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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龍航空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KA 451  高雄   香港 08:00 09:25 

KA 760 香港   昆明  11:50 14:20 

KA 761     昆明   香港 15:20 17:45 

KA 456     香港    高雄 18:55 20:25 

 直      航   

B7 289 高雄  昆明 07:35 10:55 

B7 290   昆明   高雄 12:10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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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高雄  昆明   東川                   175km  3hr                                          

今早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機經港前往昆明。抵達後前往位於昆明東北部【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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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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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XXX              午餐：中式料理¥ 5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 天美攝影酒店】                                                                                         

 

第 2 天 東川紅土地景區(月亮田、落霞溝、樂譜凹、錦繡園、打馬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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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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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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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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醉再多來也不怕！ 

下午前往曲靖(為免山區長途跋涉特在曲靖市做中間歇腳，明天再繼續往羅平)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5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 天美攝影酒店】                                                                                           

 

第 3 天 東川  羅平  牛街梯田、九龍河瀑布、金雞嶺油菜花田   350km  5.5hr                              

上午直赴羅平，路途上觀賞佳境如畫的風光;羅平位於滇、黔、桂三省交界處的小城，素

有“雞鳴三省”的美譽，得山川湖泊之靈氣，每年春節過後，【羅平壩子】便是油菜花的 

金色海洋，世界上最奇特的大海了，它以綿延 20 萬畝的油菜花海而聞名,被人稱為“中國

最大的花園”，陽光下的閃爍，春風中的蕩漾，花海一望無際，一直延伸至遠方的群山

之中，最後融入湛藍的天際，蔚為壯觀，不由人驚歎造物主的神奇!汽車變成花海中的快 

艇，孤峰、小溪、農舍，一切的一切都融入花海洋，有的"片片塊塊"，有的為"高低起伏

"、有的是"迂回曲折"、有的為"螺旋瀉落"，與村落人家，遠山近水相輝映，一幅幅變化

萬千、風光明媚的畫面，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寫下“羅平著名迤東”的讚歎。午餐後

前往【九龍河大瀑布】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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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雄偉、或險峻、或秀美、或舒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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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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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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前往牛街觀賞夕陽下的梯田。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5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中原酒店】  豪華準五星                                                                                       
  

第 4 天 羅平  貴州興義  八卦田                80KM  1.5hr                                                            

前往萬峰湖位於貴州省黔西南州首府興義市東南部，一路沿著美麗的梯田風光，景色迷

死人的田園鄉景；【興義市】是貴州旅遊山水之精華所在！世界上也無類似發現，因而被

譽「峰林絕品」、「天下奇觀」。萬峰林，從海拔 2000多米的興義七捧高原邊沿和萬峰湖北

岸，黃泥河東岸成扇形展開，逶迤連綿至安龍、貞豐等地。西北高，東南低，向萬峰湖、

黃泥河傾斜。上線以海拔 1600 米左右的高寒土山為界，下線至海拔 800 米左右的亞熱帶

紅壤土山，形成一個環形山帶。長 200 多公里，寬 30─50 公里，僅興義市境內就有 2000

多平方公里的面積。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徐霞客讚歎這片連接貴州、廣西、雲南的峰

林：“磅礴數千里，為西南形勝”，讚歎：“天下山峰何其多，惟有此處峰成林”。參

觀興義萬人迷風景中的王牌景點……【八卦田】！美到足以令人昏頭的世外桃源仙境，

搭電瓶車一路往上，在制高點鳥瞰這人間仙境，真的…只會嘖嘖稱奇 大呼小叫；怎會這

麼美？腳下各異成趣的萬畝油菜花田，點綴上粉牆黛瓦的農舍實在令人無法抬腳離開！

最美之最令人不捨離去。晚上可前往街心花園徒步區隨意逛，以貼近民俗！ 

  早餐:酒店內         午餐:萬峰湖魚船料理¥50            晚餐:興義烤鴨 ¥50                     

   宿 : 【富康國際酒店】  豪華準五星酒店                                        

 

第 5 天 興義 萬峰湖  羅平  彌勒           282km  4.5hr                             

前往萬峰湖位於貴州省黔西南州首府興義市東南部，萬峰湖與萬峰林、馬嶺河大峽谷相

鄰，享有“ 萬峰之湖，西南之最，山水畫卷 ” 之美譽。萬峰湖相當於 2 個雲南大理

洱海， 17 個貴州清鎮紅楓湖， 76 個杭州西湖]  萬峰湖蓄水 108 億立方米，水面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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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平方公里，位居全國五大淡水湖之列，是 “ 珠江三角 ” 經濟區的重要水源。萬峰

湖是國家重點水電工程——天生橋高壩電站建成後蓄水形成的淡水湖，水面煙波浩淼，

湖光瀲灩，主航道 128 公里、湖面平均寬度超過 4 公里、積水面積 600 平方公里，湖

內島嶼與半島 80 餘個。萬峰林所包圍的一座人工水庫，水煙澔瀚，無邊無涯的【萬峰

湖】；也是華南地區最大的天生橋水電站所在；與廣西、雲南交界。景緻之美更勝大理

的洱海湖光山色，水波粼粼，另一自然傑作又被納為私藏。返途時可欣賞猶如菲律賓 BOHO

島才有的巧克力山；只是多了隱藏在之間的田野平疇中的油菜花田，更是畫龍點睛之廟

是拍照的好場！午餐後接著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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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泉生態園】占地三千餘畝，湖面面積一千七百餘畝，

