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雲南〜烏蒙之巔-轎子雪山.神奇西雙版納(雙飛)尊榮八日 

 
●銷售特色： 
◆搭乘【直航客機直飛昆明】並搭配 2 段內陸航機，免除人員行李轉運之苦。 

◆特別安排暢遊雲南省最新景點-超美轎子雪山景區─【轎子雪山】。 

◆安排海埂公園觀滇池-大壩觀鷗【海埂公園】 

◆北回歸線上僅存的一片綠洲，中國唯一保存的熱帶森林區，西南邊疆上美麗、富饒、神奇的 

【西雙版納】。 

◆特別安排【野象谷含單程纜車】、【猛侖熱帶植物園+電瓶車】讓您輕鬆走行程！ 

◆特別安排全程【無購物、無自費】享受零負擔的旅遊。 

●行程特色： 

   A—精選景點：     
◆【野象谷含單程纜車】位於景洪以北的猛養自然保護區內，在這片上百萬畝的熱帶雨林裏生長著

多種植物，層綠疊翠、鬱鬱蒼蒼，熱帶竹林連成一片，為亞州象等野生動物提供了最適宜生長，繁

衍的棲息之地。 

◆【猛侖熱帶植物園+電瓶車】由中國著名的植物學家蔡希陶創辦的雲南熱帶植物研究所的所在地。

該園占地 1.5 萬畝。 

◆【傣族園】園內有五個傣族自然村寨。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充滿著詩情畫意，一年四季青翠嫩

綠、竹林環繞、果木成林。 

◆【基諾山寨】基諾山寨景區以巴坡自然村寨為依託，將基諾族濃郁的民族風情、歷史文化、神秘

的原始宗教文化、古樸的生產生活方式、獨具特色的基諾族民居、服飾及秀美的自然風光融為一體

展現給遊客……引人入勝，讓人留連忘返 

◆【杏林大觀園】杏林大觀園旅遊度假風景區，座落在阿詩瑪的故鄉——石林，景區以黑石林為旅

遊主體，其景觀石頭各異，千姿百態、山、石、水相影，綠樹山花遍地，身臨其境，讓人流連忘返。  

◆【海埂公園】每年冬季來自北西伯利亞的小精靈“紅嘴鷗”貝加爾湖穿越俄羅斯和整個中國來到

昆明過冬，之後再集體返回。 

◆【轎子雪山】轎子雪山景區觀日出，大黑箐，花溪，飛來瀑布，蓮花瀑，天來瀑，月亮岩 

 

B—精選餐食 : 歡迎晚宴 R80、孔雀宴 R50、傣族風味 R50、過橋米線

R50、地道雲南菜 R50、烤鴨風味 R50、農家風味 R50、歡送晚宴 R80 

 



C—精選住宿：  

西雙版納：準 5★景洪陌蓮大酒店或安納泰來酒店 

西雙版納-景洪陌蓮大酒店坐落于美麗的湄公河畔,5A 級度假區——告莊西雙景景真寨 5 棟,毗鄰大金

塔博物館、星光夜市,臨近傣江南酒吧一條街,出遊各大景區交通便利。 酒店按星級標準裝修並由著

名設計師設計,以東南亞風情為主題,與版納濃郁的民族特色和熱帶雨林的自然之美相結合,居住與休

閒為一體。 酒店擁有各類房型百余間,採用全智慧化管理。 酒店設有多功能會議廳、美食自助餐廳、

茶藝廳、咖啡吧、頂層露天休閒吧等一應俱全,是旅遊度假、政府接待、高檔會議、休閒娛樂的上佳

場所。 退則寧靜、進則繁華。 

 

轎子雪山: 準 5★轉龍鎮木阿落白溫泉酒店 
轉龍鎮木阿落白轎子山溫泉度假酒店位於轉龍鎮中山路，周圍餐飲、娛樂等生活配套齊全，出行便

利。酒店客房所有設施都是經過精心的考慮和安排，包括國際長途電話、液晶電視機，滿足您入住

需求的同時又能增添家的溫馨感。有飲水需求的旅客，酒店還為您提供了電熱水壺和瓶裝水。除此

之外，配備有拖鞋、24 小時熱水和吹風機的浴室是您消除一天疲勞的好地方。旅客可以在中餐廳享

用可口的美食。您可以到大堂吧與朋友暢飲聊天度過閑暇時光。在一天的忙碌后，您可以在酒店盡

情的享受各種體育和休閑設施。 

 

