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是在前-大陸邊疆第一品牌-品質用心有口皆碑 

 騰沖位於雲南省西南部，國土面積 5845 平方公里，與緬甸接壤，是著名的“胡煥庸線”的起點，曾被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讚譽為「極邊第一城」。 

 冷知識小補充時間： 

諸葛亮治平定孟獲等部落首領、大理國段氏脫離唐朝自立、明末徐霞
客一生中最後一次遊歷至此。 

騰沖旅遊資源豐富，是雲南新興的旅遊城市，風景區總面積 1000 平方公里，主要旅遊資源點 349 處，

現有 A 級景區 6 個，有火山熱海，北海濕地，和順古鎮，雲峰山、高黎貢山、江東銀杏村等唯一性旅遊



資源。近年來，騰沖市始終致力於打造安全、健康、和諧的旅遊品牌，實施旅遊標準化建設，全面構建

食、住、行、遊、購、娛六要素齊全的旅遊產業體系。目前，全市有各類旅行社 41 家，二星級以上賓

館酒店 20 家，其中五星級 3 家、四星級 5 家，共有床位 2 萬多個，同時擁有一批特色酒店和民居旅館。

旅遊產品主要有溫泉養生、戶外運動和翡翠購物三大精品，建成了香港雅居樂雲南原鄉、深圳奧宸美國

加州風情小鎮、雲南恒益英倫風情小鎮、世紀金源騰沖世紀城、恒達自在山居、上海水墨中國等一批旅

遊度假地產。 先後獲得了 「中國優秀旅遊名縣」、「中國文化旅遊大縣”、「中國最佳文化生態旅遊

目的地”、 「中國最美風景縣雲南 10 佳」、「亞洲金旅遊獎—最美人文旅遊休閒名縣」、「全球優選

生態旅遊目的地」等榮譽。 

 【東川紅土地】地處烏蒙山區，

屬高原山區地貌，此地山嶺縱橫

交錯，出巒起伏不平，紅土丘陵

一望無際，加之季風影響，形成

了氣候溫和、幹濕分明的高原季

風型氣候。  

紅土地最適合攝影的季節是 5-6 月和

9-12 月，不同的季節可以看到不同的景

色，夏季土豆花開，小麥成熟，秋天一部

分紅土地翻耕待種，另一部分紅土地已種

上綠綠的青稞或小麥，雲南特有的白色油

菜花也已盛開，色彩比較豐富。據當地人

說，雨後第三天是紅土地最美的時候，被雨水澆透的土地在陽光下色澤更為豐潤。大雨之後雲開霧散，

豔陽高照，天空越發藍得動人，雲彩變換著不同的姿勢，投在田間的光影不時幻化，每一秒鐘都是一個

全新的畫面。運氣好時，還可以看到彩虹與紅土地連為一體。  

 

 ※【購物安排】 

 全程不進購物站，旅遊品質有保障、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推薦自費】 

 夢幻騰沖歌舞秀：RMB 180 元/人(不強制參加） 

 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夢幻騰沖》大型歌舞秀開演了 



 《夢幻騰沖》 

分別從火山熱海、馬幫、抗戰、和順古鎮、絲路五個方面講述了騰沖的歷史，力圖在短短一個半小時之

內讓遊客瞭解這個“極邊第一城”。  

※【七大特別安排及貼心加值贈送】 

 (1)每人一天一瓶礦泉水！ 

 (2)安排雙飛行程【昆明 / 騰沖、芒市 / 昆明】讓您行程更加完整 

 (3)和順僑鄉加贈電瓶車、熱海景區加贈電瓶車、北海濕地加贈划船 

 (4) 在雲南，漢人反而是少數民族，到了騰沖、瑞麗這邊，漢人更是稀有，特別這裡又地處中緬交界，

我們更能感受更多的不同於中國的特別風情。 

 (5) 安排前往欣賞上帝遺落的調色盤【東川紅土地】，位於昆明市東川區西南的新田鄉、一個叫“花石頭”

的地方，這裏方圓近百里的區域是雲南紅土高原上最集中、最典型、最具特色的紅土地，被專家認為是

全世界除巴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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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餐標安排上按 RMB 40 - 60，讓您好好的品味雲南各地的風味：如昆明的野生菌風味、雲和祥風味，

又如騰沖那邊的僑鄉齋風味、和順人家風味以及瑞麗那邊的傣族風味、簸箕宴歌舞風味....等等，道道皆

是精彩料理 

 (7)特別安排季節行程【滇池觀鷗】，這裡的紅嘴鷗並不懼人，或者說與遊人之間已形成了默契。遊人或

高舉麵包，或將鳥食撒向空中，鳥兒追逐著，煽動著潔白的翅膀，在人們頭頂上飛翔、掠過，引起一陣

陣驚呼、歡笑。 

※【航班參考】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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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數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 01 天 MU-2028 桃園 昆明 12：30 16：05 

第 02 天 MU-5951 昆明 騰沖 09：40 10：55 

第 05 天 MU-5715 芒市 昆明 17：35 18：35 

第 08 天 MU-2027 昆明 桃園 08：15 11：30 

 

