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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陽梯田】哈尼族是人類歷史『梯田文明』的典型代表。萬道銀梯，依山傍勢，從山

腳一直延伸到雲天，了規模之宏大，氣勢之磅礡，建造之奇妙，可謂世界一絕，（每年

二月至三月中，耕種前放水，是攝影家的最愛）。 

【東川紅土地】:只有一句話可以道盡百年的演化.....『無心插柳柳成蔭』！在大部分

外來觀光者的眼中看到的是紅土地的美景，而很少想到開發這片紅土地的當地農民的辛

勤是千百倍於江南農民的，因為土地中佈滿大小不一的各種鵝卵石，土地存不住水，只

能種植些高寒抗旱、無需精心照料的作物，如玉米、蕎麥、油菜、青稞等。在這裡每家

按人口不同，能分到各種不同等級的土地 15 畝到 20 多畝不等，人少地多。有些土地離

家很遠，要走兩個多小時才能到達。每家分得的土地又不是成片連在一起的，而是按等

級分散開來，因而莊稼也就只好一塊一塊地種。這家種土豆，那家中玉米、油菜，或乾

脆休耕，輪流耕作大雜燴。這裡大大小小的各個山頭、山坡，在這種漫不經心、隨意的

種植方式下形成五彩繽紛的拼圖，就像上帝在人間隨興留下的一塊彩繪大地；而且是最

後一塊，因為東川也是世界最大規模的活生的土石流博物館！那會讓您的寶貝像機卡

嚓、卡嚓拍個不停的美景，正是來自對土地生態破壞的結果！所以當地政府已在執行「退

耕還林、封山育林」政策；美麗倩影的消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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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川-落霞溝春秋大酒店】 
 
 
 
 
 
 
 
 

 
 
 
2015 年開業 2016 年裝修 31 間房本酒店位於紅土地景點的中心，且距離攝影愛好者必去

之地整個景點最美的落霞溝 800 米，下午 4 一 5 點看晚霞，每天早上 7 點左右看日出。

酒店有高中底檔標間 31 標，wifi，停車，有 24 小時熱水，冬天開熱空調，所有客房都有

獨立衛生間，馬桶，酒店還提供早餐，中餐，晚餐，租車，帶車導遊，攝像導遊等服務！ 
【朱家花園】座落在建水縣林街中段，是清末年間朱渭卿兄弟所建的宗祠、家宅和後花

園，共有兩萬多平方米，進了朱家花園的大門，只見兩旁矗立著兩棵大樹，像兩位將軍 
 
 
 
 
 
 
 
 
 
 
 
 
一樣守著朱家的大門，它們分別是萬年青和霸王鞭，據說這兩棵樹是用來避邪的。內宅

院分為菊、竹、蘭、梅四個住宅區，住宅區是朱家花園的主体部分，呈“縱四橫三”的布局，

是典型的“四角五天井”結構。電話：0873－765302 
【元陽-雲梯大酒店】 

http://www.ynzjhy.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3�
http://www.ynzjhy.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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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梯大酒店座落于“雲海梯田之鄉”中國 雲南 元陽縣老城新街鎮。是目前元陽地區唯一擁

有完善配套和高標準服務的三星級酒店。其優越獨特的地理環境讓您足不出酒店便可賞

“梯田”、“雲海”、“日出”、“村寨”四景。 
酒店佔地面積 15222 平方米，主體是體現哈尼民居風格的本土建築。設有觀景客房 113
間。氣派的大廳、典雅大堂吧、高科技商務中心、商品超市，讓您賓至如歸。多功能廳

和獨具民族喜慶氣氛的宴會大廳，各具特色大小會議室，體現哈巴文化雅致酒吧、動感

KTV 房、康體休閒設施和美容美發、桑拿等及大型停車場。 
地址：雲南省紅河州元陽縣新街鎮電話：0873－5624868 / 5623705 
【羅平-中源酒店】 
 
 
 
 
 
 
 
 
中源酒店是一家按四星級標準投資新建的花園式商務酒店，坐落在金花銀瀑的故鄉羅平

縣城的主幹道九龍大道旁。酒店總占地面積 20 畝，擁有 76 間豪華舒適、溫馨典雅的客

房；餐廳名廚主理，滇、川、粵和地道的羅平當地風味口味純正；多功能會議室、KTV、

桑拿康體中心、網球場、茶吧、棋牌室、商場、商務中心及停車場等服務設施一應俱全。

便利的交通，幽雅的環境，是您商務旅遊和休閒渡假的理想場所。 
地址：雲南省曲靖市羅平縣羅雄鎮九龍大道 
 

 
★行程特色高雄昆明立榮航空直飛來回 
 

地  點 航  班 起/抵時間 

高  雄  昆  明 B7 289 07:35/10:50 
昆  明  高  雄 B7 290 12:10/14:25 

 

