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0/20                                                     團費：每人/NT2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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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 站，您有更多的時間悠閒觀光!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當地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瞭解也供旅客選擇(1.藥材禮盒 
2.銀飾 3.按摩...等等)，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車上推薦 貴州茅台酒系列台幣 2500元/瓶、貴州三寶天麻系列台幣 1600元/套 

貼心安排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 1 天  高雄重慶 

【重慶】：簡稱巴、渝，別稱山城、渝都、霧都、橋都，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長江

上游地區的經濟、金融中心，藝術、文化、教育、科技等中心之一，水路空綜合交通樞紐。 

早餐：X／午餐：X／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萬達艾美酒店／或儷笙世嘉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重慶(動車)貴陽【青岩古鎮、小車河灘濕地公園<含電瓶車>】安順 

【貴陽】位於中國西南地區。戰國為楚黔中和且蘭、夜郎地，秦置黔中郡和象郡，漢屬荊、益兩州，唐

置黔中道，明置貴州布政使司，清為貴州省。現轄有 3 自治州、3 地區、3 地級市、10 縣級市、56 縣、

11 自治縣、2 特區。50 多個市縣及黃果樹風景區對外開放。全省面積 17 萬多平方千米。省會貴陽。梵

凈山和荔波茂蘭喀斯特森林區被列為國家自然保護區。 

【青岩古鎮】貴州四大古鎮之一，建於明洪武十年（1378 年），原為軍事要塞。古鎮內設計精巧、工藝

精湛的明清古建築交錯密布，寺廟、樓閣畫棟雕樑、飛角重簷相間。鎮人文薈萃，有歷史名人周漁璜、

清末狀元趙以炯（貴州歷史上第一個文狀元）。鎮內有近代史上震驚中外的青岩教案遺址、趙狀元府第、

紅軍長征作戰指揮部等歷史文物。周恩來的父親、鄧穎超的母親、李克農等革命前輩及其家屬均在青岩

秘密居住過。青岩古鎮還是抗戰期間浙江大學的西遷辦學點之一。 

【小車河濕地公園】2012 年 3 月，貴陽市政府將原南郊公園、貴陽苗圃所一片地區整合，啟動了小車

河城市濕地公園的建設，歷經半年改造、提升、擴容，建成了溪谷濕地景觀，景觀設計突出了野趣、溪

流、谷地、溶洞。公園大部份建築依山傍水，充分發揮了生態多樣性的優勢，彰顯了良好的河谷生態風

貌。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貴陽侗家 RMB40／晚餐：黔菜風味 RMB40 

住宿：準☆☆☆☆☆葡華大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安順興義【北盤江大橋俯瞰花江大峽谷、馬嶺河大峽谷、天星畫廊景區

<含上行電梯>】 

【北盤江大橋】從北盤江大小盤江之間河段跨越北盤江大峽穀，兩岸地勢陡峭，地形變化急劇，起伏很

大，河谷深達 300 米以上。橋主跨３８８米成為號稱亞洲第一的高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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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593 高雄 重慶 16：00 19：05 

第八天 CI594 重慶 高雄 20：05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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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江大峽谷】是貴州高原最大的峽谷、景區沿北盤江分佈，滔滔江水咆嘯奔騰、切割出深一千多公尺

的峽穀。山巒裸露著青灰色的岩石、怪石嶙峋、充分表現出「地無三裏平」的貴州特性。 

【馬嶺河峽谷】馬嶺河峽谷位於興義市東北 4 公里處，峽谷長約 15 公里，兩岸峭崖對峙，河谷幽深，

以雄、奇、險、秀而獨具特色，被稱為“地球上最美麗的傷疤”。雲貴高原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分佈最

廣的地區。馬嶺河峽谷地處雲貴高原隆起的烏蒙山與廣西丘陵之間，以地縫嶂谷、群瀑橫飛、碳酸鈣壁

掛等景觀著稱。峽谷兩壁孕育出規模宏大、錯落有致的鈣化岩，構成了特有的岩石瀑布；70 多公里長

的峽谷中有大小瀑布百餘條，如萬馬咆哮，如銀河缺口，奔騰而下頗為壯觀；很多瀑布下都掩藏著不為

人知的水簾洞，也是馬嶺河峽谷的奇觀之一。 

【天星畫廊】距興義市城區 6 公里，是峽谷景區精華核心部分。它以規模宏大的瀑布群和岩頁壁掛形成

主要景觀特色，堪稱一絕。從馬嶺古橋到天星橋 9.7 公里段有 56 條瀑布，終年長瀉 36 條。其中長僅

1.7 公里的天星畫廊段就有萬馬咆哮瀑、珍珠瀑、面紗瀑、間歇五疊瀑、撈月瀑、洗心瀑、路簾瀑、飛

廳瀑等 13 條。瀑高 120-200 米，瀑寬 20-110 米，壯如銀河缺口，柔如輕紗嬝娜。放眼觀看，白練凌

空，飛珠濺玉；陽光照射幻化虹霞，竟相媲美。真如“噴壁灑彩雪，空濛生晝寒”。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晚餐：興義烤鴨風味 RMB40 