昆明：準 5★恒盛酒店或鑫盛達酒店 
昆明恒盛酒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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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鐘可至翠湖公園游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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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

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准】字來代表，如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特別安排： 

【特別贈送】：每位旅客每日一瓶優質礦泉水。 

【購物站】：全程 NO/SHOPPING。【自費項目】：全程無自費 

 
●參考航班: 

去程: 桃園/昆明 MU2028 1315/1705 

回程: 昆明/桃園 MU2027 0845/ 1200  

詳細行程內容： 
第 01 天台北昆明接機 , 歡迎晚宴 MU2028 1315/1705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給力假期專業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直航客機飛往素有春城之

稱的雲南省省會—昆明  。昆明是一座有著花一樣浪漫情懷的城市，「天氣常如二三月，花開

不斷四時春」，天空總是藍的，傍晚的雲是五彩的，城內滿眼是綠草鮮花，當然還有清新的

空氣和燦爛的陽光；氣候溫和，季節變化不大，有四季無寒暑之說。抵達後前往享用特別安

排的歡迎晚宴後。乘車前往酒店休息，期待明日起之精采行程。  

 
 ◆餐食：早餐：自理         午餐：空中餐廚         晚餐：歡迎晚宴 80RMB/位 

◆宿：準 5★恒盛酒店或鑫盛達大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昆明西雙版納     MU5909    09:40/11:00(暫定)(飛 1.3.5.7) 
★景點：西雙版納★猛侖熱帶植物園+電瓶車→總佛寺→夜遊告莊 

【猛侖熱帶植物園+電瓶車】中國最大的熱帶植物園，植物園被湄公河的支流羅梭江環繞著狀如葫蘆

形，園林占地面積 900 公頃，培植有中外熱帶植物 3000 種，各種植物長勢良好。該園占地 1.5 萬

畝，海拔 570 米。經過 40 多年的努力，現已建成以熱帶植物開發利用中心，進行國內外熱帶植物

引種馴化、保護和推廣的重要基地。 

【總佛寺】西雙版納總佛寺是西雙版納佛教信徒拜佛的中心，也是西雙版納佛寺中等級最高的佛寺。

總佛寺建築大氣雄偉，樑柱雕刻精美，主要有維罕大殿、佛學院教學樓等建築。現今的院樓北牆前

築有供壇，供有數尊佛像，牆壁上繪有《佛本生經》。西雙版納總佛寺和曼聽公園是連通的，遊客一

般是從曼聽公園進入總佛寺。 

 【景洪告莊夜市】越夜越熱鬧的景洪夜市，因氣候及地理位置的關係這成為當地一個小特色，集市

裡琳琅滿目小商品，各式各樣的特色小吃，令人流連忘返。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位       晚餐：孔雀宴 50RMB/位 

◆宿：準 5★景洪陌蓮大酒店或安納泰來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西雙版納 
★景點：基諾山寨→野象谷（含單程纜車） 

【基諾山寨】基諾族意為：“舅舅的後代”，是國家 56 個民族裡最後一個被確立的少數民族。基諾族

人口約兩萬餘人。景區距景洪 23 公里、這裡是西雙版納州基諾族傳統文化保護區，全國唯一一個

最全面最集中地展示並以基諾文化為主題的旅遊景區，是瞭解基諾文化最重要的視窗。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news.163.com/09/0822/01/5H9LATE9000120GU.html&q=æ�¯æ´ªå¤�å¸�&ts=1450942640&t=25e45f99d5ed14575a224a4076c58f2&src=haosou


 
 
