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香格里拉.石卡雪山8日(5星無購物.無自費) 

為使您充分感受當地生活，特別安排三項特色歌舞表演： 

《麗江：麗水金沙秀》、《中甸：詩畫香格里拉秀》、《大理：三道茶表演秀》 

《詩畫香格里拉秀》是在香格里拉以傳播民族文化精髓的專業民族風情歌舞，

是演繹和展示康巴地區及三江並流民族文化共融、和諧、自然形成的民族民間

文藝和民俗文化的專業演出團體。 

《麗水金沙秀》充分運用了現代藝術手段和表達方式，通過優美的舞蹈語言、

扣人心弦的音樂曲調、豐富多彩的民族服飾、立體恢弘的舞蹈場面和出神入化

的燈光效果，完美地體現了民族歌舞的表現力，開創了民族舞蹈嶄新的表現形

式，給觀眾產生了強烈的藝術衝擊力和震撼力。 

《喜洲白族民居三道茶表演》《保存最好白族民居建築物》白族民居的「三坊

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庭院格局是大理文化的象徵，這類建築在喜洲鎮可謂

集中且十分典型。並一品~白族三道茶及傳統歌舞表演,。 
 

特別安排【中甸香格里拉.神山－石卡雪山；世界著名峽穀－虎跳峽】 

 

◆1933年，英國著名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一書中，描寫遠在東方的一塊永恆寧靜的土

地，那兒雪峰峽穀、廟宇深邃、森林環繞、牛羊成群，這就是「香格里拉」，而「香格里

拉」這美麗動聽又遙遠陌生的名字，幾近於「世外桃源」與「伊甸園」的同義詞，如同

一個巨大的懸念，足足跟隨了人類半個世紀。當雲南省於 1997 年 9 月鄭重宣佈，經過

多時，及數十位專家、學者考察，證實「香格里拉」就在雲南的迪慶藏族自治區時，世

人為之震驚。 

 

◆『麗江古城』始建於宋末元初，以不築城牆馳名，走訪以小橋、流水、人家為特色的

四方街，四方街是古城的中心廣場，廣場的形狀很像方形的知府大印，由土司取名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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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取「權鎮四方」之意，也有人說是因為這裡的道路通向四面八方，是四面八方的人

流、物流集散地，所以叫四方街，走街入院，欣賞古城建築，古城建築全為古樸的院落

民居，房屋構造粗獷，而庭院佈置和房屋細部裝飾豐富而細膩，而麗江古城也在 1997

年 12月 4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行程特色： 

 1.麗江古城- 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2.天龍八部的段氏王國－大理古城 

3.虎跳峽~觀賞長江奇景 & 長江第一彎 

4.玉柱擎天景區(含騎馬)玉湖村納西古村落【騎馬約一小時】 

5.石卡雪山~香格里拉神聖而俏麗的雪山王國【乘坐亞洲最長的旅遊觀光索道纜車】 

住宿安排 : 

【昆明】★★★★頤華國際酒店 或同級 

【大理】準★★★★★潮漫酒店或同級 

【中甸】準★★★★★天瑞陽光酒店或同級 

【麗江】準★★★★★吉祥園酒店(2016年開業)或同級 

昆明頤華國商務酒店外觀雄偉、氣派非凡。各類客房均由名師設計，彰顯尊貴。酒店擁

有可容納 300 多人的豪華多功能會議廳及 3 個佈局獨特便捷的小會議室。 

 

香格里拉天瑞陽光酒店，酒店座落于古城邊，引入眼簾的是酒店門口的大紅燈籠和木質
房頂，傢俱也是深棕色的，床上裝飾也是暗紅色，相互輝映，中國風十足！ 

 
官吉祥圓國際大酒店位於麗江古城吉慶路(2016年開業)，是麗江特色餐飲和高端休閒娛
樂會所集中區。酒店傍麗江祥和商業廣場，打車至古城南門僅需十餘分鐘。周邊環境也
不錯，附近有很多吃的，附近有個大商場，斜對面有個沃爾瑪超市，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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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美食：菌王火鍋宴、白族風味、虹鱒魚宴、納西風味、砂鍋魚風味、藏族

