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日:

8/7.14.19
9/23
10/28

團費: $32,000 起／每人
團費: $33,000 起／每人
團費: $34,000 起／每人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特別安排：雲南印象三風情歌舞秀
楊麗萍之著名孔雀舞：雲南映象大型歌舞秀：中國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出任藝術總監和總編導，大型
原生的原創鄉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經典，再創雲南濃郁的民族風情。在歌舞集中，原生、古樸的民族歌舞與新銳的藝術構思
的碰撞，將帶給您一種特定的雲南印象。《雲南映象》中的道具、牛頭、瑪尼石、轉經筒等全是真的。百分之七十的演員系
雲南的少數民族。亦真亦幻的舞臺、燈光及立體畫面效果。
大型實景演出：印象麗江大型歌舞秀：印象麗江由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大型實景演出，在玉龍雪山下的舞臺上以原生態形式
向觀眾展示麗江 10 個少數民族的生活。演出分?《古道馬幫、對酒雪山、天上人間、打跳組歌、鼓舞祭天、祈福儀式》等 6
個章節。張藝謀說：全世界所有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感動，而印象麗江讓我為之動容。註：印象麗江為戶外表演，若遇天候
狀況不佳停演，則以退費處理－NT.150/人
喜洲居民三道茶表演：白族特色茶點之一~白族三道茶及欣賞歌舞表演，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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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1.蒼山(感通纜車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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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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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感通纜車為可脫掛式纜車索道，坐箱可乘坐 6 人，為透明封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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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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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楚雄州博物館：位於楚雄市南門外，占地近 60 畝，總建築面積 11200 平方米。分序廳、古生物廳、歷史文物廳、民族廳、
中共楚雄州地方黨史廳、書畫廳、動植物標本廳 7 個展廳，12 個展室，展廳面積 7000 多平方米，展出各類文物 8400 餘件。
4.束河古鎮：位於麗江以北 8 公里處，又稱《龍泉村》。早在明代，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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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官渡古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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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處。 6.雲杉坪(纜車上下)：玉龍雪山主峰扇子陡半山腰的一個高山草甸，隱藏在原始雲杉林中的
小牧場，遠看好似玉龍雪山腳下的翠綠的地毯。如此幽靜，如此美妙，如此動人，仿佛人間仙境一般。
註：若遇雲杉坪纜車因不可抗力因素或遇維護檢修或遇天候..等因素導致纜車停駛，將改以『?牛坪纜車上下』替代，敬請見
諒。
7.藍月谷(電瓶車)：玉龍雪山的一條山谷，形似月牙，懷抱一串湖泊，自上而下連為一體，潭水深藍而透明，因而得名。藍月
谷的水源便是由玉龍雪山的冰川融化而來，因其山奇水美，享有《小九寨》之美譽。
8.好禮相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9.風味安排：全程餐標 RMB40～50/人。
昆明：滇菜風味、汽鍋雞、野菌風味。
石林：烤鴨風味。
大理：砂鍋魚頭風味。
麗江：王府家宴。
註：七彩雲南餐廳因居於石林與昆明之間是唯一台灣團體可接受的用餐地點，市場各家均使用此餐廳，餐廳內設商品販賣部，
雖與團體採購行程無關，未免造成誤會，故需事先告知。

【飯店介紹】
麗江：實力希爾頓花園酒店(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麗江實力希爾頓花園酒店坐落在麗江市區的核心位置，周邊有熱鬧的商業街和大研古城，酒店風格現代、清新，環境輕松、
怡人，是商務旅行者和休閑旅遊團體的絕佳下榻之選，便捷的地理位置和高水準的服務與設施更為您的住宿增添享受。寬敞
的客房提供免費的有線與無線網絡連接，超大的工作臺配有符合人體工學要求的座椅，賓客還可選擇低致敏枕頭。為了盡可

能為您提供便利，酒店所有區域都提供免費無線互聯網連接。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7289

