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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甸香格里拉、大理、麗江、昆明八日遊 
《安排三排椅巴士、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 DVD》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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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昆明：佳華廣場酒店~★★★★★(1999 年開業，2019 年裝修) 或同級 

酒店 2016 年對部分房間進行了改造及翻新，擁有各種溫馨舒適的客房，客房設施均為

國外進口的高檔配置並由知名的美國 BLD 設計公司按歐美風格設計。設計別致的大堂

吧全天提供各式美酒供您享用，夜晚，伴隨著悠揚舒適的鋼琴聲、無論是清談或暢飲，

這裡定是您休閒會友和商務洽談的理想之地。 

    

大理：亞朵酒店~★★★★(2018 年開業) 或同級 

酒店是由專業的國際設計團隊精心設計，配套設施齊全，亞朵酒店宣導自然，健康的

生活方式，有清新，舒適的環境，雅致，開放的空間，真誠，有愛的服務，致力為賓客

營造一個舒適、簡約、樸實、靜謐的住宿體驗，整體的裝飾簡潔時尚、清新別致，一書

一茶，十足的小情調。房內床單、棉織品均按照高星標準配置，酒店還配置了全套高端

洗浴品牌，能使您得到全身心的放鬆和愉悅的體驗，酒店全無線網路覆蓋，您能在酒

店的任何地點暢遊網路。 

    

麗江：國際酒店新樓~★★★★★(2007 年開業，2019 年裝修) 或同級 

酒店擁有 300 間各式的房間, 以皇家貴族的裝飾，中式古典的裝修風格。提供各種不同

全方位的需求。幽雅、舒適的住房空間。酒店客房傢俱是用雲南本地實木打造，厚重的

質感體現了納西民族淳樸和實在，很有異域特色。酒店餐飲，有經典的瑪卡食材為主

題“宴遇君瀾”特色菜式。酒店內設有可供數百人舉辦專業會議廳、宴席酒會等活動

的大型多功能廳，薈萃本地風味的中餐廳，風景寫意的泳池西餐廳，特產商場，還附設

有康樂中心、游泳池，咖啡吧等各項服務設施，酒店還設有完善的安保系統，以保證每

位元賓客的隱私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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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甸：第五顆隕石系列光年酒店~★★★★★(2018 年開業) 或同級 

香格里拉第 5 顆隕石·光年酒店位於獨克宗古城西北角主幹道交匯處，是獨克宗古城的

主要門戶，步行即可抵達古城中心。酒店由世界知名旅法設計師親自操刀，集萃主題

餐飲、精品住宿、商務會議、人文休閒於一體的藏文化主題度假酒店。將神秘的幸運隕

石傳說與在地文化、歷史傳承相結合，融匯藏家傳統與現代風尚，讓您體驗純正藏文

化之旅。 

    

● 旅 遊 參 考 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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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昆明~西山龍門(纜車上+電瓶車下)、圓通寺、金殿、官渡古鎮 

參考航班：立榮航空 B7-289 08:10/11:55【每週二、日飛】 

行       

程         

內

容 

【西山龍門】位於西山頂部，處在羅漢峰的懸崖峭壁上，北起三清閣，南至達天閣，

是雲南最大、最精美的道教石窟。從龍門可沿棧道到達西山山頂，「龍門勝景」雄居

昆明西山衆多的名勝之首，有「不到西山等於不到昆明，不到龍門只是白跑一趟西

山」之說，沿龍門棧道可飽覽了龍門精湛的石刻藝術，穿過龍門隧道，沿石階而上，

即達龍門新平臺。 

【圓通寺】位於螺峰山下，寺廟氣勢雄偉，富麗堂皇，始建于唐南詔，原名「觀音

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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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有石橋相接；圓通寶殿殿內除元塑佛像外，還有明塑

