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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瀑布 看花去~貴州油菜花繽紛之旅 
 
品質保障：  

全程不進購物站，保障品質，維護旅遊(客)尊嚴。 

 

車購 -推薦特產：（ 1）國酒貴州茅臺系列人民幣 488-588 元 /提      

（ 2）貴州三寶─藥材 +天麻 (NT2000/2 盒 )        (3)苗族銀飾 

讓你省去出遊費心思送禮的麻煩！ 

 

特 別 加 增： 

A.2 個民族秀：多彩貴州風 +大型苗族歌舞表演  

B.贈送每日礦泉水无限量畅饮  

 

行程特色： 

領略最迷人金色田園、喀斯特地貌風光：-油菜花花期-觀其秀美，嗅其芬芳，蜂蝶飽吸其花蜜，蟲蟻後取其花粉，

萬千生物賴它而生，依山而建的梯田長滿金黃的油菜花，是貴州油菜花地的特色。 

 

經典安排： 

☆前往「苗族故鄉」全國居住人口最多規模最大有“中國苗都”之稱-西江千戶苗寨（電瓶車上山+環保車往返）。 

感受吊腳木樓組成的森林，感受苗族隆重的迎賓禮－火辣辣的攔路酒“好暢快”並欣賞村寨居民共同演出的苗

族歌舞。 

☆精心安排前往「天下奇觀-布依聖母雙乳峰景區」不同的角度觀看，是不同年齡階段的雙乳形狀，體驗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 (雙乳峰景區內電瓶車往返，遊覽喀斯特峰林景觀欣賞布依族篝火晚會) 

☆探地縫峽穀-馬嶺河大峽穀：有『上看如地縫.下看如天溝』，為『天下第一縫』之美譽！（觀光電梯上） 

☆賞鈣華壁畫-天星畫廊：人稱為“地球上美麗的傷疤”，號稱“百畫之穀”！ 

☆觀神奇瀑布-黃果樹瀑布：全亞洲第一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壯觀的瀑布之一！（環保公車+單程扶梯） 

☆訪貴陽市標-甲秀樓：它是貴陽市地標性建築，因爲修建的地址奇特，被排入中國八大名樓！ 

☆俯瞰大峽谷-花江大峽穀：體會“上托青天一帶、下吻浪花千朵”的峽穀風情！ 

☆眺盆穀峰林-萬峰林：典型的喀斯特盆穀峰林地貌，盡顯“雲貴萬重山”的獨特風貌！（電瓶車往返） 

☆三省交會中國第五大淡水湖－萬峰湖：觀賞十萬大山石林群。（萬峰湖遊船） 

☆訪明朝古堡-天龍屯堡：它是明朝時因屯軍遷入，風土人情完整再現六百年前大明遺風！ 

☆最古老戲劇-地戲表演：它是中國西南地區享有“活化石”之稱的古老戲劇！ 

☆龍宮風景區-地下水溶洞：龍宮(船遊/電梯上下)、漩溏、觀音洞。 

☆全國最著名油菜花基地：羅平油菜花主會場-金雞嶺；牛街梯田；（一年一次的貴州油菜花旅遊節-主會場） 

☆特別安排-布依音寨：欣賞萬畝油菜花和千頃李花構織成了“金海雪山”之奇景。 



 

以下為預定的航班時間，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03/09 南方航空 CZ3022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12:10 貴陽龍洞堡國際機場 14:50 

03/16 南方航空 CZ3021 貴陽龍洞堡國際機場 08:50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11:00 

 

 

菌王火鍋  興義小吃烤鴨  魚餐風味  瀑布土雞  滋補藥膳風味   

屯堡風味  酸湯魚風味  苗族長桌宴 新侗家食府  

 

 

凖★★★★★ 天書酒店 2017 年 6 月新開業 

凖★★★★★ 萬麗酒店 國際品牌連鎖酒店 

凖★★★★★ 萬綠城鉑瑞茲酒店 2015 年開業 

凖★★★★★國龍雅閣酒店國際品牌連鎖酒店 

凖★★★★ 貴峰大酒店或奇峰酒店（當地最好的酒店） 

凖★★★★★ 龍都景怡酒店或嘉瑞禾維景國際酒店 

 

第 1 天 台北    貴州  凱裏【布衣音寨（金海雪山）】  CZ3022 12:10—14:50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撘機飛往貴州省貴陽市 。 

貴陽：貴州省之省會城市。號稱“森林之城，避暑之都，公園省”，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聚居城市，居

