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麗貴州世界遺產─大小七孔、黃果樹瀑布超五星深度白金 8 日  

 

行程特色:(全程無購站+全程無自費) 

 
給力假期─伴您遨遊中國，體驗貴州深度旅程─我們是大陸精緻旅遊的第一品牌！ 

1.給力精心安排最與眾不同的貴州深度行程，由專業的領隊群及導遊群帶領，深度走訪令人嚮往的景點、

品嚐道地的美食、感受當地的風土民情，給您全新的旅遊體驗。 

2.給力獨家安排前往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通過，同時也是貴州省境內唯一的世界遺產─大小七孔景區，

它與九寨溝並列為「水景之王」，是大多數臺灣旅人未曾涉足過的，夢幻般的美景彷若人間天堂。並深入探

訪黔東南凱 裏、西江地區的革家族與苗族村寨，感受令人難忘的少數民族純樸與熱情。 

3.暢遊貴州省最知名的景區：豪氣的山水名城─貴陽，遺世獨立的屯田遺族─天龍屯堡，黔西南奇山異水大

匯聚─黃果樹瀑布、螺絲灘瀑布、水上石林，世所罕見的水上溶洞─龍宮風景區，貴州最美的湖泊─紅楓湖，

多不勝數的豐富安排，讓您的貴州之行完美精采。 

4.為使您充分感受貴州風采，精心安排四項特色活動及表演，保證全程無自費： 

（1）瑤族原生態歌舞秀  （2）苗族大型歌舞表演  （3）老漢族傳統地戲   （4）多彩貴州風歌舞秀。 

5.小七孔景區安排電瓶車，黃果樹瀑布安排單程電扶梯，天星橋景區安排上行纜車，龍宮風景區，讓您輕

鬆觀賞沿途的美景。 

6.貴陽市區安排下榻位於市中心繁華商圈，世界連鎖全新打造的超五星喜來登國際大酒店或凱賓斯基酒

店，並特別安排於黃果樹景區、凱裏地區下榻最高等級的五星渡假酒店，讓您在尋幽訪勝的同時，也能享

有舒適愉快的休憩環境，養足充沛的體力。 

7.搭乘 豪華航空直航班機，臺北飛往貴陽僅需 2.5 小時，實際遊覽時間最長，讓您此行順暢、舒適。 

8.安排享用貴州最具特色的九道風味餐，全程午、晚餐共十三餐之筵席均採用高餐標，並附上全程菜單，

確保豐富精緻的餐食品質： 

（1）侗家食府歌舞宴（2）森林生態宴（3）黔南燒烤風味（4）苗王酸湯魚風味（5）西江長桌宴  

（6）夜郎王府宴       （7）瀑布土雞宴 （8）金穀迎賓宴   （9）宮廷滋補藥膳，及四餐中式合菜。 

9.提供每位旅客每日一瓶優質礦泉水。 

10.為確保充足的旅遊時間，體現深度旅遊的精神，本行程全程不安排任何購物點。 

11.本行程由給力假期獨立出團並全程指派熱心、負責的給力專屬領隊及大陸專業導遊，隨團服務。 

http://www.what.org.tw/unesco
http://www.kempinski.com/ch/Pages/Destinations.aspx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國際機場 貴陽 復興航空 GE-342 07:30 10:45 

貴陽 桃園國際機場 復興航空 CZ-341 11:45 14:30 
 

行程內容：©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經過參觀娛樂活動  ˉ特殊交通工具  風味餐  

行程：第 01 天  臺北貴陽  

 交通：復興航空、巴士◎花溪十裏河灘濕地公園 -ˉ電瓶車◎甲秀樓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給力假期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直航班機直飛貴州省省會—貴陽市。 貴陽因

城區位於貴山之南而得名，又因為它地處山崗丘陵之間，所以還享有「山國之都」的美譽；境內山環水繞，

風光明媚，文物古蹟眾多，少數民族風情古樸濃鬱，再加上得天獨厚、四季如春的氣候條件，一年四季都

是旅遊的好地方。抵達後遊覽花溪公園，園內有柏嶺、壩上橋、桃花洲、麒山等景觀，讓人充分感受到「十

裏河灘明如鏡」的田園風光。隨後前往貴陽市的地標—甲秀樓，自古以來，這裡就是文人墨客聚集吟詠之

處，它與周邊的涵碧潭、浮天橋、芳杜洲、翠微閣、觀音寺、武侯祠、海潮寺等瑰麗的風景建築群，享有

「小西湖八景」之稱。明神宗萬曆 26 年，貴州巡撫江東之冀望貴陽「人才輩出」、「科甲挺秀」，因而打造

了甲秀樓，貴陽人也不負所望，此後甲秀樓成為貴陽地靈人傑的象徵。晚餐安排享用侗家食府歌舞宴，餐

後返回下榻酒店休息，養足精神迎接明日精采的旅程。 

 

