八角亭立池中，前面有橋相接，圓通寶殿殿內除元塑佛像外，還有明塑青、黃二龍，各盤一柱，二龍舞爪

裂須，相向欲鬥，栩栩如生。 

【陸軍講武堂】有“革命熔爐”之稱。始建於一九零九年，一九三五年後更名為”黃埔軍校五分校“，是雲南辛亥”重九“起義，護

國運動時期的革命據點。位於昆明城中心、著名風景區翠湖旁，現今還存在著一幢米黃色磚木結構的四合院的二層建築。不僅平

添幾分古色古香，也顯現了講武堂當年的雄宏氣魄。   

【車遊翠湖】公園它座落於雲南大學之旁，不僅擁有獨特的美景，更能感受濃厚的文化氛圍，每年都有成群的紅嘴鷗從西伯利亞

到這裏來過冬，往往令遊人十分驚喜。 

 

餐食： （早餐）X（午餐）機上餐食（晚餐）中式合菜 40RMB 

住宿： 香江酒店或鑫盛達酒店 同級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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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天 
昆明石林杏林大觀園【黑石林、杏林寺、阿詩瑪情歌廣場、櫻花峪】九鄉風景區+遊船+下山

纜車昆明 
 

【杏林大觀園】以黑石林為景觀根基，圍繞黑石林建四大功能區，把杏林大觀園建成雲南省獨具特色的新型文化旅遊度假區，對

於促進石林的遊覽觀光將產生重要的作用。 

【黑石林】又稱黑石箐，位於在杏林大觀園的中央地帶，石塊千奇百怪、婀娜多姿，傳說這片石林是八仙鬥法所造，在林中能找

到形態逼真酷似的鐵拐石、毛驢石、一指擎天石、花籃石、洞簫石、玉帶峰等。 

【阿詩瑪情歌廣場】建有阿詩瑪音樂噴泉、民族圖騰及傳奇人物形象，形成彝族文化廣場，每當夜幕降臨，彝家的少男少女們就

相約來到這裏對歌跳舞，尋找心上人。 

【櫻花峪】建於黑石林山腳，櫻花象征熱烈、純潔、高尚、愛情與希望。櫻花在人們心目中是美麗浪漫的象征, 因此“櫻花峪”

別具古代詩人的浪漫主義色彩。“櫻花峪醫藥生態街”建於七彩石林山腳。我們在櫻花峪道路兩旁、七彩石林山腳，大量栽種雲南

櫻花、日本櫻花以及垂絲海棠，一到春天，櫻花盛開之時，便是一幅花瓣繽紛，櫻花浪漫的景象。 

【九鄉風景區】，首先參觀此地名聞遐邇的六絕奇景：神田、跨壑雙橋、雄獅廳、驚魂峽、斷魂橋與蔭翠峽，鬼斧神工的天然美

景，令人為之讚嘆。並精心安排乘船泛遊蔭翠峽，全長兩公里的峽穀山壁峭立，還有水翠天青的蜿蜒河道；在這裏借船一行，很

能領略大自然的靜謐與神韻。隨後參觀大型石壩群購成的洞中飛瀑，此一高一矮，一柔一剛的兩匹瀑布，齊瀉深潭融為一體，又

稱雌雄瀑布，於洞中落差達 30 餘米，聲勢如雷貫耳，令人驚心動魄,參畢將驅車前往石林，感受不同的雲南風情。 

 

餐食： （早餐）酒店活力早餐（午餐）藥膳風味 40RMB（晚餐）菌王火鍋 40RMB 

住宿： 香江酒店或鑫盛達酒店 同級 
 

第 03 天 昆明【官渡古鎮】大理【洱海公園、古城洋人街】 

 