青、黃二龍，各盤一柱，二龍舞爪裂鬚，相向欲鬥，栩栩如生。 

【金殿】其實為銅殿，傳說為吳三桂所仿建，主殿係由青銅鑄造，在陽光照耀下，

耀眼奪目，因而得名「金殿」，金殿建築所用的銅約 250 多噸，是中國最大的銅鑄

殿。 

【官渡古鎮】官渡古鎮是雲南的歷史文化名鎮，距今已有 1000 多年的歷史。古鎮內

分佈著較多的古建築、佛寺、閣樓 、廟宇，現有國家、省、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10

余處，有建於唐代的土主廟、宋代的法定寺、元代的妙湛 寺和明代的孔子樓、金剛

塔等，俗稱「六寺、七閣、八廟」，歷史上的官渡，是滇池船舶往來的重要渡 口，

是通往滇南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集鎮，晚上燈光一打，美麗的夜景呈現在您面前。 

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佳華廣場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昆明→《約 335公里，車程 5小時》→大理~洱海濕地公園、天龍八部影視

城、大理古城+洋人街 

行       

程         

內

容 

【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位於雲南省的西北部，這是一座千年古城，唐代的南昭國、

宋代的大理國都曾將它作為都城，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使大理擁有“文獻名邦”的

美稱。大理是白族的聚居地，有著濃郁的白族風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民

居文化內涵深刻；白族的三道茶品味悠長。在整個雲南之旅中，恐怕再沒有其他地

方能像大理那樣，讓你深切感受到獨特的白族風情了。 

【洱海濕地公園】位於大理下關的洱海月生態濕地公園面積近千畝，是一個風景宜

人、鬧中取靜的地方。隨著洱海保護建設的推進，營造並新建了環洱海 58 公裡湖濱

帶，以洱海主要入湖河流入水口為重點的 13 塊、1 萬多畝人工濕地相繼建成，洱海

“自然之腎”更加強健，而這些濕地在恢復湖泊生態功能的同時，也為洱海、為大

理增添了更多的迷人風景，更成為市民納涼、休閒、文化娛樂的好去處。 

【天龍八部影視城】大理天龍八部影視城是大陸西部最大的影視城，總體上按照

“大理特色、宋代特色、參照《清明上河圖》，將影視拍攝和旅游觀光相結合”的原

則進行設計規劃，造型風格 “ 優美、飄逸、奇特 ” ；色彩以“歷史、自然、生

活”為前提著色，表現出濃重的歷史滄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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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大理古城】東臨洱海，西枕蒼山，始建於明初為歷代滇西治府和屯軍所在地,是西

南絲綢之路的門戶,也是商賈雲集之處。古代城池曾於征戰中幾度興廢，太和城是南

詔王統一六詔後最早建成的宮城，中心建有金剛城，是居高臨下的城中城—稱為

“紫禁城”；北面建有大厘城,即今日繁華的喜洲鎮；北、南兩端扼守門戶的有龍首

城和龍尾城。然而這些古城池大多僅存城基，如今尚存南北城樓、部分城墻以及杜

文秀帥府。巍峨的城樓，保存完好的白族民居建築，小巧的庭院，靜靜的街道，幽

靜典雅，古色古香。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亞朵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大理~蒼山感通纜車上下、喜州周城白家大院+三道茶舞表演→《約 192 公