餐食：早//自理 午//機上輕食  晚//å 侗家食府歌舞宴-RMB50/位 

住宿：超 級貴陽喜來登國際大酒店或凱賓斯基國際大酒店 

行程：第 02 天   貴陽荔波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29411880522059.24911.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29411880522059.24911.101724796624101&type=3


 交通：巴士  

 景點：◎大七孔景區  ©瑤族村寨  瑤族原生態歌舞秀  ◎妖風洞  ◎恐怖峽  ◎東方凱旋門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驅車前往位於貴州省南部的荔波，這裡以水景著稱的的大小七孔景區，甫於 2007 年

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自然遺產，它也是貴州省境內唯一的一處世界遺產；景區內溫潤如玉的潭

子，飛流而下的瀑布，百思不得其解的地坑，錯綜複雜的水上森林，與四川九寨溝並稱為「水景之王」；更

因為它是貴州瑤族的聚居地，觀光開發較晚，因此沒有九寨溝地區那麼重的商業氣息，來到這裡讓人彷彿

進入世外桃源一般。抵達後安排享用午餐，餐後遊覽瑤族村寨，瑤族是一個古老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

通用漢文；青年男女透過唱歌訂下終身，婚姻自主、自由戀愛、一夫一妻制；我們將安排欣賞瑤族原生態

歌舞表演，身著華麗服飾的瑤族姑娘表演傳統舞蹈，還會唱著甜美的山歌迎接遊客，並獻上香噴噴的瑤族

油茶，讓人意猶未盡。隨後進入大七孔景區，大七孔以粗獷自然的美景著稱，首先前往妖風洞，它因洞口

氣流帶出像妖氣般的颼颼涼風而得名，是一座完全充水的地下河通道，河水散發詭異的藍光，令人生畏。

反之恐怖峽並不如想像中的恐怖，此處乃是因為當地有許多野生獼猴，經常躲在峽穀洞穴內嚎叫，傳出可

怕的迴音，才被稱為恐怖峽。傍晚前往參觀東方凱旋門，它是一座自然生成的喀斯特地形峽穀，高達 73 公

尺，厚度有 15 公尺，是大七孔景區的代表景觀，鬼斧神工的大自然鉅作，令人嘆為觀止。傍晚返回荔波鎮，

晚餐安排享用森林生態宴。 

 

餐食：早//酒店早餐-午//中式合菜-RMB50/位  晚//å 森林生態宴-RMB60/位 

住宿： 級荔波努類吉海渡假莊園或同級 

 

行程：第 03 天  荔波都勻凱裏  

 交通：巴士、電瓶車  

 景點：◎小七孔景區 -ˉ電瓶車  ○響水河  ◎水上森林  ◎六十八級瀑布  ◎臥龍潭  ◎百子

橋  ©石板街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前往遊覽小七孔景區。所謂大小七孔，皆是因為當地橫跨樟江的一座大七孔橋與一

座建於清道光十五年的小七孔古橋而得名的，小七孔景區以精巧、秀美、古樸、幽靜著稱，景區內的響水

河湛藍清澈，空氣清新得像冰鎮過一樣，平靜無波的河面倒映著小七孔橋，構成絕美的畫面。接著前往水

上森林，這裡大大小小的灌木均勻地分佈在一條湍急的河流上，讓人驚奇的是這些灌木的根長年被河水沖

刷著，但枝幹卻異常的茂盛，並散發著幽幽的綠色，遠遠地看上去就像一幅中國水墨畫；水面上由石柱組

成的步道，能讓人走入長達 700 公尺的水上森林，體驗這座仙境般的奇幻世界。午餐後前往六十八級瀑布，

這是一座全球罕見的密集型瀑布，層層疊疊，蔚為奇觀，而且水流終年常溫，因此也是國寶娃娃魚的棲息

地。隨後前往臥龍潭，潭邊怪石林立，古木森森，一片靜謐，但過了潭邊的大壩卻是水聲轟鳴，震耳欲聾，

頗有龍潭虎穴的氣勢。下午驅車前往都勻，都勻素有「橋城」之稱，因為境內的劍江穿城而過，因此當地

的布依族、苗族民眾便在江上修建許多形制各異的橋樑，其中佼佼者首推百子橋，而沿江上的眾多橋樑更

讓這裡像是一座橋樑博物館，您可以漫步在江邊的石板街，感受此地悠閒的氣氛； 傍晚驅車前往凱裏，晚

餐安排享用滋味獨特的黔南燒烤風味。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中式合菜-RMB50/位  晚//å 苗鄉風味-RMB50/位 