高雄

昆明

07:35

10:55

第八天

B7290

昆明

高雄

12:10

14:5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高雄昆明西山龍門(纜車上+電瓶車下)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機飛往有春城之稱的雲南省省會—昆明，一座有兩千多年悠久歷史，四季
如春的春城～昆明。
【昆明】是云南省的首府，由於世博會的舉辦，提高了昆明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在不到 500 萬人口的城
市中，聚居著漢、彝、白、傣、哈尼、納西族等少數民族。
【西山】巍峨挺立於滇池西岸，最高峰為羅漢峰，海拔 2,500 米。西山於唐代時稱為《碧雞山》，元明
以來稱為《太華山》
，因山在昆明市城西，故稱《西山》
。峰巒起伏、林木蒼翠、古徑蜿蜒。乘搭纜車上
山，拾級徒步後，經過道觀三清閣後，便通過懸崖峭壁上開鑿而成的石廊—達天閣，便登上龍門。三位
修道僧人，由清朝乾隆 46 年到咸豐 3 年，經歷 72 年時間，開鑿而成。山下海拔 1886 米，面積 318
平方公里的滇池，雲南最大、全國第六大湖泊，乘電瓶車下山，欣賞滇池優美風光。
(早餐) XXX

(午餐) 川滇風味 40RMB/人 (晚餐) 野菌火鍋風味 40RMB/人

住宿：昆明中心假日酒店 或 昆明花之城豪生國際大酒店(東塔)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大理

昆明 (公里數約 350KM

車程約 4.5H)大理遠眺崇聖寺三塔大理古城洋人街

搭車前往素有《文獻名邦》的【大理古城】，可遠眺崇聖三塔的氣勢不凡。大理古城始建于明洪武十五
年，又名葉榆城、紫禁城、中和鎮，位于下關以北 13 公里，背靠蒼山，面臨洱海。
大理古城外有條護城河，城內街道都是南北、東西走向，典型的棋盤式佈局。古城的建築為清一色的青
瓦屋面，顯得十分的古樸。
【洋人街】原名《護國路》
，意為民國初雲南人民反對袁世凱稱帝，起兵護國而得名。護國路東西走向，
長一公里，寬七公尺，青石板鋪面；中西風味店、珠寶店、古董店、紮染店、畫廊各行各業隨之興起，
鋪面林立兩側，琳琅滿目，目不暇接，成為中外有名的大理洋人街。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白族風味 RMB40/人
住宿：格林東方酒店 或 N 度大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大理 (約 310KM