里，車程 3 小時》→麗江~黑龍潭公園、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四方街、

大水車→麗江 

行       

程         

內

容 

【點蒼山】海拔 2700 公尺，巍峨雄偉的點蒼山，它因山石呈青灰色得名，有峰、

雲、雪、花、松五大奇景，山勢嵯峨壁立，雄奇峻秀，從蒼山俯瞰洱海，風光明媚，

一望無際，煙波浩淼，碧水似鏡，與湖上的「三島」、「四洲」、「五湖」、「九曲」融

為一體，景色如詩如畫；洱海湖光與點蒼山積雪相映，享有「青洱銀蒼」之盛譽。 

【蒼山纜車上下─感通索道】索道爲可脫掛式纜車索道，坐箱可乘坐 6 人，爲透明

封式，乘坐安全、舒適、快捷，纜車全套設備從素有「索道王國」之稱的奧地利進

口，美觀大方。沿感通索道至蒼山清碧溪，著名的「蒼山大峽谷」建成一條 2,630 公

尺長的遊覽大索道；乘坐索道纜車沿途可飽覽清碧溪、七龍女池、神秘的蒼山大峽

谷、玉帶雲遊路等，飄飄欲仙、神秘莫測、美不勝收，也可仰望蒼山雪峰，俯瞰百

里洱海和大理古城、三塔崇聖寺等。 

【白族民居+三道茶歌舞秀】在這裡可參觀白族集市、白族紮染的製作，幸運的話還

可參加白族的婚禮，品嚐白族的風味食品。我們並將安排品嚐特色茶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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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龍潭公園】俗稱龍王廟也叫玉泉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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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享有「高原姑蘇」的美稱，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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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周圍青山環繞，泉水瀠迴，有如一塊碧玉雕成的大硯台，因而又

名大研鎮。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麗江國際酒店新樓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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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麗江→玉龍雪山大索道纜車上下～萬年冰川(贈送氧氣瓶、租用雪衣)、甘海