風味、雲南風味 
特別贈送：贈送民族小禮品一份。 

體貼安排：每人每天1瓶礦泉水。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全程無自費，讓您盡情旅遊！ 

參考時間 : MU 直航 

航程 航班 飛行時間 航程 航班 飛行時間 

桃園/昆明 MU2028 1230/1605 昆明/桃園 MU2027 0815/1130 

 

第一天  桃園  昆明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豪華直航客機飛往雲南省省會—【昆

明】。 

宿：★★★★頤華國際酒店或同級 

早餐：自理 中餐： 機上餐食 晚餐：菌王火鍋（40RMB） 

 

第二天  昆明－ 4.5H 大理【喜洲民居三道茶】－3H 麗江【束河古鎮】 

 

【喜洲民居+三道茶歌舞表演】喜洲白族民居在這裡可參觀白族紮染的製作，品嚐白族的

風味食品特色茶點—白族三道茶，並欣賞精彩的歌舞表演，它是屬於唐宋時大理國的宮

廷茶，乃是用蒼山雪水以特殊製法調配而成，號稱一苦、二甜、三回味，十分獨特。 

【束河古鎮】它原名龍泉村，早在明代就已經是滇西北的重要集鎮，南來北往的商人們

在此交易，也是納西族人的發源地。束河中心的集市廣場與麗江四方街非常類似，青石

鋪設的街面，周圍店鋪順次排開，門口擺放著各種手工藝品；不同於大研鎮古城的洋風

興盛，難得的是這裡相當寧靜樸實，能讓人真正體會麗江的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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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準★★★★★吉祥園酒店(2016 年開業)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白族風味（40RMB） 晚餐：王府家宴（40RMB） 

 

第三天  麗江－1H 玉柱擎天景區+騎馬(納西村落、鱒魚府、雪山湖泊、玉龍

書院、養鹿場、千年古樹群、納西神泉、太子洞、摩崖石刻) －1H 黑龍潭公

園、漫步古城+四方街、麗水金沙秀 

 

【玉柱擎天景區(含騎馬)】位於麗江古城北面，玉龍雪山南麓，是歷代土司消夏避暑的夏

宮所在地。海拔 2800 米左右的景區集雪山、玉湖、摩崖石刻、納西族徇情聖地、玉龍書

院、神泉、等自然風光於一體，東巴文化，藏傳佛教和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交相輝映。 

【玉湖古村落】納西語稱為“巫魯肯”，在玉龍雪山最南端，被稱為玉龍雪山第一村，

玉湖村是納西族祖先最早遷徙居住的古村落之一，村落民居全部由天然蜂窩狀石頭砌

成，是納西族最原始最古樸的村落，可讓您追憶納西民居歷史的源頭。民間傳說，“麗

水出金沙，雪山藏白銀”，玉湖古村落是用雪山上的金銀礦石堆砌而成的寶藏，因此也

吸引著無數尋寶者的目光。 

【鱒魚府】在神奇美麗的“玉柱擎天”景區，還有一種獨特的景觀，那就是虹鱒魚和金

鱒魚，它們不僅是觀賞的珍貴魚類，也是這裏最鮮美的美食。虹鱒魚原產於北美洲的太

平洋沿岸，是當今世界分佈最廣的養殖冷水魚類之一。 

【雪山湖泊】(玉湖)東臨白沙壩，與虎紋山遙相對望；西倚玉龍山，主峰扇子陡倒影湖中，

藍天白天遊移湖面，山光水色，上下空明，秀顏天下,如古所雲:“瑤池瓊島”。“玉湖倒影”

