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 大理 麗江 香格里拉 

雞足山朝聖 8日 

 

※行程特色  

1.暢遊雲南省昆明、大理、麗江等地所有著名景點，一次遍覽雲南的山光水色及歷史人文，並深入探

訪滇西北高原的人間最後淨土- 香格里拉，遊覽【石卡雪山】，行程豐富深入 讓你保證不虛此行。 

2.遊覽【麗江大研古城】及【束河古鎮】，真正體會西南邊陲山城悠閒、寧靜而浪漫的步調。 

3.全程 NO-SHOPPING 

【特別介紹】為使您充分感受當地生活，特別安排七項特色活動及歌舞表演： 

（1）昆明：楊麗萍雲南印象歌舞秀 （2）麗江：印象麗江巨型歌舞秀（3）麗江：黑龍潭納西古樂 

（4）麗江：夜遊大研鎮古城       （5）大理：白族三道茶歌舞    （6）大理：夜遊大理城古城 

【特別贈送】提供每位旅客每日一瓶礦泉水。 

※.為增加行程豐富性，您亦可選擇我們推薦的自費行程： 

（1）麗江：麗水金沙歌舞秀-人民幣 140 元 （2）昆明：足浴或全身按摩 120 分鐘-人民幣 120 元。 

 

建議出發日期：2019 年 06 月 15 日 (星期六) 

 

第 1天 臺北香港昆明【金馬碧雞】 【每週三、四、六、日出發】  

    CX467  0800/0950+KA760  1125/1405 

第 1天 高雄香港昆明【金馬碧雞】 【每週三、四、六、日出發】  

    KA451  0800/0925+KA760  1125/1405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

飛往素有春城之稱的雲南省省會—昆明。昆明氣候溫和，季節

變化不大，有四季無寒暑之說。 

金馬碧雞坊是中國雲南省會昆明市的兩座牌坊，位於該市鬧市

中心金碧路與三市街（傳統的南北中軸線）南端交匯處，東坊

稱為金馬坊，西坊稱為碧雞坊，高12米，寬18米，二坊相隔數十



米。 

歷史上，金馬碧雞坊曾經數毀數建。牌坊初建於明代宣德年間，1857年（清鹹豐七年）雲南回變期間

牌坊被毀。1884年（清光緒十年）雲貴總督岑毓英主持重建。文革中金馬碧雞坊被拆除。1998年-1999

年在擴寬金碧路時，重建金馬碧雞坊。金馬碧雞坊的北側還有紀念賽典赤的「忠愛坊」，合稱「品字

三坊」。南側不遠處則有建於南詔的東西寺塔。金馬碧雞坊的設計有其獨特之處，在某些時候會出現

「金碧交輝」的景象。金馬碧雞坊已被定為昆明的市徽。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自理 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宿：準 5★花之城豪生酒店或同級 

 

第 2天 昆明『MU5939  0905/1000』香格里拉【石卡雪山（含纜車）】 
早餐後，搭機飛往迪慶藏族自治州首府─香格里拉，此地原名中甸，2002 年正式改名，是《失落的地

平線》一書中，被描述為人間最後一塊淨土的地方。抵達後前往【石卡雪山景區】位於香格里拉縣城

西南 7KM 處，雪山北與納帕海自然保護區相接，南與“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千湖山景區毗鄰，東

與松贊林寺和獨克宗古城遙遙相望，西面是神秘峽谷與奔騰不息的金沙江，占地面積約 65 平方公里。

景區最高點石卡山主峰海拔 4449.5 米（要注意高原反應，防止內源氧缺乏），最低點納帕草甸海拔 3270

米，相對高差 1179 米，幾乎包容了滇西北“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地亞高山帶和高山帶所有自然垂

直帶立體生態景觀資源。石卡雪山景區的自然生態景觀旅遊資源由地質地貌景觀，垂直帶分佈的雪山、

靈湖、森林、草甸生態旅遊資源、珍稀動植物和觀賞植物構成，人文景觀資源以神山宗教文化和香格

里拉垂直遊牧文化為主題，為自然生態注入活力。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藏族風味 50 

住宿：4★天瑞陽光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香格里拉【噶丹松贊林寺、獨克宗古城】『1HR』虎跳峽、遠眺長江第一灣

『2HR』麗江【四方街、黑龍潭】 

早上前往噶丹松贊林寺是雲南省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也是康區有名的大寺院之一。松贊林