子、張藝謀執導的大型實景演出～印象麗江歌舞秀、藍月谷+電瓶車、玉水

寨、玉峰寺、束河古鎮 

行

程

內

容 

【玉龍雪山】是北半球最近赤道的山脈，它處於青藏高原東南邊緣，橫斷山脈分佈

地帶，在大地構造上屬橫斷山脈皺褶帶。位於麗江縣城北面約 15 公里處。山勢由北

向南走向，南北長 35 公里，東西寬 25 公里，雪山面積 960 平方公里，高山雪域風

景位於海拔 4000 米以上。終年積雪，雪山山體高聳，橫亙排列的十三座山峰海拔

5596 米，為諸峰之最。 

【雲杉坪】從這裡可盡情端詳玉龍雪山的美景，並可遠眺神秘的萬年冰川；此處有

各種植物依不同海拔和氣候分佈，是經濟林木、藥用植物和觀賞花卉的著名產地，

有植物寶庫之美稱。此地眺望玉龍雪山更是美麗。雲杉坪其實是玉龍雪山主峰扇子

陡半山腰的一個高山草甸，海拔 3240 米，像一片隱藏在原始雲杉林中的小牧場，遠

看好似玉龍雪山腳下的一片翠綠的地毯。 

【甘海子】玉龍山東麓的一個開闊的草甸，是個天然的大牧場，這裡有地毯般的草

地，它從西面玉龍雪山腳一直鋪到很遠的天邊。甘海子是仰視玉龍雪山全貌最近的、

也是最佳的地方。在這裡你可看到玉龍雪山的十三個高峰由北向南依次排開。巍峨

壯觀，銀興閃爍，尤其是主峰扇子陡，像一把打開的扇子，切入雲天，氣勢磅礡。 

【印象麗江秀】大型實景演出，由著名導演張藝謀、王潮歌和樊躍共同執導。其中

《印象•麗江》雪山篇將劇場設在海拔 3100 米玉龍雪山的懷抱裏，四周高山草甸、

白雲繚繞，將觀眾帶到了雪域高原天人合一的純美背景中。在可容納 1200 餘人的

360 度全視角劇場中，用象徵著雲貴高原紅土的紅色沙石砌成了 12 米高、迂回艱險

的“茶馬古道”。實景演出以玉龍雪山的自然風光為天然背景，以納西民族為主的

當地民俗民風構成了演出場景。動用演員達五百餘人，皆為當地人，力圖表現散居

麗江的十個少數民族的基本生活形態 。 

【藍月谷】其前身為早前人們所熟知的“白水河”藍月谷又名白水河，河水是雪山

積雪融化後又經岩層過濾，在泉水湧出而最終匯成白水河。白水河水質未受任何污

染，河水衝涮的卵石，清澈明晰。因為白石為底，水流其上，水的顏色更加明淨，

白水河也因此得名。 

【玉水寨】玉水寨是纳西族中部地區的東巴聖地，是麗江古城的溯源。玉水寨東巴

文化傳承基地保留了纳西族傳統古樸的風貌，真正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這

一纳西族傳統理念，東巴文化之真諦。現景區内有三位著名的東巴大師主持日常事

務，有數名東巴學生，在玉水寨學習東巴經文、東巴舞蹈、東巴祭祀儀典、東巴藝

術等。 

【玉峰寺】麗江五大喇嘛寺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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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分，高僅 2 公尺，但樹冠面積達 56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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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束河古鎮】古老寧靜的小鎮，位於麗江以 北 8 公里處，又稱龍泉村。早在明代，

這里就已經是滇西北的重要集鎮，南來北往的商人們在此交易。束河中心的集市廣

場與麗江四方街非常類似，青石鋪就的街面，周圍店鋪順次排開，門口擺放著各種

手工藝品。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雪廚自助餐 RMB48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麗江國際酒店新樓 或同級 

第五天 

麗江→《約 82 公里，車程 1.3 小時》→虎跳峽風景區(車程約 2.5 小時)→

《約 142 公里，車程 2.4 小時》→中甸~頌贊林寺+電瓶車、獨克宗古城、(龜

山公園+轉經筒) 

行       

程         

內

容 

【虎跳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峽谷，以奇險雄壯著稱于世。從虎跳 峽鎮過沖江河洞

哈巴雪山山麓順江而下，即可進入峽谷。上虎跳距虎跳峽鎮 9 公里，是整 個峽谷

中最窄的一段，峽寬僅叨余米，江心右一個 13 米高的大石一虎跳石，巨石猶如孤峰

突起，屹然獨尊，江流與巨石相互搏擊，山轟谷鳴，氣勢非凡。 

【松贊林寺】又稱歸化寺，位於香格里拉以北 5 公里的佛屏山下， 是公元 16 三

林」之一，它不僅是雲 南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群落，還是川滇一帶的黃教中山而

建，外形猶如一座古堡，集藏族造型藝術之大成，有『藏族藝術博物館』之稱。 

【獨克宗古城】香格里拉古城的初始叫法是“獨克宗”，位於香格里拉縣東南隅。

“獨克宗”，一個藏語發音包含了兩層意思，一為“建在石頭上的城堡” ，另為

“月光城”。 

【龜山公園】它有著【世界第一大轉經筒】高 21 米、總重 60 噸、需要有四個成人

一起推才能轉得動、轉經筒筒身為純銅鍍金，筒壁上高浮雕文殊，普賢，觀音，地

藏四大菩薩。下層為佛家八寶：法螺、經輪、寶傘、百蓋、蓮花、寶瓶、金魚、盤

長。筒內藏有經咒，六字真言 124 萬條和多種佛寶 16 噸。筒頂為比筒身直徑明顯大

的圓形“ 傘蓋” ，輪座為巨大的滾珠軸承，軸承外圍為直徑約十公分的不銹鋼管

彎成的大環。站在香格里拉獨克宗古城，抬頭望去，便能看到不遠處的大龜山上，

佇立著一個金色的巨大轉經筒。來到香格里拉，一定要轉一轉這座“世界之最”的

轉經筒。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第五顆隕石系列光年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中甸~普達措國家公園(含雙程環保車、屬都湖+遊船、納帕海自然保護區】