住宿： 級凱裏嘉瑞禾維景國際度假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 04 天  凱裏西江凱裏  

 交通：巴士  

 景點：◎少數民族博物館  ©西江千戶苗寨  苗族大型歌舞表演  

享用飯店早餐後，遊覽位於黔東南的凱裏，中國最大的侗寨、最大的苗寨都集中在這裡，每年有上百個民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5289713267609.27014.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5341449929102.27023.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travelbirds?ref=hl#!/media/set/?set=a.242873849175861.59308.101724796624101&type=1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5349996594914.27024.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5349996594914.27024.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5371136592800.27033.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6029886526925.27288.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6033966526517.27290.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6037696526144.27292.101724796624101&type=3


族節日，凱裏因此又被稱作「百節之鄉」。首先遊覽參觀少數民族博物館，可以對黔東南的人文地理及少數

民族風情有更深入的瞭解。下午前往西江千戶苗寨，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被中外人類學家和民俗學者

認為是保存苗族原始生態文化最完整的地方，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前 559 年的蚩尤部落。最負盛名的中國

苗族銀飾也產自這裡，苗族女子節日盛裝的銀冠、銀角和銀鳳雀等頭飾雍容華貴，連小姑娘都頭戴華麗的

銀冠。當地苗人有句俗話：小孩子會走路就會跳舞，會喝水就會喝酒，會說話就會唱歌；好客的苗人熱情

讓人難忘，我們將安排欣賞苗族大型歌舞表演，晚餐並安排獨具民族特色的西江長桌宴，它是苗族最隆重

的待客禮儀，客人就座後，一個個盛裝打扮、笑顏如花的苗族姑娘來到您面前，送上香氣四溢的野味美食，

端起米酒唱著動聽的勸酒歌，讓您在歌聲、笑聲及微醺的醉意中，留下苗寨美麗的回憶。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å 西江長桌宴-RMB50/位   晚//å 苗王酸湯魚風味-RMB50/位   

住宿： 級凱裏嘉瑞禾維景國際度假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 05 天  凱裏安順  

 交通：巴士  遊船，電梯  

 景點：◎龍宮風景區 -遊船（往返電梯）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驅車前往安順。抵達後享用午餐，餐後前往參觀中國最長的大型水中溶洞─龍宮風景

區（龍宮風景區官方網站）。這裡以水中溶洞稱奇，橫跨 20 多座山頭、90 多個洞穴，地下暗河連接五組溶

洞，號稱五進龍宮，暗河最深處達 28 公尺，最寬處達 30 公尺，最窄處只能容一小船出入。乘船進入宮門，

迎面來的是「群龍迎客」，青黝的洞頂垂下十數條鐘乳石，張牙舞爪，酷似龍形，往深處進發，只覺暗河的

水流平穩凝重，幽深莫測，水道曲折迷離。龍宮與一般旱洞不同，它浸在一泓碧水中，泛舟穿行於溶洞間，

宛如盪舟「龍王水晶宮」，奇幻的景象與難以言喻的神秘感，除了親眼目睹，沒有替代的方式能讓人深切感

受。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中式合菜-RMB50/位  晚//å 中式合菜-RMB50/位 

住宿： 級安順葡華大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 06 天  安順黃果樹安順  

 交通：巴士、電扶梯、纜車  

 景點：◎黃果樹瀑布 -ˉ單程電扶梯  ◎螺絲灘瀑布  ©布依石頭寨  ◎天星橋景區 -ˉ上行   

纜車  ◎水上石林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驅車前往有「神州第一瀑」美稱的黃果樹瀑布風景區（黃果樹景區官方網站），我們

將搭乘亞洲最長的電扶梯前往瀑布觀景臺，此地以黃果樹瀑布為中心，地面共有 18 個瀑布，地表下有 14

個瀑布；黃果樹瀑布是中國第一大瀑布，也是亞洲最大的瀑布，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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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景象令人畢生難忘。

