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賞花季》貴州黃果樹羅平油菜花６天(餐食升級+５★凱賓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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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陽龍洞堡機場 中國南方航空 CZ-3022 12:25 14:55 

貴陽龍洞堡機場 桃園機場 中國南方航空 CZ-3021 08:50 11:20 

- 以上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時間及轉機點以說明會資料為最終確認  – 



 

 行程內容 

 第一天桃園國際機場 貴陽龍洞堡機場→貴陽(黔靈公園、弘福寺、甲秀樓)→清鎮 

黔靈公園  

貴陽的後花園’及“黔南第一山”之稱、位於貴陽市西北角。

園內古木參天，植被茂密，集貴州高原靈氣於一身。山上

生長著 1500 餘種樹木花卉和 1000 多種名貴藥材。清泉怪

石，隨處可見，並有成群的羅猴和鳥類棲息於此。 

 

 

 

 

弘福寺  

貴州第一禪院，該寺建於明末清初，寺院佈局成甲字形、

坐落於三座山峰相交的溶岩上、排水性特佳、故再大的山

洪亦安然度過。 

 

 

 

 

甲秀樓  

是貴陽的象徵、著名的古樓閣，位於貴陽城南南明河中的

一塊巨石之上(這塊石頭酷似傳說中的巨鼇)，有浮玉橋銜

接兩岸，集山光水色於一體的甲秀樓有一種獨具魅力的美，

當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到此一遊又是一番別有情趣的魅

力。 

特別說明 

1. 下車參觀：黔靈公園、弘福寺、甲秀樓。 

貼心提醒 

1. 桃園國際機場／貴陽龍洞堡機場→車程約１小時→ 黔靈公園→弘福寺→甲秀樓→車程約 40 分鐘→清鎮。 



2.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CZ)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即 62 英寸，重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清鎮燕賀花園酒店／ 貴州湖城雅天大酒店／ 或同級 

自理            自理        歡迎晚宴 RMB80 

 第二天清鎮→時光貴州古鎮→北盤江大橋(遠眺)、花江大峽谷(車遊)→馬嶺河峽谷

(天星畫廊電梯上/馬嶺河峽谷奇石館)→興義 

時光貴州古鎮  

"時光貴州"古鎮位於貴陽百花湖、紅楓湖之間，是一個集

旅遊、度假、休閒、娛樂為一體的休閒旅遊專案，是貴陽

首個以文化傳承為基礎的休閒旅遊主題商業街區。 

 

 

 

 

 

北盤江大橋  

此為亞洲第一高公路大橋，從北盤江大小盤江之間河段跨

越北盤江大峽穀，兩岸地勢陡峭，地形變化急劇，起伏很

大，河谷深達 300 米以上。橋主跨３８８米成為號稱亞洲

第一的高橋。 

 

 

 

花江大峽谷  

花江大峽穀位於關嶺布依族自治縣，是貴州高原最大的峽

谷、景區沿北盤江分佈，滔滔江水咆嘯奔騰、切割出深一

千多公尺的峽穀。山巒裸露著青灰色的岩石、怪石嶙峋、

充分表現出「地無三裏平」的貴州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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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嶺河大峽谷  

長約 15 公里的峽谷中，兩岸峭崖對峙，這是一個以雄、奇、

險、秀為特色，由彩崖峽、天賜石窟、彩虹鎖天、回峰崖、

五裏幽谷、瀑布群、壁掛崖、龍頭島等景點組成的自然風

景區。是南盤江北岸的重要支流，竟在平川上沏出一條狹

窄幽深的地縫峽谷。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馬嶺河大峽谷(天星畫廊電梯上/馬嶺河峽谷奇石館)。 

2. 下車參觀：時光貴州古鎮。 

貼心提醒 

1. 行車時間：清鎮→時光貴州古鎮→車程約２小時→北盤江大橋、花江大峽谷→車程約 2 小時→馬嶺河峽谷→車程約３０

分鐘→興義。 

 金州翠湖酒店／國龍雅閣大酒店／ 富康國際酒店／ 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安順黔菜 RMB50        興義烤鴨+小吃風味 RMB50 

 第三天興義→萬峰湖(遊船)→萬峰林(小火車)八卦田(電瓶車) 

萬峰湖  

因位於萬峰叢巒之中而得名，湖面面積 176 平方公里，

湖內有 30 餘個島嶼，58 個半島，82 個港灣，湖水環

繞，峰巒參差，湖光山色，盡收眼底。 

 

 

 

 

萬峰林  

以馬嶺河 界，河東的峰林 東峰林，河西的峰林稱

西峰林。東峰林的特點是呈現喀斯特峰型式，為寶

劍型粗獷大氣，西峰林的特點是呈現高原喀斯特山峰

陣型式，山峰連延,宛若兵陣。 

八卦田  

位於貴州省興義市萬峰林風景區內。上線以海拔

1600 米左右的高寒土山為界，下線至海拔 800 米左

右的亞熱帶紅壤土山，形成一個環形山帶。長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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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里，寬 30─50 公里，僅興義市境內就有 2000