【官渡古鎮】位於昆明東南郊，是昆明地區著名的曆史文化古鎮之一。官渡古鎮大門(大牌坊)位於昆明東南郊 8 公裏處，地處

滇池北岸、寶象河下遊，占地 17 平方公裏。 官渡古鎮文化古跡眾多， 人文景觀豐富， 在不到 1.5 平方公裏的面積內就有唐、 

宋、 元、明、清時期的五山、六寺、七閣、八廟等多處景觀。官渡古鎮因其曆史文化深厚而 遠近聞名，曆史文化古跡雖有損毀，

但重要的曆史文化遺存得以保留下來。古鎮中那些 用螺螄殼和著粘土舂夯而成的院牆，依然在風雨中兀立。百年的土屋民居尚

存，實屬難得。 有五山、六寺、七閣、八 廟和眾多人文景觀， 至今仍保留著許多文化建築遺址。 搭車前往『大理』。 

【洱海公園】，是遊覽蒼山洱海風景區的第一站。公園內有一座橢圓珙的小山，因山的形狀而被當地人叫做"團山"。由海心亭長

廓、遊泳場、望海樓長廊、動物園、植物園、花圃、釣魚臺、遊樂場等部分組成。 

【大理古城+洋人街】，古城外有條護城河，城內街道都是南北、東西走向，是典型的棋盤式佈局；城內的建築為清一色的青瓦

屋面，顯得十分的古樸。這裡還有一條大理最著名的洋人街，它是外國人在中國居住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街上的飯店、餐館、酒

吧等等都是中西合璧的。在洋人街上可逛街、購物，晚餐後你也可以在這裡體會一下洋人街特別之處，於古城洋人街上自由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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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一掃連日來的辛勞！       

餐食：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白族風味宴 40RMB 

住宿： 亞星酒店或蘭林閣酒店 
 

第 04 天 
大理/麗江【束河茶馬古鎮、茶馬王故居（下午茶）、九鼎龍潭、束河納西古樂、束河茶馬

古道博物館】 
 

【束河茶馬古鎮】有納西語稱“紹塢”，因村後聚寶山形如堆壘之高峰，以山名村，流傳變異而成，意為“高峰之下的村寨”。是

納西先民在麗江壩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是茶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鎮，也是納西先民從農耕文明向商業文明過度的活標

本，是對外開放和馬幫活動形成的集鎮建設典範。 

【茶馬王故居】是當年束河最大的茶馬驛站，已有三百年歷史，是至今保存最完好驛站之一，茶馬王故居是一座富有江南味道的

“五馬轉角樓”，院子中間有個很特別的圖形，在當地被稱為“四福鬧壽”“萬不斷”，寓意為吉祥如意，是茶馬古道文化交流的象

徵。當您踏入這悠久的古宅裏，撲鼻而來滋味甘爽的普洱茶就像這棟老宅，讓我們回味無窮。 

【九鼎龍潭】沿貫穿南北的麗江束河街往西北方向走百米左右，可見束河的著名景點—九鼎龍潭，當地人又稱“龍泉”。九鼎龍潭

西枕龍泉山，東頻青龍河，是一上一下兩個半圓形的小石潭，兩潭之間建有一個涼亭，是觀賞“九鼎龍潭”的最佳處。九鼎龍潭的

水出自龍泉山山腳的石頭隙縫裏，潭水不深，但卻夏季不渾，冬季不淺，一般清澈的流水從石隙中溢出，永遠滋潤著古鎮。潭周

綠柳垂地，翠柏指天，泉水清澈，潭中游魚甚多，被當地人奉為神魚，相傳昔人欲網其魚，雷電聚至，至今無敢者。 

【束河納西古樂】是因為納西古樂是皇室貴族創作的宮廷音樂，而束河納西納西古樂是白沙細樂和納西古樂的綜合體，每天下午

淳樸的納西老人在九鼎龍潭旁演奏的悠揚的古樂，給這座古鎮帶來了無盡的魅力。 

【束河茶馬古道博物館】，由《序廳》《史事 1 廳》《史事 2 廳》《束河廳》《皮匠廳》《茶馬風情廳》《茶藝廳》《影響資料

中心》等 8 個部分組成，比較系統地介紹了茶馬古道的起始時間、線路和重大歷史事件，是人們瞭解茶馬古道歷史文化的重要視

窗。 

餐食：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午餐）納西風味 40RMB  （晚餐）中式合菜 40RMB 