→《約 627公里，搭乘飛機 75分鐘》→昆明 

參考航班：東方航空 MU5940 15:55/17:05 

行       

程

內

容 

【普達措國家公園】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内有明鏡般的高山湖泊、水美草豐的

牧場、百花盛開的濕地、飛禽走獸時常出没的原始森林。碧塔海、屬都湖兩個美麗

的淡水湖泊素有高原明珠之稱。 

【屬都湖】位于香格里拉東北部 35 公里處、距碧塔 海十多公里。湖水清澈，水底

小魚悠游，最獨特是一種名為“裂腹魚”的珍稀魚類，這種魚腹部有一條細細的裂

紋。湖四周是遮天蔽日的林木，湖畔還有個牛羊成群的牧場，充滿藏區的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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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佳華廣場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昆明→《約 88公里，車程 1.3小時》→石林風景區+電瓶車→《約 49公里，

車程 1 小時》→九鄉風景區~(虹橋風景區、白象洞、神女宮、雌瀑布、蔭翠

峽遊船)→《約 107公里，車程 2小時》→昆明 

行       

程         

內

容 

【石林風景區】石林為石灰岩地溶岩地貌，亦是喀斯特地形的一種特有形態，由

巨厚的岩層構成，其岩峰猶如密佈的林木，拔地而起，直刺天際，遠望如一片莽

莽森林而故名。數不清的崎嶇石峰和高聳峭壁，蔚成一片石林峰海。氣勢磅礡開

闊。沿途奇石雄偉壯麗，石箏，石柱宛如置身迷宮，區內小徑迂迴，到處小橋流

水，較為出名的有獅子亭、劍峰池、蓮花峰、愛情海、幸福湖…等。 

【九鄉風景區】此地是雲南省新興的以溶洞景觀主體、洞外自然風光、人文景

觀、民族風情融合為一體的大型綜合風景名勝區，九鄉風景區擁有上百座大、小

溶洞，國內規模最大、數量最多、溶洞景觀最奇特的洞穴群落體系。九鄉的另一

特點是這裏的水非常美，既有可泛舟而行的 2 公里長的暗河溶洞, 又有瀑布濺流，

還有兩壁峭立,水翠天青的峽穀河道。其已開發為虹橋風景區，有白象洞、神女

宮、雌雄瀑布和大型石雕群構成的神山奇觀。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佳華廣場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昆明~大觀樓→高雄 

參考航班：立榮航空 B7-290 12:25/15:25【每週二、日飛】 

行       

程         

內

容 

【大觀樓】坐落在滇池北濱，隔水與太華山相望，又稱「近華浦」，建築為中國傳統

的四方三重檐木結構，琉璃翼角攢尖頂，始建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初為二

層樓宇，逐漸成為「遠浦遙岑，風帆煙樹」的遊覽勝地。乾隆年間，昆明布衣學者

孫髯翁撰寫一百八十字長聯，上聯描繪昆明風物，下聯書寫雲南歷史，對仗工整，

氣勢恢弘，被譽為「天下第一長聯 」，並由名士陸樹堂書寫，刊刻懸掛，大觀樓以

長聯而更為名樓。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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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9年 04月 21 日，05月 12日，06月 02日 

每人報價：43,500元，現金優惠價 42,500元 

※報名訂金每位 10,000元。 

◆費用包含： 

1.高雄==昆明來回經濟艙機票、含稅。 

2.中甸==昆明國內段單程經濟艙機票、含稅。 

3.大陸地區全程使用三排巴士搭乘，安全、舒適。 

4.全程住宿飯店 7晚，二人一室。 

5.包含全程司機、領隊、導遊小費，NT:1,600元。 

6.全程 300萬旅遊責任險、20萬醫療險。 

7.含飯店進出行李小費(飯店單次~出)。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NT$：1,400元。 

2.台胞證申請工本費本NT$：1,700元。 

3.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20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4.飯店排房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

請補房間8,000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期效未滿六個月，請重新辦理)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  

不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或免役證明正本。 

5.初次辦理護照者請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辦理台胞新證應備文件： 

1.護照正本。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需非常清晰，不可模糊) 

3.二吋彩色照片1張。（最近六個月新照、大頭與護照規格一樣） 

4.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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