寺又稱歸化寺，距中甸縣城 5 公里。從中甸縣需向北望去，在寬闊的草原盡頭，群山之間，有一座集

鎮規模的建築群，極高處的屋頂上有鎏金銅瓦熠熠放光，奪人眼目。這片近乎古堡群似的建築，就是

松贊林寺。松贊林寺于藏國第十一繞迥陰土羊年（西元 1679 年）興建，于陰鐵雞年（西元 1681 年）

竣工。五世達賴喇嘛親賜名“噶丹松贊林”。為該寺選址時，達剌喇嘛占卜得神示：“林木深幽現清

泉，天降金鶩戲其間”。現在的松贊林寺內有清泉淙淙，春夏不溢，秋冬不涸，並能常見一對金鶩出

入。紮倉、吉康兩大主寺建於最高點，居全寺中央。大寺座北向南，為五層藏式雕樓建築。主殿上層

鍍金銅瓦，殿宇屋角獸吻飛簷，又具漢式寺廟建築風格，下層大殿有 108 根柱楹，代表佛家吉祥數。

大殿可容 1600 人趺座念經。左右牆壁為藏經“萬卷櫥”，正殿前座供奉有五世達賴銅像，其後排列著

著名高僧的遺體靈塔。後殿供有宗喀巴、彌勒佛、七世達賴銅像,高三丈有餘,直通上層。中層有拉康八

間，分別為諸神殿、護法殿、堪布室、靜室、膳室等。頂層正樓特設精舍佛堂，供奉五世達賴、七世

達賴佛像，以及貝葉經卷、唐卡、傳世法器等。松贊林寺內歷代珍品眾多，有五世達賴和七世達賴時

期的八尊包金釋迦佛像、貝葉經、五彩金汁精繪唐卡、黃金燈。全寺收藏有《丹珠爾》十部，其中兩

部為金汁手書，以及各種精美鎏金或銀質香爐、萬年燈等。之後遊覽【獨克宗古城】，它是在 1300 多

年前由吐蕃王國建立的古堡，分別取名為「獨克宗」和「尼旺宗」，意思就是日光城和月光城，號稱東

方的猶太聖城，康巴藏民曾在這裡成為主人—最終建立了一條聞名世界的茶馬古道。隨後前往享有「東

方瑞士」美稱的麗江，途中參觀以奇險雄壯著稱於世的虎跳峽，共十八處險灘，江面最窄處僅 30 餘米，

江水被玉龍、哈巴兩大雪山所挾峙，海拔高差 3900 多米，峽谷之深，位居世界前列；相傳猛虎曾憑江

中巨石騰空越過江面，因而得名。隨後途經【長江第一灣】，長江自青康藏高原奔騰而下，流經石鼓鎮

後轉彎朝北而去，就形成了著名的長江第一灣。抵達麗江後帶您遊覽續前往黑龍潭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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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納西風味 50 

住宿：★★★★★級麗江國際酒店或官房花園別墅 B區或同級 
 

第 4天  麗江【玉龍雪山牦牛坪纜車上下、印象麗江歌舞秀、藍月谷、玉水寨、夜遊束

河古鎮】 

早餐後，前往玉龍雪山，乘纜車上山，再沿著原始森林中的小徑走去，眼前出現一片寬闊美麗的

草坪—【牦牛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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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後欣

賞【印象麗江巨型歌舞秀】，它是繼桂林「印象劉三姐」之後再次推出的大型實景歌舞表演，耗資達 2.5

億人民幣，上篇為「雪山印象」，下篇為「古城印象」，創作人員為印象劉三姐原班人馬所組成。整部

作品以雪山為背景，在海拔 3100 米的世界最高演出場地，由來自 10 個少數民族的鏗鏘漢子，與來自

16 個鄉下村莊的普通農民，共 500 多位有著黝黑皮膚的非專業演員，用他們原生的動作與質樸的歌聲，

帶給您心靈的絕對震撼。（因印象麗江為戶外表演，若遇天候狀況不佳，則改為觀賞麗江市區的「麗水

金沙」歌舞秀。）後前往【藍月谷】, 玉龍雪山冰雪融化成河水從雪山東麓的一條山谷而過，因月亮在



藍天的映襯下倒影在藍色的湖水中，又因英國作家瞻姆斯希爾頓筆下的《消失的地平線》中的藍月亮

山谷近似於此。故名“藍月穀”。    藍月穀中的河水在流淌過程中因受山體阻擋，形成了四個較大的水

面，人稱“玉液”湖、“鏡潭”湖、“藍月”湖和“聽濤”湖。湖岸四    周植被繁茂，遠處雪峰背襯。

湖水是透明的藍，近乎凝固的湛藍中，些許的綠意點綴其間。于湖心四顧，白雲連橫，浮於山際，倒

影在湖面，如夢幻影，疑是仙境。前往玉水寨，這裏是納西族的文化發源地，納西族人祭神的聖地及

東巴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續前往【束河古鎮】的集市廣場與麗江四方街非常類似，青石鋪設的街面，