◆第一天   桃園  昆明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機場，並以電話聯絡我們領隊或機場服務人員報到，由我們為您

準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昆明】。 

 

早:  敬請自理                午:  敬請自理                    晚: 歡迎晚宴 RMB80 

住宿：昆明 準 ★★★★★ 鑫盛達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昆明  騰沖【國殤墓園、滇西抗戰博物館、中國魅力小鎮—和順僑鄉+電瓶

車、熱海景區+電瓶車】  

【國殤墓園】位於雲南騰沖西南 1 千米的疊水河畔小團坡

下，佔地 80 餘畝，1945 年 7 月 7 日落成，是全國建立最

早、規模最宏大的國軍抗日烈士陵園，1996 年被國務院

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國殤墓園李根源倡導修

建，整個國殤墓園以小團坡為起點，在其東北向的中軸線

上，建有"攻克騰沖陣亡將士紀念塔"、"騰沖戰區抗日烈士

墓"、"抗日英烈紀念堂" 及墓園大門。【滇西抗戰博物館】

1945 年 7 月 7 日滇西抗戰紀念館落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騰沖人民為紀念中國遠征軍第 20 集團軍抗日陣亡

將士及死難民眾而修建的烈士陵園。主要由大門、甬道、忠烈祠、烈士墓、陳列館、紀念塔等組成。【和

順僑鄉】和順鎮位於騰沖縣城西南 4 公里處，古名“陽溫墩”，由於小河繞村而過，故改名“河順”,

後取 “士和民順”之意，雅化為今名，現稱和順鎮，全鎮人口 6000 多，而僑居海外的和順人則達 12000

多人，是雲南著名的僑鄉。【熱海溫泉】騰沖是中國著名的地熱風景區，地熱資源極其豐富，其中，最

為壯觀的地熱景觀是距騰沖縣 20 公里處的騰沖地熱溫泉群，又稱熱海，面積約 9 平方公里。地下岩漿



活動一直未停止，并有源源不斷的火山供給源，這種現象，是休眠火山的典型標志。所以，騰沖的地熱

奇觀，是地層中心的熱流向地表上升，順著地殼斷裂處勃然噴發的結果。 

熱海地區安排市值台幣 1000 NT【溫泉泡湯】，歡迎臺灣遊客一遊，感受熱海溫泉的療癒力！ 

您可於此自費參加：  

※註：泡湯者旅客，請攜帶泳衣，泳帽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僑鄉齋風味 RMB 50        晚: 和順人家風味 RMB 60  

住宿：騰沖 ★★★★★ 世紀金源大飯店 A 座或同級 

◆第三天   騰沖【火山國家地質公園+電瓶車 、銀杏村、北海濕地+划船、墨魚河】                   

【火山地熱國家地質公園】位於滇西騰沖縣，由多個火

山群組成，保護面積 12km2，主要地質遺跡分佈面積 8 

km2。 騰沖火山具有時代年輕、活動頻繁、分佈密集、

種類較齊全和形成地質條件特殊的特徵，地下岩漿至今

仍在活動，為騰沖熱泉提供源源不斷的熱能。【銀杏村】

位於保山騰沖縣北部江東鎮江東村，西面緊鄰柱狀節理、

國家火山地質公園兩個旅遊景點，距騰沖縣城 35公里。 

銀杏村內有兩千多畝連片栽種的銀杏樹。九月底至十二

月，小山村被高大的銀杏樹包裹得一片金黃，滿地的銀杏葉就如金色的地毯鋪滿村裡的大小院落，風景

絕美。此外，這裡還有神奇的江東山古溶洞、秀麗的龍川江小江峽、神秘的古戰場“鬼磨針”、滄桑的

石門古棧道、怪石嶙峋的蓮花山等景點。【北海濕地保護區】位於縣城西北向，距城 12.5 公里，是 1994

年 12 月國家首批公佈的全國 33 處國家重點濕地之一，也是雲南省唯一的國家濕地保護區．保護區面積 

16.29 平方公里，北海面積 0.46 平方公里，其中水面面積 0.14 平方公里，海排面積 0.32 平方公里。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農家樂風味 RMB 50        晚: 近水閣風味 RMB 50 

住宿：騰沖 ★★★★★ 世紀金源大飯店 A 座或同級 

◆第四天   騰沖/2H-瑞麗【龍江大橋（雲南最美公路橋）、畹町中緬友誼橋、姐告國門】  

【龍江特大橋】位於雲南省西部、 橫斷山脈南段，路橋

垂直跨越龍江，大橋將採用雙塔單跨鋼箱樑懸索橋， 保

山龍陵岸索塔高度為 169.688 米，保山騰沖岸索塔高度

為 129.703 米。 全長 2470 多米，橋面離江面 280 米，

最高的索塔頂到江面 470 米，主橋跨徑佈置為 320 米

+1196 米+320 米，抗震等級按Ⅸ度設防，是雲南省首

座特大跨徑鋼箱樑懸索橋，也是亞洲山區最大跨徑的鋼

箱樑懸索橋。2016 年 5 月 1 日，經過近 5 年的施工建

設，亞洲最大鋼箱樑懸索橋——雲南龍江特大橋正式通

車。【畹町市】位於雲南省西部， 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南部，南與緬甸為鄰，西、北隔瑞麗江與瑞