住宿： 逸酒店或維也納酒店或同級 

第 05 天 麗江【玉龍雪山雲杉坪索道上下、玉峰寺、白水河、玉水寨、玉柱擎天、印象麗江秀】 

 

玉龍雪山【雲杉坪纜車來回】它座落在中國西部終年不化的雪山群中最南端，山體南北向排列，長約 35 公里，寬約 12 公里，

上列 13 峰，山頂終年積雪，宛如晶瑩玉龍橫臥山巔，故名玉龍雪山。 

【雲杉坪】—又名錦繡谷，海拔 3240 米，是一塊隱藏在原始雲杉林中的巨大草坪。每逢春夏之間，綠草如茵，繁花點點，雲杉

坪是被周圍的原始雲杉林緊緊包裹著的翠綠草坪，這裏如此幽靜，如此美妙，如此動人，仿佛人間仙境一般。 

【玉峰寺】－麗江五大喇嘛寺之一，距離縣城 13 公里。始建于清代，建築風格既有漢族、白族建築的特點，又吸收了藏族建築

的特點。玉峰寺內有一棵被譽為“環球第一樹”、“雲嶺第一枝”的山茶，這便是名揚中外的萬朵山茶。山茶為兩株不同品種的山

茶嫁接後成為一體，直徑 34 厘米，高僅 2 米，但樹冠面積達 56 平方米。 

【白水河】-玉龍雪山上冰雪溶化後經岩石滲透的泉水，冰冷刺骨，清澈明淨，白水河的河床白石白沙像一束緩緩移動的白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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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水寨在人們心目中是一塊清潔的淨土，在這裡人與天神最接近，人神溝通的使者(東巴)把芸芸眾生的祈求訴說給上天的神靈，

求得家業興旺、祥和安寧，是一塊山靈水秀的地方，也是納西族世代繁衍生息的起點。 

【玉柱擎天景區】－位於麗江古城北面，玉龍雪山南麓，是歷代土司消夏避暑的夏宮所在地。景區集雪山、玉湖、摩崖石刻、

納西族徇情聖地、玉龍書院、神泉、等自然風光於一體，東巴文化，藏傳佛教和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交相輝映。 

【印象麗江秀】它是張藝謀推出的另一部大型實景演出，在玉龍雪山下海拔 3100 米的舞臺上以原生態形式向觀 展示麗江 10

個少數民族的生活。演出時長 1 個小時，在演出過程中，演員們精彩的表現讓觀眾掌聲不斷。 

小叮嚀： 

◎印象麗江秀如遇天候不佳，或遇其他因素停演場地維修，公告停演)無法觀賞，將改觀賞大民族風情舞蹈劇－【麗水金沙秀】。 

餐食： （早餐）酒店內活力自助早餐  （午餐）犛牛火鍋 40RMB  （晚餐）王府家宴 40RMB 

住宿： 逸酒店或維也納酒店或同級 
 

 

第 06 天 麗江【黑龍潭、古城+四方街】大理【蒼山天龍索道上下、喜洲民居三道茶】 

 

【黑龍潭公園】俗稱龍王廟位於麗江古城北端象山之麓，一大股泉水從象山腳下古栗樹下汩汩而出，晝夜不停，匯成面積近 4

萬平方米的水潭，泉水清澈如玉，水面開著潔白的海菜花，水底遊魚如梭，潭畔花草樹木繁茂，樓臺亭閣點綴其間，風景秀麗。 

【大研鎮古城】它素有「高原姑蘇」之稱，因選址得當及規劃科學而聞名於世，是中國古代城市建築的瑰寶，也是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所選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大研鎮西枕獅山，北依象限山，周圍青山環繞，泉水瀠迴，有如一塊碧玉雕成的大硯台，