園內建有酒店、沙灘、茶樓、游泳館、溫泉浴場等休閒設施，並有豐富多彩的水上娛樂

項目。這裏群山環抱、綠樹成蔭，不僅可以領略大自然的無限風光，更可以體驗夕陽西

下，漫步沙灘的浪漫感覺。在碧波蕩漾旁、柔軟的沙灘上，亦可用滿地的細沙“鑄造”

您的想像和世界，給生活增添一份童趣。您可以盡情領略湖光山色；還可以置身於天然

溫泉，洗去一路風塵與疲憊；這裡的溫泉屬重碳酸鈣，您可前往飯店內的戶外露天溫泉

好好的享受一番，洗盡您一身的疲憊，讓您有更好的心情去繼續後面的遊覽。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5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彌勒湖泉大酒店 E 座】                                                  

 

第 6 天 彌勒  元陽(老虎嘴梯田、箐口哈尼村梯田)       192km  3.5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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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箐

口哈尼村】坐落於半山腰，占地約 5公頃，全村有 150戶人家，800多人。村寨樹林異常

茂密，鳥啼蟬鳴，充滿了濃郁的原始鄉土氣息。民俗村集中體現哈尼梯田文化的共性即

森林、村莊、梯田和江河四度同構的特徵，所以又被稱為哈尼族四度同構展示區。沿著

村裡的步行遊覽石板路，遊客可以在短短幾個小時內感受到哈尼梯田文化的精華，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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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可欣賞到壯麗的梯田風光，而且還可以觀賞哈尼蘑菇房、寨神林、水渠、分水木刻、

水碾房、水磨房、水碓房等生產生活設施，可以參觀哈尼族的民族服飾、梨、耙、鋤頭

和織布機等生產生活用具，展示區內還有兩眼清澈見底的泉水即白龍泉、長壽泉。據說

不會生孩子的人飲了“白龍泉”的水後就會生兒育女，喝了“長壽泉”的水後會長命百

歲。這個森林-村莊-梯田-水系“四度同構”的生態系統，是一個活的系統，是哈尼人變

自然生態為農業生態的獨特創造，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生態完美結合的範例。哈尼人把建

造城市的精力和夢想，都用來建築梯田了！ 

【老虎嘴觀日落】這是攝影家兵家必爭之地，保證是您一輩子沒看過的密密麻麻、長長

短短大砲巨龍陣；光器材價值可能超過上百萬人民幣，讓帶著傻瓜的您汗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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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約有萬匹奔馳的駿馬，無盡穿織的田埂像極了張開

血盆大口上額滿布的花紋，更像密密麻麻的蚯蚓；在餘暉照耀下跳動如幻似真，隨著落

日，色彩變幻萬千、瑞氣萬條、繽紛的色暈終至回歸漆黑但平靜的大地！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5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雲梯酒店 】  豪華準四星                                                 

 

第 7 天 元陽(多依樹梯田景區看日出、樹龍壩、愛春景區)  昆明   307km  5hr                 

早餐後前往清晨 5 點起床前往觀【多依樹景區觀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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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依樹梯田三面

臨大山，一面墜入山谷，狀如一個大海灣，6000畝梯田由東至西橫向。人們看到有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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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的照片中，可能最多的也就是多依樹了。多依樹的日出是最美的，它的清晨猶如一幅

動態的風景畫，顏色變化多彩。特別是在日出之際，隨著光影的移動與映射，將梯田切

割出不同的色塊，美景令人屏息。連綿山峰美不勝收。清晨遇上迷濛雲霧，山間哈尼村

落，則呈現若隱若現的性感，增加夢幻的感覺，使得整體意境提昇，美麗、詩意、框住

畫面，讓作品無懈可擊！好天氣，陽光透過縫隙灑下，創造出迷人的光影效果，捕捉更

多的細節，讓您的影像看起來更為漂亮！【龍樹壩】 因此地地質養分大不同於其他地方，

本地特有的血浮萍，有時若能碰上折射關係秀出身藍鮮黃拼成一盤艷麗的拼圖，那才叫

賺到，因為有錢買不到老天爺的脾氣！接著愛春藍寶石梯田景區等你來，保證嚇死你的

色誘！【愛春景區】位於元陽新街鎮往東 30公里，多依村景區往東 6公里。這裡是元陽

梯田中拍攝和觀看藍色梯田最好的地方，它實際是多依村的一部分，居民全為哈尼族，

多有天份的一族，老天爺偏心症！  

早餐: 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過橋米線風味 ¥50        晚餐:氣鍋雞風味 ¥50            

住宿：【昆明花之城酒店 】  豪華準五星                                          

 

第 8 天  昆明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經香港返回高雄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機上簡餐                                               

出團時間參考:  1/28   2/25 .27   3/4 

 

刷卡價: NT$29900 ((長榮航空)  付現金者少 NT$600 不含證照及司機導遊小費 

  ◎ 應備資料: 

    1.  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三張、退伍令… . NT$1,400 

   2. 台胞證新辦－護照正本、身份證影本、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 NT$1,700 

金驛國際旅行社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29 號 9 樓-1 電話: (07)261-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