多平方公里的面積。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萬峰湖(遊船)、 萬峰林(小火車)、八卦田(電瓶

車)。 

貼心提醒 

1. 行車時間：興義→車程約１時→萬峰湖(遊船)→萬峰林(小火車)→八卦田(電瓶車)。 

 金州翠湖酒店／國龍雅閣大酒店／ 富康國際酒店／ 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菌王火鍋 RMB50       興義風味 RMB50 

 第四天興義→羅平油菜花會場(金雞嶺)→牛街梯田→關嶺 

金雞嶺  

當地把油菜花從農業資源拓展 旅遊資源。每至春暖

花開時節，登上羅平境內的金雞峰叢，數十萬畝油菜

花漫山遍野鋪天蓋地，秀峰、村舍、道路、河流，皆

融入油菜花海，蔚 壯觀。 

 

 

牛街梯田  

牛街觀油菜花最好的地點在山坡上，俯視下面種成各種圖案的菜花，有的像眼睛，有的像飛碟，盡可展開

你的想像。 

特別說明 

1. 下車參觀：金雞嶺、牛街梯田。 

貼心提醒 

1. 行車時間：興義→車程約１小時→羅平油菜花會場(金雞嶺)→車程約３０分鐘→牛街梯田→車程約３小時→關嶺。 

2. ２～３月份為雲南羅平之油菜花期歷年參考月份，個地區的花期不同，也因氣候的冷熱會影響花期的提前或延後，如因

天候因素等不可抗拒之條件，導致團體出發時無法欣賞到油菜花田，敬請諒解！ 

 關嶺萬綠城柏蘭廷酒店／關嶺天書酒店／ 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農家風味 RMB50      中式合菜 RMB50 

 第五天關嶺→黃果樹瀑布景區(單程扶梯+景區環保車)→陡坡塘瀑布→天星橋景區

(纜車上)→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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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果樹瀑布風景區  

以黃果樹瀑布為中心, 有地面有 18 個瀑布,地表下有 14

個瀑布。黃果樹瀑布是亞洲最大的瀑布。黃果樹瀑布最

奇特的地方是在瀑布背後隱藏著一條百公尺長的水濂洞、

洞中除了觀賞千奇百怪的鐘乳石、更可置身洞中觀賞瀑

布、令您此生難忘。 

 

 

陡坡塘瀑布  

頂上是一個面積達 1.5 萬平方的巨大溶潭，瀑布則是形

成在逶迤 100 多米長的鈣化灘壩上。陡坡塘瀑布還有一

個特殊的現象，每當洪水到來之前，瀑布都要發出“轟

隆.轟隆”的吼聲，因此又叫“吼瀑”。 

 

 

 

天星橋風景區  

此處號稱‘有水皆成瀑、是石總盤根’ 天星橋風景區是由

地下河塌陷形成,寬約 300 公尺的「天生橋」,上下奇壁

立,瀑布飛瀉,激流滾滾被暗河吞沒的【銀鏈墜潭瀑布】。

露出水面【水上石林】景觀,禿石上長滿了巨大的仙人

掌。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黃果樹瀑布風景區(單程扶梯+景區環保車)、陡坡塘

瀑布、天星橋風景區(纜車上)。 

2. 凱賓斯基酒店如遇政府徵收使用或大型會議時，則行程會調整酒店住房，以貴陽索菲特酒店或貴陽鉑爾曼酒店的來配合

團隊行程，敬請見諒。 

貼心提醒 

1. 行車時間：關嶺→車程約２０分鐘→黃果樹瀑布景區→車程約２小時→貴陽。 

2. 黃果樹景區的天星橋纜車為套票，其中天星橋纜車若遇檢修或下雨天停駛，因為套票，不予退費。敬請見諒。 

 貴陽凱賓斯基大酒店／ 貴陽索菲特大酒店／ 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瀑布土雞 RMB50      歡送晚宴 RMB80 

 第六天貴陽→貴陽龍洞堡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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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前往貴陽龍洞堡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結束難忘的貴州飛瀑峽谷少數民族浪漫之旅。 

貼心提醒 

1. 因南航回程為早班機出發，為配合搭機時間，當日早餐將以簡單餐盒替代，如有不便，懇請見諒。 

2.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CZ)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即 62 英寸，重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溫暖的家 

外帶早餐盒            自理              自理 

 

 

A .團 票 說 明 ：  

◆團票限制需團進團出，一經開票不接受改名、改期或更改航班或轉讓，亦不可退票。（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旅客需與主團體一起辦理機場報到手續。 

◆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按航空公司規定，託運行李以每人一件(20 公斤)為限，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若持團體機票旅客以特惠加價方式升等至商務艙座位時，恕不提供機場貴賓室服務，且託運行李重量仍依經濟艙標準