黃果樹瀑布下游還有一處灘面長達 350 公尺，由無數盤旋層疊的梯級，形成逶迤綿長螺旋狀的螺絲灘瀑布，

景象亦是壯美絕倫。午餐享用瀑布土雞宴，餐後前往布依石頭寨，布依族是貴州的少數民族，寨中清一色

的石頭建築就叫石頭寨，其棉布蠟染技藝更是一絕。隨後搭乘纜車前往天星橋景區，它是由地下河道塌陷

形成，寬約 300 公尺的天星橋，上下奇壁聳立，瀑布飛瀉，激流滾滾；其中呈漏斗形被暗河吞沒的「銀鏈

墜潭瀑布」，上寬下窄，上高下低，落差達 20 公尺，由於長年累月的波浪衝擊和流水侵蝕，河床形成無數

小坑穴，流水漫頂而下，仿若滾珠落玉，陽光照映下閃爍生光，似無數銀練墜入潭中，令人感嘆大自然的

奧妙。這裡還有露出水面的水上石林等奇特景觀，禿石上長滿了巨大的仙人掌，河水從石林的上面分開，

環流兩側，又在下面交匯，把一座石林圍在水中，堪稱鬼斧神工。今天晚餐安排於下榻的酒店享用豐盛的

迎賓筵席，讓您大快朵頤。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å 瀑布土雞宴-RMB50/位  晚//å 夜郎風味宴-RMB60/位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16940988435815.19254.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6092949853952.27312.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36092949853952.27312.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china-longgong.com/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16044141858833.18699.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hgscn.com/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29972070466040.25164.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29981217131792.25165.101724796624101&type=3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16042721858975.18698.101724796624101&type=3


住宿： 級安順葡華大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 07 天  安順  貴陽  

 交通：巴士、遊船  電瓶車  

 景點：  ◎©天龍屯堡古鎮  老漢族傳統地戲  ◎天臺山  ◎五龍寺©青岩古鎮  多彩貴州

風歌舞秀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 前往明朝遺跡─天龍屯堡古鎮；明朝朱元璋下令「調北征南」之後，為維護進入雲

南的驛道暢通，並監管貴州少數民族，留駐部分軍隊駐紮在安順一帶驛道沿線，形成此地獨樹一格的屯堡

文化。屯堡依山而建，街巷縱橫交錯，堡中的每一組建築、碉樓構成小小的四合院，而在碉樓或圍牆之上

設有射擊孔，結合防禦、居住為一體；古屯堡村寨外表看似粗獷，內部裝飾卻甚為精美，如垂花門、格扇

窗、柱礎等部位，將江南的木雕和石雕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極具觀賞價值。現在居住在這裡的主要姓氏

是陳、鄭、張、沈等姓，他們是屯軍始居姓氏的後裔，至今仍保留著明朝當時的衣著服飾及生活習慣。我

們將安排觀賞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老漢族地戲」，地戲的演出形式是源於遠古的儺祭儀式，樣樣規矩都馬

虎不得，必需行禮如儀；演出的戲目全是有關忠、孝的「三國演義」、「嶽武穆傳」等故事，演員戴上俗稱

「臉子」的面具，它是以白楊木精雕而成、造型生動、色彩豐富、神態誇張詭秘、令人歎為觀止。下午前

往佛、儒、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聖地─天臺山，天臺山四周群翠環抱，山雖不高不大，但怪石兀立，雄奇險峻，

山頂上建有屬於屯堡人的寺廟─五龍寺，是屯堡寺廟建築的代表；午餐享用青岩狀元蹄風味。 

午餐後前往遊覽青岩古鎮，它位於貴陽市的南郊，始建於明洪武十一年（1378 年），是貴州最著名的文化古

鎮之一。古鎮佈局沿襲明、清格局，至今仍存完好的朝門、腰門以及陳舊古老的石櫃檯和木櫃檯。鎮內祠

宇林立，建有九寺、八廟、五閣、三洞、二祠、一宮、一院，共 30 多座廟宇祠堂，這批古建築氣勢雄偉、

雕樑畫棟，工藝精妙絕倫，令人嘆為觀止。其中不少雖年久失修，大部分仍風韻猶存，極具觀賞價值 ，它

同時也是一個集儒、釋、道、基督教及天主教為一體，中西文化交融的地點；在此地不僅可感受厚重的明

清遺風，還可親身參與的青岩豆腐製作，品嚐香甜酥脆的玫瑰糖.傍晚驅車返回貴陽，晚餐享用喜來登酒店

自助大餐，餐後前往欣賞貴州馳名國際的「多彩貴州風」豪華歌舞秀，它為貴州旅遊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

素，成為貴州文化與旅遊相結合的傑作，通過還原於真實的歌舞氛圍打造，讓觀眾彷彿身臨其境，儼然坐

遊貴州的多彩山水間。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狀元蹄風味-RMB50/位  晚//å 升等酒店自助餐 –RMB218/位 

住宿：超 級貴陽喜來登國際大酒店 或凱賓斯基國際大酒店 

行程：第 08 天  貴陽臺北  

 交通：  巴士、復興航空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整理行裝前往機場，搭機返回臺北，結束此次難忘的貴州黔東南深度之旅。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機上輕食  晚//自理 

 

給力假期溫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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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29961557133758.25161.101724796624101&typ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