住著苗、布依、侗、回等少數民族。自古就有著古樸濃鬱的民俗風情和燦爛的民族文化。這裡的喀斯特地貌發

育完全，地形多樣，氣象萬千。地上奇峰翠穀，山環水繞；地下溶洞群落，別有洞天。名山，秀水，幽林，奇

洞，古寺，渾然一體，相映生輝，形成了雄奇秀麗，獨具特色的高原自然景觀，被稱為“天然大公園”。 

【布依音寨】家家戶戶都在自己的房前屋後山坡上種植李樹，每至春分，從音寨極目四望，遠山近巒，到處綻 

開雪白純潔的李花，這就是遠近聞名的盤江酥李之花，恰與音寨河兩岸滿田滿壩盛開的金黃色油菜花形成鮮明 

對比，白色、黃色交相輝映，粉紅色的桃花點綴其間，翠綠色的樹叢襯托其底，布依山寨隱約其中，絢爛的色 

彩，旖旎的景致，華麗的氣質，萬畝油菜花和千頃李花構織成了【金海雪山】之奇景。 

 
早餐： 溫暖的家 午餐：   飛機套餐 晚餐： 酸湯魚風味 50  

 

 
住宿： 凖 5☆龍都景怡酒店 或 嘉瑞禾維景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凱裏  貴陽   

【西江千戶苗寨(電瓶車+環保車往返) 、苗寨傳統民族歌舞表演、多彩貴州風歌舞秀】 

【西江千戶苗寨】-天下西江、世界第一大苗族自然村寨。苗寨以青石板路串連，

楓樹成林，楓香撲鼻。約有 1000 多戶人家，所以稱為“千戶苗寨”。千戶苗寨四

面環山，重巒疊嶂，梯田依山順勢直連雲天，白水河穿寨而過，將西江苗寨一分

為二。寨內吊腳樓層層疊疊順山勢而建，又連綿成片，房前屋後有翠竹點綴。吊

腳樓多為三層，基座以青石、卵石壘砌，一層圈養牲畜，二層住人，三層為糧倉。

當我們進入苗寨時，男女老少寨民身著民族服裝夾道歡迎您的到來，並熱情地端

上「攔路酒」來歡迎您；我們沿著村中小路來到苗寨高處的「採歌堂」（舉行大型民間歌舞表演的廣場），欣 

賞最道地的【傳統民族歌舞表演】。 

 



【多彩貴州風】一臺具有鮮明黔貴高原特色的大型民族歌舞，以濃郁的民族風情和鮮明的時代特色集中展現了 

貴州 17 個民族的英姿俊采與《雲南映象》、《印象劉三姐》並稱「西南三部曲」。其創作靈感來源於古老而神秘 

的貴州高原，以充滿貴州民族文化特色和現代觀念的藝術激情對貴州的人文資源和自然風光進行了濃縮式的展 

現。《多彩貴州風》節目由苗、侗、瑤、土家等 7 個民族的歌舞組成，其中既有獲得國家級大獎的《侗族大歌》 

也有來自田間地頭的原生態藝術瑰寶，還有從遠古流傳至今的民族習俗和民間絕技。 

PS: 西江苗寨表演為固定時間（11:30 演出）非包場；若遇到下雨天演出取消，由於套票原因，不予退費！ 

    多彩貴州秀若遇到停演，每人退費 90元/人！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苗族長桌宴 40 

 
     晚餐：新侗家食府 50 

 

 
住宿： 凖 5☆萬麗酒店（國際品牌連鎖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貴陽  貞豐 【小車河濕地公園（電瓶車往返）、花江大峽穀(遠眺) 、北盤江大橋 、貞豐花海  (景

區電瓶車往返)、雙乳峰、竹林堡石林、民族篝火晚會】    

【小車河濕地公園（電瓶車往返）】一片自然生態林地整合，發揮了生態多樣性的優勢，彰顯了良好的河谷生 

態風貌。打造了落英飛雪、碧溪雲霞、木蘭林語、芰荷深處、茗泉問茶、梓木林香、水磨時光等 13 個景點。形成了“顯山、

露水、見林、透氣”的獨特風格。 

【花江大峽穀】是貴州高原最大的峽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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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無三尺平」的貴州特徵。 

【北盤江大橋】亞洲第一高公路大橋，橋下的花江大峽穀是貴州高原最大的峽谷、景區沿北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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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無三尺平」的貴州特性。在這崢嶸的石海中，還能看到幾處石頭房子組成的村  

莊，和一些箝在石縫中的土地，小巧玲瓏，竟然還長著茂盛的莊稼，黔人與天爭地的韌性由此可見。最

大的人為雕塑，是嵌在絕壁上的盤山公路，往來的旅客們對花江大峽穀的陡坡險路和壯觀的景色，在驚

悸之餘也為他的美留下由衷的讚歎 . 