周圍店鋪順次排開，門口擺放著各種手工藝品；不同於大研鎮古城的洋風興盛，難得的是這裡相當寧

靜樸實，能讓人體會麗江的韻味。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小火鍋風味 40 晚餐：素食合菜 50 

住宿：★★★★★級麗江國際酒店或官房花園別墅 B區或同級 

 

第 5天 麗江【大研古城】『3HR』大理【大石庵、洱海遊船、喜州民居、三道茶歌舞

表演、大理古城、洋人街】 

早餐後，前往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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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

具古城特色的—四方街，是整座古城的中心，由

此延伸出的道路鋪滿青石，藉由匠心獨具的水利

系統，大研鎮古城可以隨時引水清洗所有街道，

因此歷經數百年依舊一塵不染。之後驅車前往滇

西北白族自治州首府─大理。抵達後前往參觀

【大石庵】大石庵始建於明代，到了清朝的嘉慶

二十一年(1817 年)，迤西道達阿明主持，在大石

旁修了個水池，並在水池四周建了石欄杆。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全寺被毀壞。同治十二年至光緒 二年

(1873－1876 年)，雲貴總督岑毓英、雲南提督楊玉科組織重修。所以，大雄寶殿的北邊有岑公祠，南邊

有楊公祠。到了清代，建成了門樓、戲臺(鄉間唱社戲用)、韋陀殿、木結構觀音殿、石觀音閣、十八羅

漢殿、大雄寶殿等，已有較大規模。石觀音閣是寺院的中心，閣建在池中一巨石上，巨石長 6 米，寬 4

米，高 6.5 米。石觀音閣全用大理石製作，分上下兩層。閣寬 3.3 米，進深 3 米，高 5 米。閣中供奉石

觀音像。閣四周有石回廊，可通行人， 東西有石拱橋四座。之後後前往遊覽【洱海】位於中國雲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的西北，古代文獻中曾稱為洱河、西洱河、葉榆河、葉榆澤、彌河、昆明川、

昆明池等[1]，為雲南省第二大淡水湖，中國第七大淡水湖。洱海北起大理市上關鎮，南至下關鎮。洱海

發源於洱源縣茈碧湖，源頭出自黑谷山，唯一出水口在下關鎮附近，經西洱河流出。[1]續前往【喜洲白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5%8D%9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5%8D%9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0%86%E7%99%BD%E6%97%8F%E8%87%AA%E6%B2%BB%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0%86%E7%99%BD%E6%97%8F%E8%87%AA%E6%B2%BB%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B1%E6%B5%B7#cite_note-.E4.BD.95.E6.98.BE.E8.80.80-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6%B0%B4%E6%B9%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85%B3%E9%95%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B%E5%85%B3%E9%95%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B1%E6%BA%90%E5%8E%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B1%E6%BA%90%E5%8E%B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91%E8%B0%B7%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4%B1%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B1%E6%B5%B7#cite_note-.E4.BD.95.E6.98.BE.E8.8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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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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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金庸武俠小說「天龍八部」中，段氏家族曾經統

治的【大理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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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白族風味 50 

住宿：★★★★★級風花雪月酒店或同級 

 