【野象谷景區+單程索道】它位於景洪以北的猛養自然保護區內。在這片上百萬畝的熱帶雨林裏生長

著多種植物，層綠疊翠、鬱鬱蒼蒼，熱帶竹林連成一片，為亞州象等野生動物提供了最適宜生長，

繁衍的棲息之地。現存亞州象近 300 頭，野象三五成群經常出沒在河邊、密林，甚至到公路上徜徉，

踱到人們視野內覓食、飲水、洗澡、散步、嬉戲。野象谷是最引人入勝的熱帶森林公園，園內建有

動物觀賞區:百鳥園、蛇園、蝴蝶園和大象表演。在野象谷，遊人可觀看大象表演節目。這裏是中國

第一所馴象學校，這些訓練有素的龐然大物，會向遊客鞠躬，表示歡迎，會作頭頂地腳朝天的倒立，

會合著音樂的旋律跳舞，能過獨木橋，會用象鼻作"踢"球表演……它們的靈性與乖巧，令你不得不叫

絕。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位      晚餐：陌蓮饗宴 50RMB/位 

◆宿：準 5★景洪陌蓮大酒店或安納泰來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西雙版納 
★景點：光芒山體驗採茶制茶→傣族園+電瓶車→橄欖壩→傣家村寨 

【光芒山體驗採茶製茶】這裡的茶樹為雲南大葉種喬木古樹矮化茶種，有「世界最大的萬畝矮化古

茶園」之稱。光芒山有「一個能讓人心靜的地方」和「看雲醉美的所在」的美譽。這裡是茶的「聖

地」，人的福地。這裡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地勢地貌為茶樹的起源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冬無

嚴寒，夏無酷暑，光熱充足，雨量充沛」的氣候特點，以及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地勢地貌為茶樹

的起源和生長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這是一個充滿綠色的「生態家園」，群山綠茵覆蓋，山間泉水

奔流，蜿蜒起伏之間，茶樹錯落有致。清純的水，給予茶聖潔的營養液。無污染，形成了天然的

「淨化池」，並在此體驗採茶、製茶的樂趣。 

【傣族園+電瓶車】這裏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充滿著詩情畫意，一年四季青翠嫩綠、竹林環繞、果

木成林、香蕉、椰子、檳榔、鳳梨密、芒果，給寨子灑下了一片片濃濃的綠蔭，幢幢竹樓掩映在青

樹綠竹之中，陣陣熱帶花開的幽香隨風送來，一片清幽恬靜。古色古香的佛塔，佛寺與旖旎風光相

互掩映，形成了具有獨特佛教文化內涵的風景名勝和園林景觀，給人予一種新奇，美妙和寄託美好

願望的感受。 

【橄欖壩】位於瀾瀾滄江中遊藝機地猛罕壩子的別名。這個壩子一名，意為將布匹卷起來的地方。

橄欖壩面積約 56 平方公里，在自治州境內的河谷盆地中，面積僅次於猛遮與景洪，是名列第三的壩

子。這個壩子坐落在瀾滄江畔，海拔僅 530 米，年平均間諜在 2.16℃以上。具有面臨大江、氣溫高、

雨量充沛、土地平坦肥沃的自然環境優勢，既適宜於種植水稻，又適宜於熱帶果木和經濟林木的生

長。橄欖壩內有水田 3 萬多畝，是水稻的主產區，也是不果和橡膠的主產區。 



【傣家村寨】傣族村寨，房屋建築為“幹欄”式竹樓，戶與戶之間竹籬為欄，自成院落。傣族村寨四

周多種植椰子、香蕉、竹林等果木，處處部部蔥蔥，一派亞熱帶的風光和異國情調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位      晚餐：傣族風味 50RMB/位 

◆宿：準 5★景洪陌蓮大酒店或安納泰來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西雙版納昆明◆計劃選搭航班：MU 5723  12:00/13:20(暫定) 
★景點：海滇池大壩公園觀紅嘴鷗→金馬碧雞坊→近日樓、東西寺塔 

【滇池大壩公園觀紅嘴鷗】位於“高原明珠”滇池湖畔，每年冬季來自北西伯利亞的小精靈“紅嘴鷗”貝

加爾湖穿越俄羅斯和整個中國來到昆明過冬，之後再集體返回。給春城帶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金馬碧雞坊】當太陽將落，餘輝從西邊照射碧雞坊，它的倒影投到東面街上；同時，月亮則剛從

