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用日期：2020 年 04 月 7 日至 14 日 高雄出發  

 



 



 

 
航   班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NX 661 高雄/澳門 10:25 12:05 

NX 176 澳門/貴陽 16:25 18:00 

NX 175 重慶/澳門 12:00 14:20 

NX 662 澳門/高雄 18:15 19:55 
● 如欲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全程無購物 無自費 無車購 

 

第 1 天 高雄澳門貴陽 

※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專機飛往中國西南部重要城市─貴陽。 

貴陽：地處山地丘陵之間，享有「山國之都」美譽的『貴陽』，貴陽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聚

居城市，在這塊土地上居住著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等 30 多個少數民族，自古就有著古樸濃鬱

的民俗風情和璀璨的民族文化。這裡山明水秀，四季如春，地形複雜多變，氣象萬千，被稱為「天然

大公園」。 

早:  午: 機上餐食 晚: 中式合菜 50 

準 保利國際溫泉酒店或新世界酒店 

第 2 天 貴陽-車程4小時-約3 00公里 荔波-小七孔景區 （含景區電瓶車） 

小七孔景區內森林覆蓋率達 92%，被譽為“北緯 25 度上的綠寶石”的： 景區以喀斯特地貌上樟江水

景及浩瀚蒼茫的森林為主體，形態各異的瀑布群，湍流翻飛的急灘，長浪，水明如鏡的湖泊，使景區呈

現出動靜相間，剛柔並濟的特色.為世界同一緯度地區絕無僅有的岩溶地貌水上森林區，融山、水、林、

洞為一體，天然巧成,以精巧、秀美、古樸、幽靜著稱。 遊覽景點含：拉雅瀑布、68 級響水河瀑布、

涵碧潭、野豬林漏斗森林、水上森林、鴛鴦湖,小七孔古橋。這裡是貴州的第一個世界遺產地 

早:酒店內用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中式合菜 50 

準 荔波嘉和大酒店或四季花園酒店 

第 3 天 
大七孔景區---車程 3.5H，約 250 公里-  肇興景區（含電瓶車）---定時歌

舞秀 

大七孔景區:景觀峻險神奇、氣勢雄峻磅礴，山高穀深，水流湍急，洞中有瀑,瀑下有湖,湖上有天窗，

陽光投下形如日月星斗，還有一座高 80 餘米的天生橋巍然而立被譽為“東方凱旋門”. 

肇興:景區： 位於貴州省黔東南黎平縣東南部， 居民 1000 餘戶，6000 多人，是全國最大的侗族村

寨之一，素有"侗鄉第一寨"之美譽。肇興侗寨是黎平侗鄉風景名勝區的核心景點，2005 年被《中國國

家地理》評選為“中國最美的六大鄉村古鎮”之一，2007 年被《時尚旅遊》和美國《國家地理》共

同評選為“全球最具誘惑力的 33 個旅遊目的地”之一。 肇興不僅是鼓樓之鄉，而且是歌舞之鄉，肇

興侗寨以鼓樓群最為著名，侗寨建鼓樓，是吉祥的象徵，興旺的標誌，其鼓樓在全國侗寨中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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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被譽為"鼓樓文化藝術之鄉"。寨中五團，共建有鼓樓五座，花橋五座、戲臺

