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祕版納８日(無購物無自費) 

(昆明.羅平九龍瀑布.原始森林)    出發:03/22 

★ 特色介紹： 

 



 

 



 

 



 

 



 

 



 

 



 
西雙版納－猛倫熱帶植物園、西雙版納傣族園、橄欖壩、野象谷 (雙程纜車)、原始

森林公園、望天樹風景區(空中走廊)、曼聽公園。  

羅平─九龍瀑布 (單程地軌車 )，多依河 (電瓶車)。  

九鄉─九鄉(遊船+纜車)。  

 
●住宿安排：  

(昆明)宿準五★南亞風情園豪生酒店或同級   

(西雙版納)宿五★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羅平)宿準四★雲之夢酒店或同級  

 
●風味安排：  

(昆明)─野菌風味   

(西雙版納)－傣族風味、版納風味  

●【全程餐標為 50-60/人】  

●每日礦泉水  
 

★ 銷售特色：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昆明 /西雙版納、西雙版納 /昆明，搭乘 2 段內陸機  舒適又省時   

  
 

★第 1 天 桃園機場/昆明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噴射客機前往雲南省省會，一座有兩千多年悠久歷史，四季

如春的春城－昆明。春城昆明是云南省的首府，由於世博會的舉辦，提高了昆明在世界上的

知名度。在不到 500 萬人口的城市中，聚居著漢、彝、白、傣、哈尼、納西族等少數民族。  
  

貼心提醒雲南旅遊注意事項：  

1.雲南屬高原型西南季風氣候，晝夜溫差很大，夜晚氣溫偏低；每日早晚溫差較大（12~15

攝氏度），請注意著裝，預防感冒；請帶足保暖防寒衣物，並備常用藥品及雨具。 

2.麗江、香格里拉、德欽等地海拔較高，注意休息，以防出現高山反應。在海拔 2800 米以

上地區不宜劇烈運動，不可急速行走，更不能跑步，不能做體力勞動，否則容易有缺氧的感

覺。不要迷信和依賴氧氣，不要過分緊張，多做深呼吸。高海拔地區宜少飲酒，多食蔬菜、

水果，以防發生高山反應。如有需要可自費配備「小型氧氣瓶」及相關物品 。  

3.雲南地處雲貴高原，室外紫外線照射較強，長時間在戶外活動，注意防曬，帶好防曬用

品。  

4.旅遊攝影時，請注意安全，不要到有危險的地區拍攝或攀爬。（麗江古城中的水邊、橋邊

或虎跳峽的懸崖邊等地）  

5.雲南是個多民族居住的地區，請尊重當地少數名族的生活和信仰，避免與當地居民發生衝

突；購物時最好能聽從導遊人員的建議，以免發生不必要的糾紛。 

住宿：五★南亞風情園豪生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 X：  晚餐 O：菌火鍋風味 RMB60  
 

★第 2 天 昆明—(車程約 2H)九鄉【遊船+纜車】(虹橋風景區，白象洞、神女宮、雌雄瀑布)－

(車程 3.5H)羅平  

●【九鄉】此地是雲南省新興的以溶洞景觀主體、洞外自然風光、人文景觀、民族風

情融合為一體的大型綜合風景名勝區，九鄉風景區擁有上百座大、小溶洞，國內規模



最大、數量最多、溶洞景觀最奇特的洞穴群落體系。九鄉的另一特點是這裏的水非常

美，既有可泛舟而行的 2 公里長的暗河溶洞, 又有瀑布濺流，還有兩壁峭立 ,水翠天青

的峽穀河道。其已開發為虹橋風景區，有白象洞、神女宮、雌雄瀑布和大型石雕群構

成的神山奇觀。  

住宿：準五★雲之夢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烤鴨風味 RMB50  晚餐 O：羅平風味 RMB60  
 

★第 3 天 羅平(九龍瀑布+單程地軌車、多依河景區+電瓶車)—(車程約 4 小時)昆明  

●【九龍瀑布群】瀑布群有 4 公里長的河床密佈著鈣化灘、疊水和瀑布，是九龍河上頗富盛

名的大瀑布群，當地布衣族稱之為『大疊水』，最大的九龍第一瀑，高 56 公尺，寬 112 公

尺，壯麗的美景，令人目不暇接；河中怪石嶙峋，淺灘深潭，周邊植滿作物的梯田，恰似彩

畫之框。  

●【多依河景區】多依河位於羅平縣城東南 40 公里，經十萬大山峰叢至多依寨子進入景

區。景區從多依寨至雞鳴三省的三江口，全長 12 公里的河床上有近 40 個瀑布，兩岸古木修

竹，色彩豐富，層次清晰。 

住宿：五★南亞風情園豪生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 O：老房子風味 RMB60  
 

★第 4 天 昆明/西雙版納(橄欖壩、猛倫熱帶植物園(含電瓶車)、西雙版納傣族園)  