住宿：準☆☆☆☆☆湖景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興義【西峰林+八卦田<含電瓶車>、萬峰湖<遊船>、婚俗博物館】 

【西峰林八卦田景區】是一片天然形成的八卦田，平臥在納灰寨農田中央，其造型神奇迷離，如神匠打

造，層疊有序。八卦田中有三個天然地漏，深不見底，被稱為地眼——大地的眼睛。這些納灰漏斗群為

寬而淺的碟型漏斗。農田耕地以漏斗為中心，弧型展佈，構成了奇異的“八卦”圖案。據說踩一踩八卦

田，升官又發財。還有一條納灰河在田中穿過，卻又消失在田野中。據考察，此河在地下穿延，在二十

多公里外有重見天日，並彙入珠江。這種漏斗是在地下河局部坍塌和地表水溶蝕作用下形成的，納灰漏

斗群呈有序的帶狀分佈，揭示其下部為一條地下暗河。 

【萬峰湖遊船】萬峰湖周圍萬峰環繞，故而得名。萬峰湖是國家重點水電工程——天生橋高壩電站建成

蓄水後形成的人工湖，煙波浩淼，湖光瀲灩，湖內上千座山峰構成上千個全島或半島，景色迷人。沿岸

有眾多民族山寨，其獨特的民居、誘人的風情、還有那少數民族姑娘們的服飾、頭飾以及撩人的情歌，

都惹的遊人駐足。 

【婚俗博物館】現在是全國唯一的少數民族婚俗博物館。該館館舍"劉氏莊園"是中國占地面積最大的“屯

堡”式地主、軍閥建築群，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清代嘉慶年間，到本世紀初便形成中西

合壁、規模宏大的建築群體。其主要建築多為木結構，屋頂有懸山式、廡殿式、硬山式，屋架有穿鬥、

抬樑式，柱礎均高 0．7 米以上。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晚餐：菌王火鍋風味 RMB40 

住宿：準☆☆☆☆☆湖景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興義貞豐【雙乳峰景區<含電瓶車>、竹林堡石林】關嶺 

【雙乳峰景區】天下奇觀雙乳峰位於黔西南州貞豐縣，雙乳峰顧名思義，其雙峰形如女性雙乳，雙乳峰

下有連綿的肥田沃土，有呈玉帶狀的三岔河水澆灌，養育了這一方的百姓，使雙乳峰下的布依風情更具

有神秘色彩。“養精養氣養天地，哺雲哺霧哺日月”，這幅雙乳峰下的名聯，成為南來北往的遊人最深

的記憶。當地的布依族人都一直把它當作“大地母親”和“生命之源”來崇拜。 

【竹林堡石林】竹林堡石林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小巧玲瓏、神奇別緻、獨立成林， 竹林堡石林是貴

州省的八大石林景觀之一。竹林堡石林的岩石主要是三疊系下統安順組第一段，岩石成分複雜，岩層厚

薄不均，岩層傾角不一，節理髮育。通過溶蝕、侵蝕作用，殘留下形態千姿百態的奇石，處於地貌發育

的晚期。竹林堡石林是一個天然奇石園，園中一石一景、一石多景比比皆是。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貞豐風味 RMB40／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住宿：準☆☆☆☆☆關嶺天書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關嶺黃果樹大瀑布景區【<含環保車+單程電扶梯>、水簾洞、陡坡塘瀑布、天

星橋景區<含上行纜車>、水上石林、銀鏈墜瀑布】關嶺 
【黃果樹瀑布景區】以黃果樹瀑佈為中心，周邊分佈著十幾條瀑布，黃果樹瀑布是黃果樹瀑布群中最大

的一級瀑布，因該區域生長著很多黃果樹得名。瀑布周圍峰巒疊嶂，植被茂密，峽谷、溶洞石林石柱比

比皆是，屬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黃果樹大瀑布】古稱白水河瀑布，亦名黃葛墅瀑布或黃桷樹瀑布，因本地廣泛分佈著黃葛榕而得名。

位於中國貴州省安順市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屬珠江水系西江乾流南盤江支流北盤江支流打幫河的支