車程約 3H)麗江古城木王府白沙壁畫束河古鎮～麗江

【麗江古城】有《東方瑞士》之稱，也稱《大研鎮》，以其科學建築的佈局著稱於世；古城始建於宋末
元初，以不築城牆馳名，是一座兼有水鄉之容、山城之貌、古樸如畫的古城，走訪以小橋流水人家為特
色的四方街。
【木王府】北有故，南有木府，木氏土司家族歷經元、明、清三個朝代，因襲相傳二十二代。滇西大理
段氏政權被明軍擊破，滇西北麗江納西族土司於 1382 年率從歸順並設立麗江軍民府衙署，獲朱元璋賞
識，欽賜其「木」姓，從此納西改從漢姓，於此，古城周圍不築城牆，因為木土司居於城中，如築城等
於為「木」加框成了「困」字。木府是納西族自豪驕傲的象徵。這座輝煌建築藝術之苑，以明代中原建
築風格為基礎，融入納西、白族各地之工藝風格，並匯聚納西古王國名木古樹、奇花異草，充分展現其
廣納多元文化的開放精神，麗江古城即成為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木府》，凝聚了麗江這座世界名城的千年文明精髓和各族人民的博大智慧，木氏土司建造了規模宏大
的宮殿式建築群，如以石、木做的三座大型牌坊、木家院、皈依堂、玉皇閣、三清殿、光碧樓、經堂、
家廟、萬卷書樓、玉音樓等。木府門前的石牌坊，用採自下虎跳金沙江邊的漢白玉建成，寬 9 米，高約
18 米，4 根石柱著牌坊上的碑、椽、檐和坊蓋，匾額上鐫刻著明神宗欽賜的「忠義」二字。
【白沙壁畫】明初至清初三百多年的時間裡陸續繪製成的，時間有先有後，其作者也應當是眾多的各民
族工匠，因而形成了不盡統一的風格，反映出漢、藏、納西等民族傳統繪畫技法與風格的互相融匯。它
既繼承了漢族洗煉、勻稱的繪畫傳統，又吸收了藏傳佛教彩繪絢麗、線條流暢的繪畫風格，還有納西東
巴畫粗獷、浪漫的繪畫特色。因此，麗江壁畫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壁畫，成為研究民族史、藝術史、宗教
史的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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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早餐 (午餐) 納西風味 RMB40/人 (晚餐) 虹鱒魚風味 RMB40/人
住宿：開元曼居酒店 或 華冠酒店 或 官房大酒店花園別墅(A 區)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麗江玉龍雪山風景區【雲杉坪(含電瓶車)、甘海子、白水河、藍月谷(含電瓶車)】

印象麗江秀玉水寨麗江
【雲杉坪(纜車上下、含電瓶車) 】玉龍雪山主峰扇子陡半山腰的一個高山草甸，隱藏在原始雲杉林中的
小牧場，遠看好似玉龍雪山腳下的翠綠的地毯。如此幽靜，如此美妙，如此動人，仿佛人間仙境一般。

註：若遇雲杉坪纜車因不可抗力因素或遇維護檢修或遇天候..等因素導致纜車停駛，將改以『牛坪纜車上下』替代，敬請見
諒。

【藍月谷(電瓶車) 】玉龍雪山的一條山谷，形似月牙，懷抱一串湖泊，自上而下連為一體，潭水深藍而
透明，因而得名。藍月谷的水源便是由玉龍雪山的冰川融化而來，因其山奇水美，享有《小九寨》之美
譽。
【印象麗江秀】由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大型實景演出。演出場景選擇在玉龍雪山 3200 米海拔處的天然
圓形場地，可以容納 2000 人的演出場地被變成了 360 度的全角度劇場，演出分?《古道馬幫》
《對酒雪
山》
《天上人間》
《打跳組歌》
《鼓舞祭天》
《祈福儀式》等 6 個章節。整個場景運用了雪山的特色，讓表
演與大自然徹底結合。導演樊躍表示：在雪山面前，我們只想表達一種最直接最真實的情感，讓來自城
市裡的人們去體驗什麼才是原始之美。而張藝謀說：全世界所有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感動，而印象麗江
讓我為之動容。
註：因印象麗江為戶外表演，若遇天候狀況不佳或臨時停演，則改為觀賞麗江市區的「麗水金沙」歌舞秀，敬請見諒。
註：印象麗江秀於每年 12/20~12/31 停演，如團體遇停演期間，則以《麗水金沙秀》替代，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甘海子】這裡被稱為天然高山牧場，海拔 3000 公尺，三面環山，是欣賞玉龍雪山的最佳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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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水寨】這裏是納西族的文化發源地，是納西族人祭神的聖地及東巴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可深入認
識東巴傳人傳統的生活和學習方式。註：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景區關閉，則以玉柱擎天替代！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雪山自助餐 RMB48/人 (晚餐) 王府宴 RMB40/人
住宿：開元曼居酒店 或 華冠酒店 或 官房大酒店花園別墅(A 區)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麗江 (約 310KM

(感通纜車上下)

