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南東川紅土地、撫仙湖、普者黑、元陽梯田、建水極品八日 

 



 



 

 

昆明 :準★★★★★恒盛大酒店或同級  

雲南恒盛酒店於 2017 年 9 月正式營業。酒店位於昆明市龍泉路 77 號，坐落於市區二環內，

距市中心繁華商業廣場僅 5 分鐘車程，距昆明市圓通山動物園步行僅 6 分鐘，昆明四季如

春，每到冬季海鷗成群，結伴棲息於翠湖公園。從酒店步行 15 分鐘可至翠湖公園遊玩。

毗鄰二環快速出入路口邊，距機場車程二十分鐘，地鐵 1 號線車程 3 分鐘，酒店為您提供

更為快捷優質的服務。酒店擁有各種溫馨舒適的客房 213 間，客房內各種消費用品按國際

各大品牌配置。酒店為您提供桑拿洗浴、室內溶洞泡池、健身房服務，以及配有簡式西點

供您享用。並設有配套的溫泉 SPA 及足浴服務。酒店西式餐廳為您準備了西餐及東南亞美

味精製的菜肴。每天提供 70-80 個品種的中西早點，供您品嘗，同時酒店配有多功能宴會

廳和包房餐飲，可承接各種宴席，是尊貴的客人宴請親朋好友和商務夥伴的首選之地。  



彌勒 : 準★★★★★巨人雅閣酒店或同級  

彌勒巨人雅閣酒店坐落於彌勒市中心西山路，毗鄰紅河捲煙廠和慶來公園，酒店與市中心

已有 60 餘年的老地標——噴泉彼此相望，在這裡，交通便捷，彙集四方來客；商業齊聚，

盡享八面玲瓏。酒店樓體為全景玻璃幕牆，所有房間均能縱覽城市美景。作為彌勒一家集

商務、休閒度假為一體的國際品牌星級酒店，擁有各式客房共兩百餘間，包括三十餘間套

房、親子樓層和行政樓層。酒店香榭島西餐廳為八方來客提供國際特色風味自助餐，靈活

多變的中餐包房滿足您家庭、商務、同學等多種形式聚會的需求。酒店還設有露天天然溫

泉，將給您帶來隱于市、舒於身、醉于心的全新“屋頂溫泉”體驗。酒店健身中心擁有齊

備的健身設施，乒乓球、桌球、棋牌室讓您的休閒方式多姿多彩。酒店行政酒廊將專為商

務客戶提供更優質的私密空間及奢華體驗。  

 

特別安排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優質礦泉水一瓶。  

【安排購物站】：全程無購物站  

【自費活動推薦項目】：無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機場 昆明機場 東方航空 MU-2028 12:45 16:10 

昆明機場 桃園機場 東方航空 MU-2027 08:20 11:30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最後實際搭乘航班以航空公司團體機位確認