計算。（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詳情請洽詢服務人員。） 

◆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 

◆若貴賓們需保留機票票根時，務必於開票前告知您的承辦人員，我們將依各航空公司規定之作業程序申請，謝謝合作。 

B.各 位 貴 賓 ：  

謝謝貴賓選擇報名本行程，請您於大陸旅遊期間若有關於行程、餐食、飯店、等各方面的任何疑問，或有其他事項需要

協助，都歡迎您隨時與當團領隊或當地旅行社、導遊立即反應，我們希望能提供各位貴賓最立即的回應與協助，提高您

對行程的滿意度。 

貼心提醒：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

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

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C .特 別 說 明 ：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0 人以上（含），最多 38 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

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大陸地區酒店規則說明： 

1.中國地區飯店評等以【星級】為準則，最高為五星、最低為一星。 

2.新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



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A、新酒店成立需經試營業一年後才能進行星級評等，但各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會有準五星、準

四星…等等名詞產生。 

B、有些酒店未參與星級評等，但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會有準五星、準四星…等等名詞產生。 

◆中國大陸地區有許多酒店實行綠色環保政策，不再提供一次性個人洗盥用品。建議貴賓們自備好個人用品；如牙刷，

牙膏，刮鬍刀，洗面乳，洗髮精，沐浴乳，拖鞋等。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２人１室(兩張單人床房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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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大床房型或加床；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需另行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大陸一般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若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

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

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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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部分地區機場、車站設備較為落後，造成經常性誤點或班機取消，航空公司不負責賠償責任，致行程延誤，短缺

概不得退費，但團體會在條件允許下，儘量安排走完行程，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依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一～二人為二菜一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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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

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

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

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七十歲以上之貴賓或長者欲參與本

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個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或友人隨同參團，且經貴我雙方確認後，確實並無不適於參加本團體

行程之虞者，方可接受報名，非常感謝您的配合。亦建議行動不便、年滿 70 歲以上、未滿 2 歲之貴賓(之隨行家長)或長

者，可依個人需求選購 MINI TOUR、自由行、親子團或其他為貴賓們量身打造之旅遊商品；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

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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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敬祝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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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遊覽車狀況絕不能與歐美、紐澳、及東南亞線相提並論，因大陸經濟特殊，且文化背景較一般不同，對觀光事業

的認知及重視有限，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作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

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哦。 

◆大陸餐廳、廁所休息站，皆賣絲綢字畫、雕刻品茶壺、茶葉…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點(SHOPPING

站)，這種情形為全大陸性。 

◆大陸旅遊禁止事項：不得嫖妓，不得攜帶水果、古董及報紙入出境，儘量不要談論政治及相關話題避免無謂之麻煩。 

◆民航總局發出公告，決定加強對旅客隨身攜帶液態物品乘坐民航飛機的管理。為確保民航飛行安全，保護旅客的生命

財產，民航總局經認真研究並借鑒國際上有關做法，對旅客隨身攜帶液態物品乘坐民航飛機作如下規定： 

．每名旅客每次最多共可攜帶１公升（每瓶容積均不得超過１００毫升）液態物品，經開瓶檢查確認無疑後，方可隨身

攜帶乘坐飛機；其他超出部分一律托運。旅客不得隨身攜帶酒類（瓶裝、罐裝）。如確需攜帶，每人每次不得超過２瓶

（１公斤），且必須托運，包裝須符合民航運輸規定。 

．因特殊原因需要隨身攜帶的液態物品，如患病旅客攜帶的液態藥品、帶有嬰兒的旅客攜帶的嬰兒飲用品等，經開瓶檢

查確認無疑後，可予攜帶。旅客因違反上述規定造成誤機等後果的，損失自負。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大陸民航總局規定，旅客搭機時，部份攜帶物品有個別條件限制如下： 

．行動電源：僅能放置隨身行李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且無標識、無說明、無廠家標示的產品，禁止攜帶，規格

20,000mAh 以下准予隨身攜帶，20,000 ～30,000mAh 需經航空公司核可方可攜帶上機，30,000mAh 以上則嚴格禁止攜帶

上機，且每名旅客不得攜帶超過兩個行動電源。 

．鋰電池：需隨身攜帶上機，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 

．打火機：不得攜帶打火機上機。(台灣出境可攜帶一枚，需隨身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防風式打火機則全面禁止

攜帶) ．充電式手電筒全面禁止攜帶(托運或隨身攜帶皆不允許)。 

．冬季如有攜帶暖暖包者，在大陸搭機時不可托運也不可隨身攜帶。 

D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說 明 ：  

◆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若為包(加)班機行程，依包(加)班機航空公司作業條件，作業方式將不受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中第二十七條規範，如

因旅客個人因素取消旅遊、變更日期或行程之履行，則訂金將不予退還，請注意您的旅遊規劃。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

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每名須補收 NTD3500 非優惠價差。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七十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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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