貞豐-貴州省油菜花種植基地，層層疊疊的油菜花順著地勢蜿蜒伸延，構成了

奇異的畫面，猶如每個山頭都披上一件掛毯，十分好看。遠眺它的氣勢，近

看它的姿色，太陽下觀其輝煌熱烈，春風中就是看動人心魄的花海花潮了。

那一望無盡的金黃，從眼前延伸到天邊，天邊是層層梯田，梯田也因種上了

油菜花，便成了一架架壯麗非凡的金梯.春風習習，花海潮起潮落，蔚爲壯觀。

雄奇瑰麗的花潮，引來了天南海北的人潮花潮人潮輝輝映在花海中，被襯托

的雙乳峰顯得更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雙乳峰】兩座兀立的石峰形同女性豐滿的雙乳，且逼真得讓女人看了臉紅，男人看了心跳，被世代居住在這 

裏的布依族裏的布依族人親切的稱之為“聖母峰”。布依觀峰台的角度看，是 20 來歲年齡的雙乳峰，換 500 米 

角度觀看是 40 來歲年齡的雙乳峰，再換 500 米角度觀看是 60 歲年齡的雙乳峰，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竹林堡石林】與雲南路南石林相比，竹林堡石林顯得小巧玲瓏，神奇別致，更像一座佈滿假山怪石的盆景花 

園，它是典型的溶蝕喀斯特地貌的奇觀，也是淪海桑田的證明。石頭惟妙惟肖，讓人讚歎不已。 

晚餐後可觀賞酒店為住店客人安排的布衣風情民族表演。 

PS: 景區民族風情篝火晚會，為酒店安排住店客人的免費露天表演，若遇到下雨天或特殊原因，取消的話，不 

予退費，請見諒！．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高原風味 40 晚餐： 酒店料理 50 

 

 
住宿： 凖 5☆貴峰大酒店或奇峰酒店（当地最好）/或同級 

 

第 4 天  貞豐  興義【馬嶺河峽穀（天星畫廊/電梯上）、 油菜花會場（金雞嶺）、 牛街梯田】 

【馬嶺河峽穀】有“上看如地縫、下看如天溝”馬嶺河因兩岸有馬別大寨和馬嶺寨而稱馬嶺河。馬嶺河峽谷交 

織成群的瀑布氣勢磅薄，尖峭的錐峰密集叢生，兩岸峰林之中，還有古廟、古橋、古戰場、古驛道等人文景觀 

，充滿了古野的情趣和神秘幽深的色彩。天星畫廊是峽谷景區精華核心部分。遊覽過峽穀之後將乘座上行觀光 



 

  

電梯出景區。前往雲南羅平』位於滇東，地處滇、桂、黔三省(區)交界處，氣候溫和，是我國主要的油菜籽産 

地之一。近年來，當地把油菜花從農業資源拓展爲旅遊資源，著意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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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爲壯觀。 

[牛街] 牛街觀菜花最好的地點。在山坡上，俯視下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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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菌王火鍋 40 晚餐: 興義烤鴨 50 

 

 
住宿： 凖 5☆國龍雅閣酒店(國際品牌連鎖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興義  關嶺 【 萬峰湖(含遊船) 、 萬峰林（八卦田+電瓶車往返）】 

【萬峰湖+遊船】享有“萬峰之湖,西南之最，南國風光，山水畫卷”之美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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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岸民族山寨，獨特的民居，誘人的風情，還有那少數民族姑娘們的服飾、頭飾以及那撩人的情歌，都值得您到

此一遊。 

【萬峰林】，有十萬大山之稱。以氣勢宏大造型美峰岩奇特的典型喀斯特朋盆穀

峰林地貌而著稱。以馬嶺河爲界，河東的峰林爲東峰林，河西的峰林稱爲西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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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子西側可看到一片姿態萬千的峰

林，峰與峰或連或斷，參差錯落，峻秀挺拔，令人賞心悅目。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魚餐風味 40 晚餐： 酒店料理 50 

 

 
住宿： 凖 5☆天書酒店 2017 年 6 月新開業/或同級 

 

 

第 6 天 
關嶺  安順  

【黃果樹瀑布(單程扶梯+景區環保車) 、 陡坡塘瀑布 、 天星橋景區(含上行纜車）】  
 

【黃果樹瀑布風景區】是貴州第一勝景，中國第一大瀑布，也是世界最闊大壯

觀的瀑布之一。景區內以黃果樹大瀑布（高 77.8 米，寬 101.0 米）為中心，採

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等科學手段，測得亞洲最大的瀑布——黃果樹大瀑

布的實際高度為 77.8 米，其中主瀑高 67米;瀑布寬 101 米，其中主瀑頂寬 83.3

米。,分佈著雄、奇、險、秀風格各異的大小 18 個瀑布，形成一個龐大的瀑布

“家族”，被大世界吉尼斯總部評為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列入世界吉尼斯記

錄。黃果樹大瀑布是黃果樹瀑布群中最為壯觀的瀑布，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從上、

下、前、後、左、右六個方位觀賞的瀑布，也是世界上有水簾洞自然貫通且能從洞內外聽、觀、摸的瀑布。明代

偉大的旅行家徐霞客考察大瀑布讚歎道：“搗珠崩玉，飛沫反湧，如煙霧騰空，勢甚雄偉；所謂‘珠簾鉤不卷，

匹練掛遙峰’，俱不足以擬其壯也，高峻數倍者有之，而從無此闊而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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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長滿了巨大的的仙人掌。仙人掌.河水從石林的上面分開，環流兩側，又在下麵交彙，把一座石林圍在水中. 