搭機前往遊覽享有「植物王國」、「動物王國」、「藥物王國」等美譽的【西雙版納】。 

 ●【橄欖壩】橄欖壩因形似橄欖而得名，在泰語中叫做“猛罕”，猛罕一名，意為將布匹卷

起來的地方。橄欖壩是西雙版納傣族的主要聚居區之一，瀾滄江由北向南橫穿壩子中心。橄

欖壩平壩中分佈著 80 多個村寨，戶戶種田，家家種果，村村有膠園，寨寨有林木，登高遠

眺，一座座傣家木樓和佛寺佛塔深藏于各種熱帶林木之中，走進村寨，榕樹、大青樹等喬木

遮天蔽日，鬱鬱蔥蔥，地上綠草茵茵，花團錦簇。正如詩人曰：“一日作客橄欖壩，夜夜夢

回傣族園”。  

●【猛倫熱帶植物園】，它座落在猛臘縣猛倫鎮的葫蘆 島上，葫蘆島因被瀾滄江的支流─

羅梭江環繞，狀如葫蘆形而得此名。此園區由植物學 家蔡希陶教授於 50 年代帶領一批年輕

的植物科學工作者所創立，園區占地面積 900 公頃， 保留大片原始森林，已引種栽培的熱

帶植物多達 4000 餘種，各種植物分類集中種植，組 成錯落有致的 10 多個植物專業區，是

認識熱帶植物的絕佳場所，漫步其間可充分享受芬 多精的洗禮。  

●【西雙版納傣族園】它位於景洪市動罕鎮，園區由 5 個保存最完 好的傣族自然村落組

成，共有村民 326 戶，這裡旖旎的亞熱帶庭院風光、濃鬱的傣家民風 、典型的傣家竹樓造

型、傳統的手工藝製作與神奇的佛教文化，構成一幅迷人的典型西 雙版納印象；我們更將

安排參加潑水節活動，在熱鬧的氣氛中體驗傣家人民的無比熱情 。 

  

※為配合搭機時間，行程中如安排 09:30 以前之內陸段航班，當日早餐將以簡單餐盒替代，

如有不便，懇請見諒。  

住宿：五★西雙版納喜來登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餐盒(酒店內)  中餐 O：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 O：傣族風味 RMB60  
 

★第 5 天 西雙版納(野象谷(雙程索道)、原始森林公園(電瓶車))  

●【野象谷】據考古發現證明，亞洲象曾廣泛地分佈在長江流域、兩廣及貴州地

區，甚至北至黃河流域。隨著氣候和地理環境的惡劣，亞洲象被迫一路南遷。目

前，西雙版納是亞洲象在中國唯一的棲息地。位於猛養子自然保護區東、西兩片區

結合部的野象穀，是生活在兩片區的野生亞洲象交流彙聚的中心通道。野象穀通過



高空觀象棧道、雨林觀光索道、亞洲象博物館、亞洲象種源繁育基地、亞洲象表演

學校等多個遊覽項目，讓遊客得以在不干擾亞洲象生活的條件下安全地觀察亞洲野

象及其生存環境，成為中國唯一一處可以與亞洲野象近距離交流的地方，被譽為

“人類與亞洲野象溝通的橋樑”。  

●【原始森林公園】是西雙版納最大的綜合性生態旅遊景點之一，公園融匯了獨特

的原始森林自然風光和迷人的民族風情。園內有北回歸線以南保存最完好的熱帶溝

谷雨林，孔雀繁殖基地、猴子馴養基地、大型民族風情演藝場、愛伲寨、九龍飛

瀑、曼雙龍白塔、百米花崗岩浮雕、金湖傳說、民族風味燒烤場等十大景區五十多

個景點，突出體現了“原始森林、野生動物、民俗風情”三大主題特色。    

住宿：五★西雙版納喜來登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 O：中式合菜 RMB60  
 

★第 6 天 西雙版納－(望天樹風景區(含空中走廊、游船)、曼聽公園)  