  
第 1 天 高雄  昆明  羅平                                                 

今早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機直飛昆明。抵達後前往位於雲南省羅平縣城東北方約 9
公里處【羅平】，【金雞峰嶺油菜花田】金雞嶺是中國油菜的重要生產地之一，也是攝影

旅遊的勝地，每年 2、3 月油菜花開時，一望無際的金黃色油菜花田相當壯觀，吸引無數

遊客湧入賞花，而金雞嶺就是最佳觀賞位置。此外，田野間小丘山峰錯落分布，有金雞

峰叢之稱，伴著日出、夕景更是令人驚艷。 
【牛街梯田】牛街在城北，這個地點叫九龍鎮，當地人習慣了還是叫它的老名字---牛街。

這裡的油菜花田和金雞峰的油菜花田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金雞峰給人的感覺是大氣

壯觀，這裡就是小巧精緻。梯田隨著山勢一圈一圈的仿佛一顆顆螺螄，所以這個地方的

梯田又叫螺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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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XXX            午餐：中式料理¥ 4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 中源酒店】                                                                         
第 2 天羅平(金雞嶺看日出、九龍瀑布風景區、含上行地軌車 )  彌勒                                       

早上前往【九龍河大瀑布】中國最大的瀑布群景觀，位於羅平縣城東北 22 公里的九龍河

上，九龍河從白臘背後的群山中呼嘯著奔騰而來。相傳當年神龍在這裹大勝銅鼓精，從

此從此鎮守這方水域，護佑這九龍河兩岸的人民。由於得天獨厚的地質構造和水流的長

期侵蝕，在此形成了形態各異的瀑布群，美不勝收、絕倫無比。瀑與瀑之間有無數的淺

灘和深潭，各顯丰姿。大大小小的瀑布，或細柔若絲，仿佛一根根絲線在隨風飄舞，或

水花翻北滾，波光閃爍，或似天河瀉落，勢如雷霆萬鈞，震撼山河。 
【彌勒】彌勒市是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轄縣級市，位於雲南省東南部、紅河

州北部。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4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彌勒湖泉酒店】                                                                           
第 3 天 彌勒  元陽(老虎嘴梯田、霸達梯田-霸達梯田觀日落)                      

早餐後前往【元陽】陽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屬的一個縣。

面積 2292 平方公里，2002 年人口 37 萬人。縣政府駐南沙鎮。該縣是世界文化遺產哈尼

梯田的核心區。目前下轄：南沙鎮和新街鎮；牛角寨鄉、沙拉托鄉、嘎娘鄉、上新城鄉、

小新街鄉、逢春嶺鄉、大坪鄉、攀枝花鄉、黃茅嶺鄉、黃草嶺鄉、俄扎鄉和馬街鄉。 
【老虎嘴梯田】老虎嘴梯田位於元陽縣城 50 公里處。這片梯田分佈於深谷間，狀如一巨

大的花蕊，3000 多畝梯田形狀各異，如萬蛇靜臥於花蕊間，陽光照射下似天落碧波，浪

花泛起，萬蛇蠕動。老虎嘴梯田是元陽哈尼梯田最具有代表性、最為壯觀的地方，完全

可以用綿綿不絕、絲絲相連、無邊無垠去形容。站在高高的老虎嘴上俯視，如潮似海，

仔細觀看，隱約有兩匹奔馳的駿馬，又似一隻千年烏龜靜臥山間，彷彿講述著哈尼先民

開墾梯田的滄桑史。 
【壩達梯田】梯田坡度在 15 度至 75 度之間。以一座山坡而論，梯田最高級數達 3000 級，

這在中外梯田景觀中是罕見的。壩達景區是元陽哈尼梯田 3 大景區之一，包括箐口、全

福莊、麻栗寨、主魯等連片 14000 多畝的梯田。景區梯田面積大、壯觀、線條美、立體

感強。從海拔 1100 米的麻栗寨河起，連綿不斷的成千上萬層梯田，直伸延至海拔 2000
米的高山之巔，把麻栗寨、壩達、上馬點、全福莊等哈尼村寨高高托入雲海中。站在壩