因而得名。 

【四方街】是大研鎮古城中心的廣場稱為四方街，城內街道密如蛛網，以四方街為中心向四方輻射，中心廣場最高處設有活水

閘門，每逢清潔日閘門關閉時，河道中的清水滿溢而出，四方街上所有店家便一起出來清洗街道，因而四方街數百年來皆保持

一塵不染。 

【蒼山(天龍纜車上下)】又名點蒼山，是雲嶺山脈南端的主峰，由十九座山峰由北而南組成，北起洱源鄧川，南至下關天生橋。

蒼山既是自然保護區，又是風景名勝區。1992 年，當地政府在海拔 2600 米玉帶雲出處新辟了一條玉帶雲遊路。游路南起馬龍峰，

北至應樂峰，長約法 18 公里，將蒼山許多景點連接在一起，遊人至此，可盡情觀賞蒼山奇峰異石、林泉飛瀑，也可俯瞰蒼洱大

地壯麗景色。 

【喜洲民居+三道茶歌舞表演】喜洲白族民居在這裡可參觀白族紮染的製作，品嚐白族的風味食品特色茶點—白族三道茶，並欣

賞精彩的歌舞表演，它是屬於唐宋時大理國的宮廷茶，乃是用蒼山雪水以特殊製法調配而成，號稱一苦、二甜、三回味，十分

獨特。 

餐食：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饗宴(40RMB)  （晚餐）砂鍋魚宴 40RMB 

住宿： 亞星酒店或蘭林閣酒店 

 

 
 



 

國內國外觀光旅行．專業商展參團旅行．大陸商務來台代辦．國內外機票訂房．大陸居民依親加簽  

<< 另有中國/港澳/日本/韓國/島嶼系列/泰國/馬來西亞等各國行程~家庭/員工旅遊~歡迎來電洽詢 >> 

業務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第 07 天 大理昆明【大觀樓、金馬碧雞坊+東西寺塔、雲南映象秀 C 票】 

 

【大觀樓】位於市區西南 3-4 公里，滇池的北岸，1960 年創建，但因火災而燒毀，於 1866 年在建，之後又於 1883 年重建至今，

此處風景的美麗，無論古今都成為騷人墨客行吟為文的好題材。大觀樓上懸有副 180 字第長聯，乃是乾隆年間，昆明明士孫鬚

翁所作。                                                                                             

【金馬碧雞坊】被譽為昆明的象徵，金馬碧雞坊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間，高 12 米，寬 18 米，雕梁畫棟，精美絕倫，具有典型的

昆明民俗特色；金馬碧雞坊的獨特之處，在於某個特定的時候，會出現“金碧交輝”的奇景。與紀念賽典赤的“忠愛坊”相配，合

稱“品字三坊”，成為昆明鬧市勝景；南與建於南詔的東西寺塔相映，顯示了昆明古老的文明。 

【雲南印象】是著名舞蹈家楊麗萍首次出任大型歌舞集總編導及藝術總監，原汁原味的民族歌舞元素，是一既有傳統之美，又

有現代之力的舞台新作。她將最原生的原創鄉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經典全新整合重構，再創雲南濃郁的民族風情。 

餐食：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雲南風味 40RMB 

住宿： 香江酒店或鑫盛達酒店 同級 
 

第 08 天 昆明/桃園 

 

專車前往昆明機場搭機返回臺北，結束此趟難忘的雲南風情之旅! 

小叮嚀： 

◎若遇航班晚班時間；第一天跟第五天的行程及午餐將因班機時間前後挪動。 

餐食：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甜蜜的家 

住宿： 甜蜜的家 
 

 

【團票說明】 
 

台北/昆明/台北  來回團體機票 ,脫隊另補票價差   
 

【出團備註】 
 

◎行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行前說明會為主。   

◎原定參考行程飯店、航班，如遇飛機、氣候或其他非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公司有權保留行程之變更，以使團

體順利為原則更換同級旅館之權利。   

◎行程進行中如放棄行程、飯店住宿，恕不退餘團費。   

◎行程中若脫隊需補團費 (每人/晚 NT1,000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