●【西雙版納熱帶雨林國家公園望天樹景區】是北緯 21 度唯一的一片綠洲，也是熱帶雨林

國家公園的核心景區，是中國唯一從水、陸、空全方位體驗熱帶雨林的好地方。茂密的原始

熱帶雨林中，密集生存著代表東南亞熱帶雨林的標誌性樹種望天樹，他們是雨林裡的巨人，

可以生長到 40-80 米，相當於 20 層樓的高度。在幾十米高的樹上，一條用鋼索和尼龍繩搭

建的吊橋懸空而立，這就是景區裡最吸引人的“空中走廊”。走廊高達 36 米，長約 500

米，走在上面，可以從空中俯瞰整片熱帶雨林景區，非常壯觀。也可以沿著樹叢中的小路蜿

蜒前行，小路全長約 2 公里，途中你可以近距離接觸熱帶雨林“五大奇觀”：板根、絞殺、

寄生附生、滴水葉尖、老莖懷春等難得一見的景象。更可以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傣族、哈尼

族、布朗族、瑤族等民族的民俗風情和原生態自然村落。之後，還可以乘坐小船，在南臘河

上感受這一片被稱為“東方亞馬遜”的熱帶雨林區。  

●【曼聽公園】曼聽公園位於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市東南方，距城區約 2 公里，處

於瀾滄江與流沙河匯合的三角地帶，占地面積 400 餘畝。有保存完好的 500 多株古鐵刀木林

及植被，園內有山丘和河道，又有民族特色濃郁的人文景觀，是個天然的村寨式公園，以前

是傣王御花園，已有 1300 多年的歷史。景區集中體現了“傣王室文化、佛教文化、傣民俗

文化”三大主題特色。曼聽公園是西雙版納最古老的公園，傣族習慣把她叫做“春歡”，意

為“靈魂之園”，過去是西雙版納傣王的御花園，傳說傣王妃來遊玩時，這裡的美麗景色吸

引了王妃的靈魂，因而得名。 

住宿：五★西雙版納喜來登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 O：西雙版納風味 RMB60  
 

★第 7 天 西雙版納/昆明(西山龍門【纜車上+電瓶車下】、雲南印象歌舞表演)  

●【西山龍門】相傳古時有鳳凰停歇，見者不識，呼為碧雞，故唐代稱為碧雞山。又

因形狀像臥佛，也叫臥佛山。元明以來，又稱太華山。因其在城西，人們慣稱之為西

山，西山森林茂密，花草繁盛，清幽秀美，景致極佳，在古代就有“滇中第一佳境”

之譽。它峰巒連綿 40 多公里，海拔 1900 米至 2350 米。從昆明遠處眺望，西山猶如一

位美女臥在滇池兩岸，其臉、胸、腹、腿，以至下垂入水的頭髮，都清晰分明，且顯

得丰姿綽約，嫵媚動人，所以又叫“睡美人”。民間傳說，遠古時一位公主耐不住宮

中寂寞，偷偷出了王宮與一小夥結為夫婦。後來，國王拆散了這一美滿姻緣，並用計

將小夥子害死。公主悲痛欲絕，痛哭不止，淚水匯作了滇池，她也仰面倒下化作了西

山。從古至今，很多名人墨客都為之驚歎：“睡佛雲中逸，滇池海樣寬”、“千崖萬

壑爭雄秀，卻無一處自平庸”。您可搭乘纜車上山，即達身價百倍之「龍門」，龍門

地勢高而險，壯而奇，上屆雲天，下臨絕壁。整個龍門的工程始於 1781 年，終於

1853 年，歷時 72 年。工程既險峻又艱巨，集奇異與精湛為一體；登高望遠，滇池風

景山水之美實難形容，後乘當地遊園車下山。  



●【雲南印象】欣賞雲南印象是著名舞蹈家楊麗萍首次出任大型歌舞集總編導及藝術

總監，原汁原味的民族歌舞元素，是一既有傳統之美，又有現代之力的舞台新作。她

將最原生的原創鄉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經典全新整合重構，再創雲南濃郁的民族風

情。  

  

※為配合搭機時間，行程中如安排 09:30 以前之內陸段航班，當日早餐將以簡單餐盒

替代，如有不便，懇請見諒。     

住宿：五★南亞風情園豪生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餐盒(酒店內)  中餐 O：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 O：雲祥和 RMB60  
 

★第 8 天 昆明/桃園機場  

早餐後，驅車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回台北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X：  晚餐 X：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