達景區觀梯田，近萬畝的梯田宛如一片坡海，泛著粼粼波光，奔來眼底，景色十分壯觀，

是觀賞和拍攝梯田隨時光變化而變化的好地方。 
【壩達梯田日落景觀】令人震撼，是拍日落的最佳地點。 因為壩達梯田面東靠西，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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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落日景點，也就是說，它的最佳觀賞時間是在每天傍晚，夕陽西下、滿天紅霞的時候，

有攝影家稱它是夕陽晚照。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4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雲梯大酒店】（三星）                                                   
 
第 4 天 元陽(多依樹梯田景區-含看日出   建水(燕子洞-含遊船、雙龍橋、朱家花園、 

       夜遊建水古城)                                                           

清晨 5 點起床前往觀【多依樹景區觀日出】回程逛勝村少數民族市集，位紅河梯田北端

海拔 1900 米，元陽的最高點，多依樹的雲霧變化萬千，是觀看日出和彩霞的最佳地點。

常言道：“勸君跑多依樹、此趟元陽不虛行”堪稱世界一絕。(如遇天氣不佳，則無法觀

賞到，敬請見諒)。梯田隆重如古戰場，遠遠望去，一層層梯田不停息地漫向四野，朝著

天際跋涉，它的形象莽然巨大，佔據天地，卻寧靜安詳，無聲無息，精緻到絕美，那磅

薄大氣與細膩爽潔的點線相諧，仿佛天地大交響，堪稱「真正的世界奇跡」，哈尼人讓

鋤斧深入土地的聲音盤旋千年，土地無聲地吸納哈尼人的血汗，如同吸納日光、月光、

熱能以及山泉，哈尼人把建造城市的精力和夢想，都用來建築梯田了！ 

【建水】是中國雲南省下轄的一個哈尼族和彝族的聯合自治州。面積 32931 平方公里，

人口 4,186,351。州府所在蒙自市，南詔國在此築城，稱惠歷城，惠曆為古彝語，就是大

海的意思，漢語譯為建水。後明代為臨安府治，當時有“臨半榜”之稱，即雲南科舉考

試中榜者中，臨安府就占了半數左右，堪稱雲南之冠！夜遊建水古城，古街古景。 

【燕子洞】建水燕子洞位於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縣以東 20 餘公里的瀘江河

谷中。洞分兩層：上洞巨大，開口處為一已崩塌的落水洞，內部為廳狀溶洞，洞內簇立

石筍、石柱、鐘乳石等。洞內原有一座三層樓閣，樓間一樹穿堂而過，稱為一箭穿三樓，

後遭破壞；下洞高十餘丈，洞頂密集鐘乳石，瀘江流入洞內的暗河段長七八公里。洞內

光線陰暗，有眾多燕子棲息，故名燕子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B0%BC%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9D%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B2%BB%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8%87%AA%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8%AF%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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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龍橋】雙龍橋北端 3 孔為清代乾隆年間建於瀘江河上，全長 36.7 米，寬 4.3 米，中

拱淨跨 6.5 米。道光初年，西南方的塌沖河決堤改道至此並匯入瀘江河，使河面增寬了近

百米，當地居民在原來的石橋南端新建石橋 14 孔，與原有的 3 孔成雁齒連接，共為 17
孔，全長 148 米。另外還在橋上建蓋了 3 座飛格式閣樓，兩端閣樓略小，居中一座雄偉

壯觀，有「滇南大觀樓」之稱。 
【朱家花園】建水朱家花園位於雲南建水古城的建新街中段，是清末鄉紳朱渭卿兄弟建

造的家宅和宗祠。占地 2 萬多平方米，其中建築面積 5000 多平方米，主體建築呈“縱四橫

三”佈局，為建水典型的“三間六耳三間廳，一大天井附四小天井”式傳統民居的變通組合

體建。房舍格局井然有序，院落層出迭進，計有大小天井 42 個，房屋 214 間。整組建築

陡脊飛簷、雕樑畫棟、精美高雅。庭院廳堂佈置合理，空間景觀層次豐富且變化無窮，

形成“迷宮式”建築群。後夜遊建水古城。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4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同心酒店】                                                             
 
第 5 天  建水  元謀(物茂土林)                                               