為玉龍雪山十二影之首。 

【土司鹿場】騎馬打獵一直是納西族的傳統體育項目，納西族史可以說一部馬的歷史。

明清時期納西王在避暑休閒的夏宮旁邊開闢了騎馬遊樂的鹿場。玉湖村最早的居民就是

為納西王護宮養鹿的納西人。 

【玉龍書院】歷代土司吟詩讀書的場所，將他們崇尚文化，包容萬物的思想一直發展了

下來。成為歷代土司尊重文化、重視讀書的一大標誌。據統計，自雍正改流至道光中期

110 多年間麗江科舉就出了進士 3 人，舉人 31 人，副榜 5 人，貢生 70 余人，可謂人才

輩出，俊傑薈萃。 

【千年古樹群】傍崖監湖，濃郁幽深，又象一把把巨傘斜遮湖上，鳥兒嘻噪其間，鳥語

花香，心曠神怡。納西族世世代代祭祀神靈的場所。 

【納西神泉】茂密的千年古樹上，有一座觀音形狀的山崖名叫“觀音崖”、崖下是太子

洞，洞內出神泉，泉水甘甜，周邊各族群眾常到此取水飲用，是天然的低礦化飲用水。



昆明香格里拉.石卡雪山8日(5星無購物.無自費) 
據說這水可以治眼病、去風濕等多種疾病，相傳一尊“送子觀音”在此常年守望，久婚

不孕之夫婦在此燒香叩拜，飲用此水，會為不孕夫婦帶去佳音。 

【摩崖石刻】麗江最早的漢文摩岩石刻"玉柱擎天"，1723 年清代改土歸流後的麗江第一

任知府親筆手跡，左下橫刻"玉壁金川"四字，則是麗江郡丞聶瑞於 1725 年所題，這巨幅

石刻寫盡了麗江玉龍大雪山的壯麗、金沙江的絕美。 

【黑龍潭公園】俗稱龍王廟位於麗江古城北端象山之麓，一大股泉水從象山腳下古栗樹

下汩汩而出，晝夜不停，匯成面積近 4 萬平方米的水潭，泉水清澈如玉，水面開著潔白

的海菜花，水底遊魚如梭，潭畔花草樹木繁茂，樓臺亭閣點綴其間，風景秀麗。 

【麗江古城】又名大研鎮，它位於麗江壩中部，北依象山、金虹山、西枕獅子山，東南

面臨數十裡的良田闊野。麗江古城也在 1997 年 12 月 4 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

產委員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四方街】是大研鎮古城中心的廣場稱為四方街，城內街道密如蛛網，以四方街為中心

向四方輻射，中心廣場最高處設有活水閘門，每逢清潔日閘門關閉時，河道中的清水滿

溢而出，四方街上所有店家便一起出來清洗街道，因而四方街數百年來皆保持一塵不染。 

【麗水金沙秀】薈萃了麗江奇山異水孕育的獨特高原民族文化現象、亙古絕麗的古納西

王國的文化寶藏。通過擇取其中 8 個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意象，全方位展示了麗江獨

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麗水金沙”充分運用了現代藝術手段和表達方式，通過優美的

舞蹈語言、扣人心弦的音樂曲調、豐富多彩的民族服飾、立體恢弘的舞蹈場面和出神入

化的燈光效果，完美地體現了民族歌舞的表現力，開創了民族舞蹈嶄新的表現形式，給

觀眾產生了強烈的藝術衝擊力和震撼力。 

 
宿：準★★★★★吉祥園酒店(2016 年開業)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虹鱒魚宴（40RMB） 晚餐：納西風味（40RMB） 

 

第四天  麗江－4H 中甸【遠眺長江第一灣、虎跳峽、香巴拉時輪壇城、詩畫

香格里拉秀】 

 

前往迪慶藏族自治州首府─【香格里拉】，此地原名中甸，2002 年正式改名，是《失落

的地平線》一書中，被描述為人間最後一塊淨土的地方。 

【虎跳峽】以奇險雄壯著稱於世,共十八處險灘，江面最窄處僅 30 餘米，江水被玉龍、哈

巴兩大雪山所挾峙，海拔高差 3900 多米，峽谷之深，位居世界前列；相傳猛虎曾憑江中

巨石騰空越過江面，因而得名。隨後途經【長江第一灣】，長江自青康藏高原奔騰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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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經石鼓鎮後轉彎朝北而去，就形成了著名的長江第一灣。 