五座。五座鼓樓的外觀、高低、大小、風格各異，蔚為大觀。肇興侗寨群山環抱，寨子建於山中盆

地，兩條小溪匯成一條小河穿寨而過。寨中房屋全部用杉木建造，幹欄式吊腳樓，鱗次櫛比，

錯落有致。阡陌交織，雲彩幻化，一幅靈秀的山水風光，大自然美麗的畫作!晚餐後於景區內表

演台觀賞定時侗族大歌歌舞秀。（定時秀為景區套票，如停演恕不退費） 

早: 酒店內用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中式合菜 50 

準 肇興貴賓樓 或 印跡醉美郵驛酒店 或同級 

第 4 天 
堂安梯田（含景區接駁車）-（車程1.5H-約130公里）-隆裡古城景區-車程4.5H（約

350公里）-梵淨山景區— 

堂安梯田：離肇興侗寨僅 3 公裏路程，是攝影愛好者的天堂，被驢友屆評價為"中國七大最美徒步路

線"之一，綠色的田埂象畫框一樣勾勒出梯田的輪廓，很多梯田內還有一片片的白蘿蔔花、油菜花，迎

著初升的陽光煞是好看，一切都顯得那麼靜謐。堂安寨子裡木樓中升起了陣陣炊煙，勞作的人們走在

田間小路上，擦肩而過時給我們靦腆的笑臉。 堂安是中國和挪威合作建立的世界上唯一侗族生態博

物館，和所有的博物館不同，整個村寨和周邊環境都是博物館，真正的原生態。 堂安侗寨是人類返

璞歸真的範例。隆裏這座瑰麗的古城始建於明洪武十九年（1386 年）， 為明代重要軍事城堡。 是

唐朝著名詩人王昌齡貶謫的地方。 在隆裏的龍標書院、王昌齡祠、狀元橋、狀元墓都是後人為

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而建的。 隆裏古城已被省政府列為全省重點建設的 12 個古城鎮之一，又

與挪威王國共同作為貴州建立的四個生態博物館之一。   

早: 酒店內用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中式合菜 50 

準 梵靜山舍客棧或同級（准★★★★）（民宿，位於景區附近） 

第 5 天 梵淨山景區-（纜車往返+接駁車）--（車程4.5H-，約300公里）遵義 

梵淨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中國六個加入聯合國“人與生物圈”世界性自然保護區網的成員之一。

梵凈山保存著 14 億年前冰川時期留下的自然奇跡，“蘑菇石”、“萬卷書”使遊人流連忘返，雲海、

佛光與日出牽掛了多少人的期待。梵淨山自明朝開始開山建刹，廣修梵宇，是著名的佛教名山,是彌勒

菩薩的道場,中國五大佛教名山之一.、2017年7月，梵淨山被錄入世界自然遺產地。 

早: 酒店內用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中式合菜 50 

準 遵義亞美斯國際酒店或碩泰金科溫泉酒店  准★★★★★ 

第 6 天 
遵義-車程2 . 5H（約180公里）--百里杜鵑景區（含景區電瓶車）--（180公里， 車程

3H）貴陽 

遵義-車程2 . 5H（約180公里）--百里杜鵑景區（含景區電瓶車）--（180公里， 車程3H）貴陽 

百里杜鵑景區：中國 5A 級風景區， 位於貴州大方、黔西兩縣交界處，距貴陽 160 公里。是迄今為

止中國已查明的面積最大的原生杜鵑林。在長約 50 公里，寬 1.2 至 5.3 公里的狹長丘陵上，分佈著

馬櫻、鵝黃、百合、青蓮、紫玉等 4 屬，23 個品種，百里杜鵑以此得名。整個景區分為大方、黔

西兩個片區，普安、百納、大水、嗄木、金坡、仁和、紅林 7 個景區，有 40 多個景點，20 餘個最

佳景點。百里杜鵑實為一座規模宏偉的天然花園。中國杜鵑花種類居世界之首，全世界共有杜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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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種，中國占了 470 種。中國杜鵑花主要集中分佈在西南山區，達 400 個種類，貴州有 70 多種，