【陡坡塘瀑布】位於黃果樹瀑布上游 1 公里處，瀑頂寬 105 米，高 21 米，是黃果樹瀑布群中瀑頂最寬的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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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瀑布土雞 40  晚餐： 滋補藥膳風味 50  

 

 
住宿： 凖 5☆ 萬綠城鉑瑞茲酒店 (2015 年開業)/或同級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8538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595104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95850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95850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88067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2695385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261285


第 7 天 安順  貴陽 【龍宮(遊船+電梯上下) 、漩塘、觀音洞、天龍屯堡古鎮(地戲+電瓶車往返)】  

【龍宮風景區】橫跨 20 多座山頭、90 多個洞穴。龍宮前是一開闊深潭，名“龍

潭”，池邊崖壁立，古樹藤蘿覆蓋。以暗河溶洞為主稱奇、並集旱溶洞、峽穀、

瀑布、峰林、絕壁、溪河、石林等多種喀斯特地質地貌景觀為一體的國家重點

風景名勝區，國家最高等級旅遊區。有著中國最長、最美麗的水溶洞、中國最

大的洞穴佛堂、中國最大的洞中瀑布、全世界最為集中的水旱溶洞“五最”及

全世界最低的天然輻射劑量率“一絕”等稟賦極高的風景資源，“吞石為洞，

吐石為花，神宮賴水造；聚水成淵，覆水成瀑，勝景依石生”，是龍宮景觀的真實寫照。 

【天臺山】從古鎮東南面的山槽間即可遠眺。該山四周群翠環抱，似不高不大，然有孤石兀立，蘊雄奇險峻之勢； 

山頂建有屯堡人的廟宇五龍寺。遠觀該寺猶似古堡，森森肅穆，是一尋幽探古的絕佳去處。五龍寺千柱落地，有 

大小房間 40 餘間，皆靈施巧布，是屯堡寺廟建築的力作。 

【天龍屯堡古鎮】是一個典型的屯堡村寨她地處滇黔古驛道上，很早以前就進行屯軍了。安順民間傳統戲劇--- 

地戲表演、演員帶上俗稱「臉子」的面具、演出一個個民間故事、臉譜以白楊木精雕而成、造型生動、色彩豐富、 

神態誇張詭秘。驅車前往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凱裏。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屯堡風味 40 晚餐： 貴州風味 50 

 

 
住宿： 凖 5☆ 萬麗酒店 （國際品牌連鎖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貴州    台北  CZ3021 08:50 - 11:00 

驅車前往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回溫暖家，結束充實愉快的假期„ 

 
早餐： 外带享用 午餐： 飛機簡餐+台灣用餐 

 

 
住宿： 6☆台灣溫暖的家 

 

 
 
 
 
 
 
 
 
 
 
 
 
 
 
 
 
 
 
 
 



 
出團日期:107 年 03 月 09 日(星期五)—03 月 16 日（星期五） 

團費:33600元（現金優惠價）（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以上報價包括】： 

A;臺北-貴州、貴州-臺北來回經濟艙機票，兵險.機場稅 . 

B:臺灣機場專車接送費. 

C:導遊、領隊、司機 8天小費(200 元*8 天=1600 元)  

D: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  

E:兩佰萬旅約責任險及二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  

 

【以上報價不含】： 

新辦護照費用:1500元  

新辦台胞證費用:1700元  

 

護照： 

1.身份證正本 

2.六個月內，二吋証件照。 

3.第一次辦理護照者，必須本人到戶政辦理護照用申請書（人別確認）。 

4.未滿 36歲男性必須附退伍令。 

※舊護照換證要附上舊護照。 

 

台胞證： 

1.護照正本 

2.身份證 影印本 

3.六個月內，二吋証件照 1張 

4.台胞證未過期，台胞證要附上。 

(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規格相同。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 

 

 

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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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團體旅遊售價中已將各景區之優惠票價、老年優惠價分攤於費用中，故不再就老年人、個別客人狀況

優惠或後退。 

3.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 6600 元 ，敬請見諒。兩人在旅遊途中，如

造成室友不便而導致臨時加房，則費用需由兩人共同負擔。 

4.若有特殊餐食者，請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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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

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

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餐廳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