的飛航路線，航班編號 (含經停班機 )與飛行時間為準。* 因應國際油價波動，航空公司隨

機票所增收燃油附加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第一天桃園 昆明 東川 

今日貴賓集中於桃園國際機場，飛往位於雲貴高原中部，四季如春，鮮花不謝的城市、雲

南省省會－昆明。雲南省以其大自然美麗、資源豐饒、地勢神奇而著稱。兼有寒帶氣候及

終年積雪的崇山峻嶺、亦有溫帶氣候及鳥語花香的森林、更有熱帶氣候的幽谷水瀑，故有



秘境、彩雲之南、植物王國等美譽。複雜多樣的地形和氣候孕育了豐富多樣的植物種類，

使它成為享譽世界的“植物王國”。抵達昆明後享用歡迎晚宴，餐後前往東川下榻飯店休

息，養足精神迎接明日精采的旅程。  

準★★★★★旺統國際花園或同級 

自理            機上輕食         歡迎晚宴 RMM60 

 第二天東川紅土地 昆明 石林 

★景點：東川紅土地【打馬坎、樂譜凹、落霞溝、錦繡園、千年龍樹】、金馬碧雞坊  

【攝影勝地 --紅土地】雲南東川紅土地被專家認為是全世界除巴西裏約熱內盧外最有氣

勢的紅土地，而其景象比巴西紅土地更為壯美是攝影勝地。遊覽：【打馬坎】、【落

霞溝】，有彩色五線譜之稱的【樂譜凹】，遠觀【千年龍樹】，一覽【錦繡園】的大

氣磅礴和七彩的色彩斑斕，變幻莫測的【打馬坎】景點。這裏陽光燦爛，彩雲紛呈，

極好的光質非常利於攝影創作，東川紅土地便成為藝術家們攝之不盡、拍之不絕的創

作基地。在這片起伏平緩的山丘之上，有著紅色、深綠、淺綠、白色、黃色，互相搭

配成廣大的色帶色塊，起伏連綿，一望無際。雖然看過無數壯觀的自然景觀，但每次

看到這片紅土地，卻仍然能深深地被震撼。如果沒有到過東川，是無法想像這種讓人

驚歎的奇景。  

【金馬碧雞坊】  

位於該市鬧市中心是中國雲南省會昆明市的兩座牌坊東坊稱為金馬坊，西坊稱為碧雞

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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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計有其獨特

之處，就是在某些時候會出現「金碧交輝」的景象。  

 

 

 

準★★★★★同策戴斯酒店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 RMB50     雲和祥雲南菜 RMB60 

 

  第三天石林 丘北普者黑自然保護區 

★景點：普者黑景區，乘小遊船遊覽普者黑湖、情人洞、仙人洞、火把洞、月亮洞  



【普者黑風景區】位於滇東南面普者黑的喀斯特景觀與優美的山水田園渾然一體，是一個

水域廣闊的地方；在地質特性來說，喀斯特地區地下溶洞多，漏水嚴重，極少可能存在喀

斯特地貌的湖泊群，而普者黑卻得天獨厚，集喀斯特的峰叢、溶洞、伏河、石林、湖泊群、

田園風光及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於一身；普者黑為彝語音譯，意為盛滿魚蝦的湖，湖中的

水清澈見底，當游客在湖面上泛舟，水中魚游蝦潛，花漂草浮，均可讓人一覽無遺，當地

民眾至今仍保持著隨手掬一捧湖水解渴的習慣。  

【仙人洞】長 918 公尺，洞內景觀密集，石鐘乳、石柱、鵝管、石幔、邊石盆等琳琅滿目，

千恣百態，晶瑩潔白，我們由仙人湖進入仙人洞，仙人洞公主撐船搭載我們  進入並兼解說

員 .經過約 150 公尺，水深  兩公尺  左右，棄  船徒步，遊覽洞內風光。  

【月亮洞】洞體呈北西東向展布，主洞長 483 公尺，其中水路（可行小船）長 184 公尺，

洞底平坦，洞中有直徑約 10 公尺的近圓形大廳，沿構成洞頂的一組岩層面沉澱形成了一

圓形蓋板，似十五的月亮掛在上方，“月亮洞”就此得名。  

 

★★★★天成太合酒店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 RMB50     丘北風味 RMB60 

 第四天丘北 建水 

★景點： (燕子洞 +遊船 )  、建水古城  

【燕子洞+遊船】每年萬物復蘇，裝點秀麗河山的嫩綠悄然爬上枝頭的時節，無法數清的

馬來西亞白腰雨燕，成群結隊飛越海峽，來到這洞中繁衍子孫。久而久之，被瀘江河水犁

成風光無限的溶洞，因燕子之故，而得了個燕子洞的雅稱，在這裏，您不僅可以看到各種

鐘乳石美景，還能觀賞獨特的徒手採集燕窩的精彩表演。  

【建水古城】建水古稱臨安，亦名巴甸，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距離昆明以南 220 公里處。

建水城最早是南詔時修築的土城，明洪武二十年 (1387 年 )擴建為磚城、城周長六裡三、城

牆高二丈五尺，四門有城樓，樓為三層，各高四丈，非常壯觀；遊古城可自由穿于建水古

城大街小巷，爬城門、看古井，逛花園。古城內商店林立，遊人如織，可自由逛街購物享

受殺價樂趣。  



★★★★福源酒店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過橋米線風味 RMB50       臨安私房菜 RMB60 