居全國第四位。百里杜鵑即是貴州杜鵑花區的代表。景區有馬櫻、團花、迷人、露珠等 23 個種類，

占世界杜鵑花 5 個亞屬中的 4 個亞屬，最為難得的是“一樹不同花”，即一棵樹上開出若干不同品

種的花朵，最壯觀的可達 7 種之多。每年 3-5 月花期時節，百里杜鵑競相開放，紅、白、黃、紫，

如火如荼，若雲若霞，一派花的世界。景區內彝族、苗族的插花節、跳花坡，正值爭豔時，盛裝花

樹相輝映，人面杜鵑爭相豔。百里杜鵑花期：每年 3 月 20 日-4 月底 

早: 酒店內用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中式合菜 50 

準 保利國際溫泉酒店或新世界酒店／同級 

第 7 天 
貴陽--車程40MIN（約30公里）-天河潭景區（含遊船，電瓶車）高鐵 重慶（-高鐵

車程2.5H，每天很多車次） 

天河潭景區是貴州省著名風景名勝區，位於貴陽南郊 30 公里處，是一個以自然山水為主，集瀑布，

湖泊，奇山溶洞為一體的風景名勝區。天河潭是典型的薄層碳酸鹽岩裸露地塊，褶縐頻繁，斷裂交錯，

河谷拐曲，縱橫深切；河床上堆積的二十多處鈣化灘壩，串連著二十餘個溶洞，形成明河、暗洞、橋

中洞、洞中湖、天窗、豎井、絕壁、峽道等複雜紛紜、多姿多彩的岩溶洞景觀。河水被阻塞，產生旋

回流，在強烈的溶蝕作用下，經歷千百萬年的漫長歲月，形成的“腹中天地闊”的龍潭洞龐大空間---

地下天樓、天橋樓、鵲巢樓、月牙樓、海螺宮、潮夕潭、木魚潭等地下暗湖溶潭。 景區內 210 米的

鈣化灘瀑布， 是目前國內最寬的鈣化灘瀑布。下午搭乘高鐵前往山城-重慶。 

早: 酒店內用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中式合菜 50 

準 嘉發希爾頓逸林酒店或儷笙世嘉酒店 或同級 

第 8 天 重慶澳門高雄 

於酒店享用完早餐後，隨後專車前往機場準備返回高雄，結束接彩的旅程！ 

早: 酒店內用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ＸＸＸ 

溫暖的家 

 

 特別注意事項：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0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准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尚未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

酒店標準建造，遇此狀況酒店將用【准】字來代表，如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飯店房間均提供兩單人床房型，若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飯店提供為主，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或三人一室加床（須

另外加價），因區域酒店構築限制，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

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

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特殊餐請於出發前二個工作天告知承辦人員)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團體價格已經分攤 60 歲以上老人與 12 歲以下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遇上述情形恕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額。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

動，將依當地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敬請見諒！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http://www.chiyou.name/
http://www.chiyou.name/
http://www.chiyou.name/page/zl/mz/yzgk.htm
http://www.chiyou.name/page/zl/mz/mz.htm


 大陸地區行程景點內若有旁人要求燒香、拜拜、或捐款等事，請勿隨便答應，應堅定立場婉轉拒絕，以免後續產生詐騙

金錢糾紛。 

 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為三菜一湯，四人則為

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如遇自助式之餐食，將以餐廳所提供之菜色內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食，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並持有效台灣護照及臺胞証(卡)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人士參團每人須補收非優

惠售價價差，每位 USD100。  

 本優惠行程不適用當地台商或大陸人士。 

 領隊如無領隊證，門票請自理。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需要有人同行，方始

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鞋子：女士盡量不要穿高跟鞋，最好穿平底休閒鞋，儘可能不要穿新鞋。 

 為加強防範非洲豬瘟疫情傳入，請旅客應避免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入境，如已攜帶請投入棄置箱或申報檢疫，若曾赴畜

牧場所，請至機場檢疫櫃檯消毒。 

 

一段旅程 一個故事 一個美好的回憶 

 

 

為您紀錄旅行的歡樂時光 

主辦人/攝影兼領隊 張簡旭笙07-7230125. 0932-731796 

【隨團拍攝，照片整理後上傳至雲端提供團友下載】 

 

旅遊日期：2020年4月07日(周二)至4月14日(周二)出發 

 

 

團費現金價 32600 元， 刷卡價 33300，（不含小費） 

優惠舊團友及早鳥前十位報名減 1000 元/每位。 

現金價 31600 元，刷卡價 32300 元，（不含小費） 

團費不包含： 

1.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天NT$ 200元，8天共1600元)、行李搬運費每日50元 



2.護照規費：新辦NT$1400元，臺胞證：新辦NT$1700元。 

◎全程無進購物站。  

◎投保旅遊險:新台幣500萬旅遊業責任險；20萬意外醫療險 
 

Jason (張簡旭笙)領隊簡介：  

    攝影兼領隊Jason (張簡旭笙)，從事婚紗、工商攝影、電視節目製作業30年；經

歷涵蓋新聞節目製作、電視廣告、紀錄片、公私立之公司與企業機構編導、公司簡介

與商品廣告高達2000部以上，經驗豐富。Jason以豐富的工作經驗實際運用在旅遊帶團

上，以紀錄、劇情、報導等等各種不同方式為團員拍攝影像，最大期望是帶給旅人一

個歡樂和滿滿的記憶和回憶。  

    Jason (張簡旭笙)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除了有豐富的工作經驗

之外，曾擔任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義守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及高

中、南部社團影片製作指導老師，現為視覺運動影片製作公司製作人兼導演、義守大

學大傳系客座講師。  

   

 

進一步了解          請上        網站 

 

太達旅行社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494394 

交觀甲 5666 號,  品保協會(南)0061 號 

台南總公司：台南市健康路一段 76 號 5F-2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民生二路 71 號 2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