麗縣相望，東北與潞西縣接壤，是一個具有熱帶、亞熱帶風貌和民族特色的邊境口岸城市。 全市面積

95 平方公里，國境線全長 28.64 公里，亦有邊境"袖珍城市"之稱。 畹町市與緬甸九谷山水相依，雞犬

之聲相聞，為西南陸路通往緬甸和東南亞國家的主要通道，故又有"西南國門"之喻。 

【姐告國門】系傣語，意為舊城，是中國雲南省最大的邊貿口岸，雲南 50%左右的邊貿物資從這裡進出，

為雲南省瑞麗市的新經濟開發區。 姐告位於瑞麗市南面 4 公里處，面積 1.92 平方公里，是 320 國道的



終點，有“ 天涯地角 ”之稱。它對面是緬甸的木姐市。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傣族風味 RMB50         晚: 簸箕宴歌舞風味 RMB 60 

住宿：準 ★★★★★ 玉瑞溫泉酒店主樓 或同級 

◆第五天   瑞麗 / 芒市  昆明【猛巴納西珍奇園】  

【猛巴娜西珍奇園】靜心體驗它的樹文化、石文化、竹文化、

民族文化和佛文化。“猛巴娜西”是傣語，意為“美麗神奇

的世外桃源”，位於潞西市城東南，四周依山傍水、風光秀

美，是具有古樸、自然、珍奇特色的高品位景點，是全國罕

見的生態園林。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精緻料理 RMB40      

晚: 鑫盛達風味 RMB40 

住宿：昆明 準 ★★★★★ 鑫盛達大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昆明 / 3.5H 東川紅土地【打馬坎、七彩坡、錦繡園、落霞溝】   

【東川紅土地】雲南東川紅土地被專家認為是全世界除巴西里約熱內盧外

最有氣勢的紅土地，而其景象比巴西紅土地更為壯美。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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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精緻料理風味 RMB 50       晚: 東川風味 RMB 60        

住宿：東川 準 ★★★★★ 世紀麗晶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東川 / 昆明【大觀樓、滇池大壩觀鷗、錢王老街、晚上欣賞：楊麗萍雲南印

象歌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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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由巡撫

王繼文興建。乾隆年間，孫髯翁為其撰寫一百八十字長聯，被譽為“天下第一長聯”，由名士陸樹堂書

寫刊刻，毛澤東評價其“從古未有，別創一格”，大觀樓因長聯而成為與黃鶴樓、岳陽樓、鸛雀樓齊名

的中國四大名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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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大壩觀鷗】海埂大壩就在滇池的旁邊，來這裡看

海鷗是不錯的選擇，看海鷗的時節，景觀很壯觀，有很多海鷗，可以花兩塊錢買一包鳥兒食，把手伸出

去，海鷗就會下來吃，很有意思。大壩很寬闊，也比較長，停車也很方便，來這裡拍外景的新人很多。

壩上風很大，夏天吹著滇池風很舒服，冬天記得多穿些，比較冷。【昆明錢王老街】是國內唯一以整個

街區作為一個統一地名命名的街區項目，昆明城中最後遺留的歷史街區。昆明老街的建築群落中，最古

老的有近 900 年歷史，這些建築承載著這座城市太多的記憶與故事，同時又承載了當代人太多的童年歡



樂和當下的生活趣味。【楊麗萍雲南印象歌舞秀】中國首部大型原生態歌舞集《雲南映象》(Dynamic 

Yunnan)，由中國著名舞蹈藝術家楊麗萍出任藝術總監和總編導並領銜主演傾情打造的藝術精品，成為

繼“五朵金花”、“阿詩瑪”之後，誕生在雲南的又一經典力作。《雲南映象》是一台融傳統和現代一

體的舞臺新作，將原生的原創鄉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經典全新整合重構，展現了雲南濃郁的民族風情。

該歌舞集 70%的演員來自雲南各地州甚至田間地頭的本土少數民族演員，演出服裝還原于雲南各民族民

間著裝的生活原型。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精緻料理 RMB50         晚: 雲和祥風味 RMB60      

住宿：昆明 準 ★★★★★ 鑫盛達大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昆明  桃園        

享用早餐後，爾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班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難忘的雲南八日之旅。 

早:    酒店內使用 或 餐盒       午:  機上套餐                晚: 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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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全程飯店皆為二人一室，大陸沒有自然單間。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旅客，需補單人房差，

敬請見諒。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

加床方式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

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此行程機票為團體機票，不能更改日期及延回及退票，一但開票後取消敬請補足機票款。 

 使用全素客人，因大陸一般餐聽的素食餐，菜色變化少及質量也較差。敬請見諒。飛機上若有特殊

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五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此行程價格已經分攤老人優惠票價差，旅途期間景區如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示

檢查，恕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  

 以上行程，十人以上出團！~~祝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