 第五天建水 元陽 

★景點：朱家花園、大漁塘哈尼民族村、壩達梯田觀日落  

【朱家花園】有滇南大觀園美譽；這是清末富紳朱渭卿所建之家宅及宗祠，是一大規

模又有特色的清代民居建築。古城內尚有元朝至今沿用的【古井】，當地人特愛飲用，

因水質甘美，還有人在此販賣古井水，堪稱一絕！隨後驅車返回【昆明】，抵達後前往

【西山公園景區】這裡峰巒起伏，古樹參天，是一座規模宏大的森林公園，遠眺有如

青春少女橫臥在 500 裏滇池之畔，故有『睡美人』之稱，主要景點有：華亭寺、三清

閣、滇池…等。搭乘纜車上西山龍門沿途欣賞滇池的美風光，從三清閣沿石級上行，

經過三清宮、玉皇殿，再經一條從峭壁山石挖出來的棧道，遊客只有登臨龍門，才能

飽賞煙波浩渺，一片蒼茫的五百里滇池，故雲『一登龍門，身價百倍』  

【大漁塘哈尼民族村】  

這保留著原始的哈尼文化與傳統，生活方式還是跟以往一樣，並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

影響。哈尼人家的住房，一般正房中間有一大間為堂屋。火塘是哈尼族家庭的核心，

火塘上的鍋莊石或三腳架，切記不能用腳踩踏，不能向火塘內吐口水，不能用腳扒火

塘內的柴頭，也不能從火塘上跨過。  

【壩達梯田觀日落】面積大、壯觀、線條美、立體感強。從海拔 1100 米的麻栗寨河起，

連綿不斷的成千上萬層梯田，直伸延至海拔 2000 米的高山之巔，把麻栗寨、壩達、上

馬點、全福莊等哈尼村寨高高托入雲海中。遠觀梯田，近萬畝的梯田宛如一片坡海，

泛著粼粼波光，奔來眼底，景色十分壯觀，每當下午四時後，白茫茫的坡海隨著夕陽

西下，逐漸變成粉紅色、紅色。是觀賞和拍攝梯田的最佳時段。  

 

 

★★★★勝村雲梯酒店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 RMB50     哈尼風味 RMB60 

 第六天元陽 彌勒 

★景點：多依樹觀日出、可邑小鎮 +電瓶車、酒店贈送溫泉請自備泳衣  



【多依樹觀日出】此處是觀賞、拍攝哀牢山雲海、日出、梯田、山寨的最佳位置。這

裡一年有兩百天雲海纏繞，忽東忽西，忽上忽下，一會兒無影無蹤，一會兒又彌天大

霧，忽而往下躥，淹沒一層層梯田、村寨；時而往上躥，露出一層層梯田、村寨，一

天如此反復，每次各異。  

【可邑小鎮 +電瓶車】  

位於紅河州彌勒市的西三鎮境內，這是個傳統的阿佃人（彝族支系）村寨，隱藏在青

山綠水中，是體驗雲南民族風情的好去處。著名的民族樂舞“阿細跳月”就誕生在這

片熱土上，阿佃人能歌善舞，酷愛跳月，只要男人們手中的大三弦一響，女人們的腳

底板就會發癢，於是就合著節拍男女對舞，這就是“阿細跳月”。  

 

準★★★★★巨人雅閣酒店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 RMB50         和境酒樓 RMB60 