車程約 3H)洱海濕地公園喜洲民居+三道茶歌舞表演蒼山

 (車程約 1.5H)楚雄博物館楚雄

【洱海濕地公園】是大理市為保護母親湖洱海而投資建設的濕地生態公園。風景優美，遠離城市的喧囂
和污染，在市區中有這樣一片鬧中取靜的聖地實屬不易。在這個公園裡，遊人能近距離與洱海接觸，是
遊人納涼、休閒、文化、娛樂的好去處。
【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五馬轉角樓、六合同春是大理文化的象徵，這類建築在喜洲鎮
可謂集中且十分典型。並安排品嚐白族三道茶、風味餐點及傳統歌舞。
【蒼山(感通纜車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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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感通纜車為可脫掛式纜車索道，坐箱可乘坐 6 人，為透明封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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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雄州博物館】位於楚雄市南門外，占地近 60 畝，總建築面積 11200 平方米。分序廳、古生物廳、
歷史文物廳、民族廳、中共楚雄州地方黨史廳、書畫廳、動植物標本廳 7 個展廳，12 個展室，展廳面
積 7000 多平方米，展出各類文物 8400 餘件。1995 年 7 月 21 日建成開放。楚雄州是中國人最早的老
祖先——元謀人的故鄉；是祿豐恐龍的故鄉；是迄今發現銅鼓最早的地方；又是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州，

文物文化十分豐富。註：楚雄區域飯店條件不如大城市，但為求旅遊行程順暢，安排一晚住宿，敬請見
諒。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砂鍋魚頭風味 RMB40/人 (晚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住宿：建華國際大酒店 或 泰格酒店 或 新雲華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楚雄 (約 230KM

車程約 3H)石林風景區

早餐後，搭車前往中國著名的風景區，被譽為《天下第一奇觀》的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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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石林區域飯店條件不如大城市，但為求旅遊行程順暢，安排一晚住宿，敬請見諒。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撒尼風味 RMB40/人
住宿：石林鉑晟假日酒店 或 石林戴斯酒店 或 石林阿詩瑪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石林 (約 90KM 車程約 2H)金馬碧
雞坊(車經) 陸軍講武堂翠湖公園官渡古
鎮雲南映像歌舞秀(楊麗萍孔雀舞) 昆明
【金馬碧
雞坊(車遊) 】位於昆明市中軸線的三市街與金碧路交叉口，高 12 米，寬 18 米，具有典型的
昆明民俗特色，雕梁畫棟，精美絕倫，東坊臨金馬山，名金馬坊，西坊靠碧雞山，名《碧雞坊》。該坊
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間，至今已有近 400 年的歷史，被譽為《昆明的象徵》。
【陸軍講武堂】原為清朝培訓新式陸軍軍官的學校，現存講武堂的主要建築，是一院規模宏大的中國傳
統的走馬轉角樓式的土、木、石建築，呈正方形，東、西、南、北樓各約長 120 米，寬 10 米，對稱銜
接，渾然一體，四角有拱形門洞可出入，您可以在此拍照留念。
【翠湖公園】市區最漂亮的公園之一，每年的 11 和 12 月份，成群的紅嘴鷗從西伯利亞到這裏來過冬。
這裏除了有獨一無二的美景之外，遊客也能感受到非常濃郁的文化氛圍，因為中國著名的雲南大學就在
這裏。
【官渡古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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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處。
【雲南映象歌舞秀(D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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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若因天候因素或政策性因素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雲南映象秀》
停演，則現場退費 RMB90，敬請見諒。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汽鍋雞 RMB50/人 (晚餐) 雲和祥 RMB50/人
住宿：昆明中心假日酒店 或 昆明花之城豪生國際大酒店(東塔) 或 同級旅館

第8天

昆明機場高雄

早餐後，專車接往機場，揮別為期八日的昆大麗之旅，搭機返台。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XX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三)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
規格相同。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敬請注意！)
(四)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五)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
，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費給予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房間小費以及行李小費敬
請自付，約人民幣 5～10 元，另外行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
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6.08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