【香巴拉時輪壇城】是藏區最著名的大活佛、藏傳佛教領袖班禪喇嘛的道場。被國際旅

遊聯合會主席稱為中國最壯觀最震撼最神秘的「黃金屋」，道場內有一座用純金打造的世

界最大的立體壇城—時輪金剛壇城。這座壇城是由八大教派共同打造，藝術手法超凡，

上面鑲嵌及裝藏有無法估值的天珠蜜蠟紅珊瑚綠松石硨磲瑪瑙等。這座壇城是藏區最大

活佛修行密宗的道場，也是藏區加持力最強最珍貴的壇城，每逢重大日子，康區的藏民

們都要到此轉經以求身體健康事業順利家庭幸福。道場內還有一尊 20 多米高、重數十噸

的時輪金剛大佛。是藏傳佛教悲智合一的體現，也是慈悲和智慧雙修教法的體現，道場

內收藏有各大教派及大活佛的真跡唐卡，及不盡其數各活佛的法器與珍寶。道場內有數

十間展示藏傳佛教藏族文化的陳列館，另設有一處藏秘七寶的展示廳，可以讓您瞭解佛

教的藏秘七寶與之結緣。香巴拉時輪壇城是瞭解藏文化藏傳佛教的視窗，更是感悟人生

窺探前世今生輪回的一個神秘的地方。 

【詩畫香格里拉秀】是在香格里拉以傳播民族文化精髓的專業民族風情歌舞，是演繹和

展示康巴地區及三江並流民族文化共融、和諧、自然形成的民族民間文藝和民俗文化的

專業演出團體。 (詩畫香格里拉秀如遇天氣狀況或不可預知狀況停演，每人當場退 30RMB) 

宿：准★★★★★天瑞陽光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中式合菜（40RMB） 晚餐：藏族風味（40RMB） 

 