流可布河下游白水河段水系，為黃果樹瀑布群中規模最大的一級瀑布，是世界著名大瀑布之一。 

【水簾洞】從遊道入洞，置身其中，水簾漫頂而下，隔著玉潔晶瑩的飛瀑水流向外眺望，瀑布對面的青

山、綠樹、遊人、茶樓......迷離恍惚，若隱若現，如置人間仙境之中，情趣無窮，穿越水簾洞，除了觀賞

以上奇景外，最令人叫絕的是從水簾洞的各個洞窗看犀牛潭的彩虹。 

【陡坡塘瀑布】瀑布水層沿著和緩的瀑面均勻地撒開，在一鱗鱗的鈣華灘面上輕盈地舞著如一層薄薄的、

半透明的面紗，又如一面面張開的素絹扇面在陽光下泛著銀光，故有人戲稱為新娘面紗。 

【天星橋景區】天星橋景區位於黃果樹大瀑布下游 7 公里處。這裡主要觀賞石、樹、水的美妙結合，是

水上石林變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區。如果說黃果樹大瀑布的特點是氣勢磅礡，天星橋區則是玲瓏秀美。 

【水上石林】鬼斧神工，惟妙惟肖。石上灌木叢生，夾雜青草藤蘿和重重疊疊的仙人掌。一些生長在石

包上的喬木和榕樹，樹根沒有紮入泥土或岩石縫隙，而是完全裸露於外，爬滿崖壁，曲折盤繞，粗大者

像牆屏，密集者似壁畫。 

【銀鏈墜瀑布】銀鍊墜潭瀑布位於天星橋景區水上石林區的，其形如斗，其聲如歌，其狀如鍊。在黃果

樹瀑布群中，它既不是以高取勝，也不是以闊或大驚人，而是以它那千絲萬縷的情態和如泣如訴的瀑聲，

讓人看見就不想離開。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土雞風味 RMB40／晚餐：布依風味 RMB40 

住宿：準☆☆☆☆☆關嶺天書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關嶺織金洞<含電瓶車>貴陽（多彩貴州秀） 

【織金洞】織金洞長 6.6 公里，最寬處 175 米，相對高差 150 多米，全洞容積達 500 萬立方米，空間

寬闊，有上、中、下三層，洞中遍布石筍、石柱、石芽、鐘旗等四十多種堆積物，形成千姿百態的岩溶

景觀。洞道縱橫交錯，石峰四布，流水、間歇水塘、地下湖錯置其間。被譽為“岩溶瑰寶”、“ 溶洞

奇觀 ”。織金洞規模宏大，形態萬千，色彩紛呈，是織金洞景觀的顯著特色。囊括了全世界溶洞堆積

物類別的 40 多種堆積形態，呈現出萬乾氣象，無限 風光。雄偉壯觀的“地下塔林”、虛無縹緲的“鐵

山雲霧”、一望無涯的“寂靜群山”、磅礴而下的“百尺垂簾”、深奧無窮的“廣寒宮”、神秘莫測的

“靈霄殿”、豪邁挺拔的“銀雨樹”、纖細玲成的“捲曲石”、栩栩如生的“普賢騎象”、“婆媳情深”…

幅幅大畫卷，一處處小場景，令人心魄震驚，嘆為觀止。據專家考察比較，織金洞規模體量、形態類別、

景觀效果都比譽冠全球的法國和南斯拉夫的溶洞更為宏大、齊全、美觀。 

【多彩貴州秀】世界頂級的民族舞台史詩《多彩貴州風》，是一席探秘中國民族文化的饕餮盛宴，一張

多彩貴州走向世界的亮麗名片，耗時八年，精心打造，傾力製作，4 個版本，以貴州民族民間文化、生

態文化、歷史文化和高科技手段、先進理念、時尚包裝進行深度融合，生動地呈現出華夏土地上特有的

自然形態和文化形成，以及中國文化中千年流傳的“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多元民族文化格局。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晚餐：貴州風味 RMB40 

住宿：★★★★★保利國際溫泉酒店(不含泡湯)／萬麗酒店／準五漢唐希爾頓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貴陽(動車)重慶(瓷器口、三峽博物館、洪崖洞)高雄 

【瓷器口】磁器口古鎮原名白崖鎮、白岩場鎮，也叫龍隱鎮，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比鄰嘉陵江。自明、

清時期以來磁器口一直是重要的水陸碼頭，為嘉陵江下游物資集散地。 

【三峽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是保護、研究、展示重慶和三峽地區歷史文化遺產與人類環境物證

的公益性文化教育機構，是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基礎設施。 

*貼心提醒：三峽博物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洪崖洞】以最具巴渝傳統建築特色的「吊腳樓」風貌為主體，依山就勢，沿江而建，讓解放碑直達江

濱。外來遊客可在這裡遊吊腳群樓、觀洪崖滴翠，逛山城老街、賞巴渝文化，品山城火鍋、看兩江匯流、

玩不夜風情；是新興的集娛樂、休閑、觀光、餐飲於一體的大型功能區域，也是時下重慶最火爆、最時

尚、最具風情的都市休閑區。 

結束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鴛鴦火鍋 RMB65／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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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9.07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