早餐後前往元謀，【元謀土林】位於雲南元謀縣境內，距離昆明以北 201 公里，它與西

雙版納熱帶雨林、路南石林並稱"雲南三林"，【虎跳灘土林】旅遊資源十分豐富，總面積

2.3 平方公里，千奇百怪的土柱造型、以城堡狀、屏風狀等土林的景點，滿佈在深遠寧靜

的幽谷地縫、高懸半空的洞穴天門、原始粗獷的沙溝荒漠、怪模怪樣的五彩奇石和種類

繁多的遠古動植物化石，組成了景區內豐富的景觀。主溝長 1550 米以群體造型為主，渾

厚粗獷，成群連片，風格迥異，集中濃縮了古今中外的各種建築風格，單體造型生動逼

真，高大雄偉，獨立成章。景點主要沿溝分佈，婉蜒曲折，給人險峻迷離之感。土林這

種小尺度造型地貌能在有限的範圍內，集中如此眾多的景點，而且色彩豔麗，造型多姿，

變幻莫測，參差不齊，高低錯落，層次分明，結構合理，觀賞方便，這是許多大尺度造 
型地貌風景區所不能比擬的。土柱最高 42 米，遠觀溝壑縱橫，千峰比肩，但近視則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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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4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佳和大酒店】                                                             
第 6 天  元謀 (新華土林含看日出)   東川                                      

早上前往【新華土林】觀賞日出則以它的山光水色、色澤豐富、變幻莫測吸引遊人。由

於名氣不夠雲南石林大，元謀土林的遊人並不很多，選擇早上和傍晚前往，風光最為壯

麗，十分有利於攝影創作。 

【東川】北隔金沙江與四川省會東縣相望，東臨會澤縣，南接尋甸縣，西鄰祿勸縣。東

川區位於雲貴高原北端，山地眾多。境內最高點位於西部拱王山主峰雪嶺，海拔 4344.1
米；最低點則位於小江與金沙江交匯處，海拔 695 米。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4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落霞溝春秋大酒店】                                                             
第 7 天  東川(月亮田、落霞溝、樂譜凹、千年龍血樹、錦繡園、打馬坎村)  昆明                                 

攝影勝地——【東川紅土地】，如幻似真的東川紅土地，令人流連忘返，七彩坡的美比埃

及艷后還要更過份，更令人抓狂！！一層層梯田，農民的的巧藝直比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之境，月亮田的神話，流淌出每個旅人心裏的夢想！午餐後前往紅土地的中心區域－新

田鄉花石頭村，以此村為中心，方圓幾十公里的範圍，土壤裡的鐵質經過氧化慢慢沈積

下來，逐漸形成了這炫目的調色盤。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現出暗紅、紫紅、磚紅等

不同的紅色。一部分的紅土地翻耕待種，另一部分的紅土地種上綠綠的青稞、小麥等，

遠遠看過去，就像上天塗抹的色塊，色彩豔麗飽滿。這裡大大小小的山頭、山坡，在這

種漫不經心、隨意的種植模式下，形成五彩繽紛的圖案，視覺豐富，令人心儀的美妙就

在眼前。鍋底塘，多伊樹，獨樹一線的景區。站在五彩斑斕的紅土上落霞溝好比霞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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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墜入凡閒的彩虹，令人陶醉，絢麗奪目！雲南東川紅土地被專家認為是全世界除巴

西里約熱內盧外最有氣勢的紅土地，而其景象比巴西紅土地更為壯美。遊覽：月亮田、

落霞溝，有彩色五線譜之稱的樂譜凹，遠觀千年龍樹，一覽錦繡園的大氣磅礴和七彩的 

色彩斑斕，變幻莫測的打馬坎景點。雲南紅土高原上最集中、最典型、最具特色的紅土

地。東川紅土地薈崒了雲南紅土高原豐富迷人的色彩和風光。是七彩雲南的一絕。之後

前往打馬坎，七彩坡，錦繡園，春雨後的紅土地更分外的艷麗，一年四時不同景，不同

的節令賞不同的美景。她是會讓人致命的誘惑，此地可以長留，令人心醉，再多也不怕！  

【昆明】是雲南省唯一的特大城市和中國西部第四大城市，是中國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

昆明素以「春城」著稱，因其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氣候宜人，具有典型的溫帶氣候特

點。昆明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擁有世界自然遺產——雲南石林，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滇池，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轎子雪山，西山國家級森林公園，以及眾多的國家級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4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鑫盛達酒店】                                                           
第 8 天  昆明   高雄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回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結束旅程。 

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出發日期 : 106 年 02 月 14.26 (滿團)    
◎ 現金價: NT$ 28500 元  (不含證照費用、領隊、導遊、行李小費)                                                  
  
※ 應備基本資料 : 
1.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2 吋半身彩色照片兩張、退伍令(除役者免) ……………… NT$ 1,400 
2.新辦台胞證:身份證影本、護照影本、2 吋半身彩色照片一張 ……………………… NT$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