第五天 中甸【石卡雪山風景區+纜車(體驗新年煨桑祈福儀式,為自己及家人掛

經幡及拋灑隆達)、納帕海觀黑頸鶴、贈送高山別莊下午茶、獨克宗古城】 
 

【石卡雪山風景區】又稱「藍月山谷景區」，位於香格里拉縣城西南部，距香格里拉縣城

7 公里，交通便捷，有一條四級油路直達景區，車程約 15 分鐘。索道於 2006 年 7 月份

建成試營運，十一期間正式開通。全長 4,190 公尺，是目前雲南最長的索道，索道將遊

客從海拔 3,270 公尺的納帕草甸送到海拔 4,000 多公尺的山頂，在山頂可以同時看見梅

里雪山、玉龍雪山，甚至四川稻城的三大雪山等幾乎所有的雪山景色。景區匯集了雪山、

峽谷、森林、湖泊、花海、草甸等香格裡拉特色的自然景觀和生物及民俗宗教文化，綜

合體現了雪域高原特有的自然美景和民族風情。很多美妙的民間傳說和動人故事，讓景

區頗具《消失的地平線》一書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神韻 

。纜車分為兩段，第一段長 1971 米，高度差為 320米，搭乘時間約 15分鐘，可以欣賞

藍月山谷的景色。第二段纜車長 2186米，高度差為 632 米，搭乘時間約 20分鐘。 

特別安排在石卡雪山：體驗新年煨桑祈福儀式，為自己及家人掛經幡及抛灑隆達 



昆明香格里拉.石卡雪山8日(5星無購物.無自費) 
【納帕海】意為“森林旁的湖泊”，位於香格里拉縣城的西北 8 公里處。納帕海是一個高原

湖泊，有許多珍奇飛禽棲息於此，其中最有名的要數國家一類保護動物黑頸鶴，每年 9

月到翌年的 3 月，可以看到大量的飛鳥在水面上盤旋翔集。納帕海也是香格里拉最大的

草原，春季綠草青青、山花爭豔；秋季草場金黃，是攝影的大好時機。 

【獨克宗古城】它是在 1300 多年前由吐蕃王國建立的古堡，分別取名為【獨克宗】和【尼

旺宗】，意思就是日光城和月光城，號稱東方的猶太聖城，康巴藏民曾在這裡成為主人—

最終建立了一條聞名世界的茶馬古道。 

 
宿：准★★★★★天瑞陽光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中式合菜（40RMB） 晚餐：中式合菜（40RMB） 

 

第六天  中甸－5H 大理【蒼山天龍纜車上下、古城洋人街】 

 

【蒼山(天龍纜車上下)】又名點蒼山，是雲嶺山脈南端的主峰，由十九座山峰由北而南組

成，北起洱源鄧川，南至下關天生橋。蒼山既是自然保護區，又是風景名勝區。1992 年，

當地政府在海拔 2600 米玉帶雲出處新辟了一條玉帶雲遊路。蒼山有「峰、雲、雪、花、

松」五大奇景，蒼山峰嵯峨壁立，雄奇峻秀，冬則白雪皚皚，夏則雲霧繚繞，秋則青翠

郁郁，春則鮮花遍野，四季皆有景觀。 

【大理古城+洋人街】古城外有條護城河，城內街道都是南北、東西走向，是典型的棋盤

式佈局；城內的建築為清一色的青瓦屋面，顯得十分的古樸。這裡還有一條大理最著名

的洋人街，它是外國人在中國居住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街上的飯店、餐館、酒吧等等都

是中西合璧的。在洋人街上可逛街、購物，晚餐後你也可以在這裡體會一下洋人街特別

之處，於古城洋人街上自由喝杯咖啡一掃連日來的辛勞！ 

 
宿：★★★★ 潮漫酒店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中式合菜（40RMB） 晚餐：砂鍋魚風味（4RMB） 



昆明香格里拉.石卡雪山8日(5星無購物.無自費) 
第七天  大理【洱海公園】－4H 昆明【翠湖觀海鷗、金馬碧雞坊】 

 

【洱海公園】公園內有一座橢圓形的小山，因山的形狀而被當地人叫作「團山」。這裏是

觀賞蒼山洱海景色的最佳位置，可以看到洱海西岸連綿的點蒼山和整個洱海。 

【翠湖公園觀海鷗】它座落於雲南大學之旁，不僅擁有獨特的美景，更能感受濃厚的文

化氛圍，從 1985 年開始，數以萬計的海鷗每年都定期飛到昆明過冬，其中為數不少的紅

嘴鷗就在滇池附近棲息，成為昆明旅遊的一道亮麗風景。 

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是【紅嘴鷗】遷徙到昆明越冬的時期。遊客們可拿出隨身攜帶的

餅乾等食物款待空中蹁躚起舞的海鷗。 

【金馬碧雞廣場】欣賞廣場中的明代宣德年間所立，至今已有近 400 年的歷史的牌坊。 

 
宿：★★★★頤華國際酒店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中式合菜（40RMB） 晚餐：雲南風味（40RMB） 

 

第八天  昆明  桃園 

早晨帶著滿滿的回憶、愉悅的心情專車前往機場，由專人辦理離境手續，搭機返桃園國

際機場，回到溫暖的家。 

宿：★★★★★ 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餐盒早餐 中餐： 自理 晚餐：自理 

出發日期:  12 月 22 日(特惠價)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28700(含稅.含小費).不含證照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27900(含稅.含小費).不含證照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曾朝貴 

        02-27408688   0910244895 

(10491) 台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178 號 6 樓之 3 

品保會員 1510 號 交觀甲字第 6779 號 www.welcometour.tw   
     (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營業部 (銀行代碼 102)  

帳號:0103000066349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