第 06天 大理雞足山【含環保車＋纜車】大理 

早餐後前往【雞足山】。位於賓川縣城西約 20 公里的煉洞區內，距大理市區 90 公里。因山勢前列三峰,

後帶一嶺,形似雞足而得名。登臨其山，可東觀日出，南瞰浮雲，西望蒼山、洱海，北眺玉龍雪山，人

稱“絕頂四觀”。現僅存清代的祝聖寺、金頂寺大門和楞嚴塔。山間雲霧縹緲，溪水琮琮。 

【金頂寺】位於天柱峰的絕頂，海拔３２４０米，東距祝聖寺５.５千米。金頂寺現有山門、三光殿、

大殿兩廂等建築。在金頂寺有時還可見到珍奇的迦葉鳥。相傳，念經鳥是由摩伽陀國（印度）傳過來

的，是由佛祖釋迦牟尼的大弟子迦葉尊者，抱金瀾袈裟，攜舍利佛牙，肩上落著兩隻小鳥，一雌一雄，

雲遊四海，來到雞足山。當時洱海裏有蛟龍作怪，興風作浪，淹沒田莊，危害百姓。為控制伏蛟龍水

怪，解救人民，迦葉以舍利三顆定點蒼山中麓，遂建大理三塔，將佛牙經文貯藏在千尋塔頂，以永鎮

山川。選雞足山華首門作道場，之後相繼建起了迦葉殿、飲光寺、金爛寺。從此，念經鳥就成了雞足

山的特有鳥。 

【迦葉聖殿】殿中主要供奉的是「摩訶迦葉尊者」。摩訶迦葉入定處的「華首崖」，有一道崖壁，形似

一道大門，摩訶迦葉尊者就入定其中。這裡有一塊碑，上面記述的是晉代高僧釋法顯路過此地，夢見

摩訶迦葉就在此石門之中，所以此處常為朝聖者的必拜之處。 

【祝聖寺】原名缽盂庵，又名迎祥寺。清光緒三十二年(西元 1906 年)六月，虛雲老和尚進京為慈禧太

后祝壽誦經，並上書奏請頒賜祝聖寺藏經，聖上准奏，朱批奉旨御賜鑾駕方丈、紫衣、玉印、金鈞、

玉環、金缽、鉞斧、藏經一部、如意桌圍等物。慈禧親筆題寫“福祿壽喜”四字予雞足山。光緒皇帝

又賜名“護國祝聖禪寺”，敕封虛雲和尚為“佛慈宏法大師”。從此，雞足山發展成龐大的寺廟群，

成為國內外佛教徒嚮往的聖地。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雞足山素宴 40 晚餐：素食合菜 50 

住宿：★★★★★級風花雪月酒店或同級 

             

第 7天 大理『MU5946-1130/1240』昆明【大觀樓、西山龍門（含纜車上+電瓶車下）】 
早餐後，專車前往大理機場搭機返回昆明。抵達後前去享用午餐。隨後前往參觀【大觀樓】，位於雲南

昆明市近華浦南面，三重簷琉璃戧角木結構建築。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始建二層樓宇。乾隆年

間，孫髯翁為其撰寫長聯，由名士陸樹堂書寫刊刻，大觀樓因長聯而成中國名樓。道光八年(1828)修葺

大觀樓，增建為三層。咸豐三年（1853）咸豐帝題“拔浪千層”匾，咸豐七年(1857)長聯與樓毀於兵燹。

同治五年（1866）重建，複遭大水，光緒九年(1883)再修。光緒十四年（1888）趙藩重以楷書刊刻長聯。

大觀樓 1983 年被公佈為雲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 年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第七批）。 

【西山龍門(含纜車上+電瓶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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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纜車登上西山公園，通過

一條驚險的峭璧棧道，抵達「一登龍門、身價百倍」的龍門，可欣賞滇池的優美風光；滇池位於昆明



市區西南，又叫昆明湖或昆明池，古稱「滇南澤」，是雲南省面積最大的高原湖泊，也是全國第六大淡

水湖，有「高原明珠」的美稱。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野菌宴 50 

住宿：準★★★★★級花之城豪生酒店或同級 

 

第 08天 昆明【金殿風景區】香港臺北   KA761  1520/1745+CX464  1920/2120 

第 08天 昆明【金殿風景區】香港高雄   KA761  1520/1745+KA438  2110/2240 
早餐後，前往【金殿風景區】它傳說為吳三桂所建，主殿金光燦然，耀眼奪目，因而得名；金殿實為

銅殿，始建於 1602 年，是模仿武當山中峰真武宮殿的全銅建築，它不僅是中國四大銅殿之一，而且還

是最重、保存最好的一個銅殿。在金殿後院山丘上，還可以看到一口四人合抱的明代銅鐘，以及前面

豎立的銅鑄七旗。午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臺北，結束此次難忘的雲南之旅。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場中式合菜 40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 溫暖的家 

備註：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

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

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訂金:5000 元   單人房差: 7000 元 

售價(現金) 出 團 日 期                             共計 8 日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5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兩地

機場稅、燃油稅、安檢費）+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報價不含: (個人消費、 床頭小費、行李小費、機場接送機、供養金) 

 

走一趟具有深度且優質之旅，找回不同的人生觀，改變您的一生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真誠的服務！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交觀﹙甲﹚字第 7167 號             旅品字 No:北 1755    

 10580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2 樓之 1  

    台北專線：  (02)2545-3148     傳真： (02)2545-3144 
  80782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高雄專線：  (07) 974-4210     傳真： (07)380-6314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BLOG：http://blog.yam.com/hctravel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榮獲品保協會『2013 金質旅遊行程-西藏 13 天』『2004 金質旅遊行程-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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