東方升起，銀色的光芒照射金馬坊，將它的倒影投到西邊街面上；兩個牌坊的影子，漸移漸近，最

後互相交接。這就是 60 年才會出現一次的"金碧交輝"的奇觀。相傳，清道光年間，這個奇觀曾經出

現過一次。由於地球、月亮、太陽運轉的角度關係，這樣的景，要 60 年才能出現一次。"金馬碧雞

坊"的設計體現了古代雲南人對數學、天文學和建築學方面的造詣。 

【近日樓】始建於元代的近日樓雄奇瑰麗，被老昆明人譽為“接近太陽的高樓”，原位於老昆明城的

南北中軸線上，是昆明的南大門，和金馬碧雞坊、東西寺塔一樣是昆明市的象徵和驕傲，又名為麗

正門。 

【東西寺塔】中國雲南省會昆明市的兩座古塔，分別位於東寺街和書林街，南詔國弄棟節度使王嵯

巔主持修建，大匠尉遲恭韜造，是昆明現存最早的建築物之一。西寺塔原在慧光寺內，高 36 米，

東寺塔原在常樂寺內，高 41 米，均為方形。2000 年以後，兩塔之間新建了一條東西向步行街。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過橋米線 50RMB/位      晚餐：地道雲南菜 50RMB/位 

◆宿：準 5★恒盛酒店或鑫盛達大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昆明石林轉龍鎮 
★景點：杏林大觀園(黑石林、杏林寺、阿詩瑪情歌廣場、櫻花峪) 

【杏林大觀園】黑石林為景觀根基，圍繞黑石林建四大功能區，把杏林大觀園建成雲南省獨具特色

的新型文化旅遊度假區，對於促進石林的遊覽觀光將產生重要的作用。 

【黑石林】又稱黑石箐，位於在杏林大觀園的中央地帶，石塊千奇百怪、婀娜多姿，傳說這片石林

是八仙鬥法所造，在林中能找到形態逼真酷似的鐵拐石、毛驢石、一指擎天石、花籃石、洞簫石、

玉帶峰等。 

【阿詩瑪情歌廣場】建有阿詩瑪音樂噴泉、民族圖騰及傳奇人物形象，形成彝族文化廣場，每當夜

幕降臨，彝家的少男少女們就相約來到這?對歌跳舞，尋找心上人。 

【櫻花峪】建於黑石林山腳，櫻花象征熱烈、純潔、高尚、愛情與希望。櫻花在人們心目中是美麗

浪漫的象征, 因此“櫻花峪”別具古代詩人的浪漫主義色彩。“櫻花峪醫藥生態街”建於七彩石林山

腳。我們在櫻花峪道路兩旁、七彩石林山腳，大量栽種雲南櫻花、日本櫻花以及垂絲海棠，一到春

天，櫻花盛開之時，便是一幅花瓣繽紛，櫻花浪漫的景象。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烤鴨風味 50RMB/位      晚餐：農家風味 50RMB/位 

◆宿：準 5★木阿落白溫泉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轉龍鎮轎子雪山昆明 
★景點：轎子雪山景區（含電瓶車+纜車），大黑箐，花溪，飛來瀑布，蓮花瀑，天來瀑，月亮岩 

【轎子雪山】位於雲南省昆明市祿勸縣境東北角烏蒙鄉，屬於烏蒙山系拱王山脈餘脈，峰山體型似

轎子而得名，唐代大理南詔國王封此山為"樂尼白"。轎子雪山砥柱千仞，立體氣候明顯，地質地貌

景觀具有較高的觀賞和科考價值，動植物資源豐富，冬季冰雪覆蓋，是距離雲南省省會昆明最近的

一座極具開發潛力的雪山，以其獨特的自然景觀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登山旅遊愛好者。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位      晚餐：歡送晚宴 80RMB/位 

◆宿：準 5★徽商國際酒店(機場附近)或同級 

 

第 8 天昆明桃園◆計劃選搭航班：MU2027 0845/ 12:00 
早餐後，前往昆明機場辦理乘機手續，結束愉快的旅程。 

 
溫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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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力假期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