 第七天彌勒 撫仙湖 昆明 

★景點：東風韻莊園 +電瓶車、撫仙湖景區環湖遊（美麗東岸線 +櫻花谷）  

【東風韻莊園 +電瓶車】東風農場是我國緯度最低、海拔最高、氣候最多樣化、土壤最

紅、酸度最高、紅葡萄顏色最深的葡萄產區，種植面積達 100000 畝，是雲南高原葡萄

酒有限公司主要原料生產基地，產品銷往全國各地。農場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形成

了以葡萄和柑桔為主的兩大支柱產業。現葡萄種植面積達 15000 畝，年產量 22000 餘

噸，是“雲南紅”葡萄酒業有限公司主要原料生產基地，產品銷往全國各地；柑桔種

植面積達 5000 畝，年產量 10000 餘噸，產品銷往全國各地，並出口加拿大等地。在市

場上形成了兩個品牌——“東風源”葡萄和“雲南紅”葡萄酒，產品馳名省內外。  

1999 年，彌勒東風農場榮獲“高原葡萄之鄉”  稱號。  2003 年農場成為全國農墾 100

個無公害農產品示範基地農場之一。 2005 年獲得無公害農產品（葡萄）產地認定證書、

無公害農產品（葡萄）證書。  

隨著葡萄柑桔兩大產業的日益壯大，農場知名度逐日攀升， 2004 年被列為全國生態農

業旅遊示範基地； 2006 年開始每年六月末七月初舉辦葡萄節，來農場參觀、考察、學

習的各界人士逐年增多，遊客既可參觀萬畝葡萄園風光又可參觀雲南紅葡萄酒廠等各

葡萄酒莊，同時還可品嚐當地特色農家樂佳餚。  

【撫仙湖景區環湖遊】因湖水清澈見底、晶瑩剔透，被古人稱為“琉璃萬頃”。是中

國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珠江源頭第一大湖，仙湖得名由來，據舊說有二種：一說

據澄江《府志》記載：湖東南諸山，岩壑磷響，懸竇玲就，中有石、肖二仙，比肩搭



手而立，扁舟遙望，若隱若現。相傳石、肖二仙慕“湖山清勝”，忘了回返天廷，變

為兩塊並肩搭手的巨石，站立在湖的東南方。在湖上駕舟遙望，還隱約可見。有此仙

人遺跡，故名撫仙湖。另一說是因湖西面的“尖山”平地拔起，狀如玉筍，直插雲天，

又宛如高大的仙人伸手撫摸瑩碧的湖水，故名撫仙湖。  

 

準★★★★★萬金安酒店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 RMB50        歡送晚宴 RMB80 

 第八天昆明 桃園 

★景點：早餐後，送機  

享用飯店早餐後，清晨整理行裝用完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臺北，結束此次難忘的雲南

之旅。 

 

★★★★★溫暖的家 

酒店餐盒      家中美食            家中美食 

 

出團備註 

 

(1).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而做前後順序調整。  

(2).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3).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

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4).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如其軟硬體設備皆達同星等酒店標準，

酒店標示將以加【準】字來代表。             

A:大陸地區部分酒店需求大床或加床，需另行加價或酒店內無需求之房型，且此類特殊需求須以酒店排房

為準，並不一定保證，如遇上述情形，敬請見諒。              

http://www.nanlung.com.tw/eWeb_nanlung/longtravel/Precautions.html


B:部份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C:本行程之酒店住宿依 2 人 1 室標準房型 (2 張單人床 )安排，若遇單數報名請洽客服人員。  

門票計價方式：為求降低成本，已先行將優惠票種（如 65 歲以上老人、殘障…等）按一定比例計算於成

本中，而得出此最優惠售價，故無優惠票差可退回，敬請見諒！旅途期間如遇景區需收取臺胞證，煩請配

合出示檢查，謝謝！  

(5)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 15 人 (含 )以上。  

關於保險部分 :  

1.本公司依規定，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200 萬意外險+10 萬意外醫療費用。  

2.建議旅客可自行加購旅行平安保險+海外突發疾病醫療險 +海外旅行不便險+海外緊急救援服務等內容之

保險，詳洽業務人員。  

3.外站參團（非自台灣出發）無法投保團體保險，請自行投保，恕無退費，請參加的旅客，自行斟酌。  

1、  團體旅遊中各團價格、航班及行程內容可能會因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請先依您所需的出團日

期查詢。  

2、  航空公司於票價中需增收燃油附加費，但因各航空公司徵收的費用不同，以致相同機場之機場稅也

會有所差異。  

3、  本站所提供之各項旅遊產品是否需額外加收燃油附加費，請詳閱各項產品之說明。  

4、  請務必詳閱各團的各項說明以確保您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