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者黑〕位於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丘北縣城西北，距縣城 13公里處。普者黑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中

心景區主要有普者黑湖、荷花湖、燈籠湖、仙人洞湖、落水洞湖、擺龍湖等大小湖泊 16個，總面積近 2萬畝，

平均水深 4米，最深處達 30米，165平方公里的景區里有 250多個景點，300多座孤峰，80多個溶洞，80多個

湖泊，40里野生巨荷荷路，2萬餘畝水面，形成 40里的水上旅游航線。水質長年清澈見底，平均水深 3米，最

深 30米，乘人工小木船觀光遊覽，猶在畫中行，仿佛置身於“真、幻、詩、畫”的境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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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稱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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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爲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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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爲"高低起伏"、有的是"迂回曲折"、有的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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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寫下“羅平著名迤東”的讚歎。 

◆被專家認為是全世界除巴西里約熱內盧外最有氣勢的〔東川紅土地〕，這裏已經成為中外攝影家捕捉最美的鏡

頭的發燒級攝影勝地。紅土地上種滿了農作物、白色的地膜、綠色的土豆葉，色彩豐富，五彩繽紛，加上雲彩的

流動，景色千變萬化，給山區梯田注入不同的色彩，形成優美的曲線，與藍天、白雲相映成趣，從局部到整體，

從色彩到光影，充滿著強烈的對比！ 

 
    建水古城          朱家花園          燕子洞          老虎嘴梯田     菁口哈尼族民俗村      多依樹景區 

◆景點特色◆   P.S圖片摘自網路 

◆建水-〔建水古城〕、〔朱家花園〕、〔燕子洞（含遊船）〕。 

◆元陽-〔老虎嘴梯田〕〔壩達景區〕〔菁口哈尼族民俗村〕〔多依樹景區〕。 

◆普者黑-〔普者黑自然保護區（乘 6人座鐵皮船）仙人湖、情人湖、普者黑湖、火把湖、月亮湖、觀音洞、仙 

          人洞〕。 

◆被譽為中國十大最美的瀑布〔九龍瀑布（含上行地軌車）〕。 

◆羅平-〔多依河景區（含竹筏漂流、往返觀光車）〕〔魯布革小三峽〕。 

◆陸良-〔陸良彩色沙林〕。  

◆東川-〔東川紅土地〕〔打馬坎〕〔月亮田〕〔落霞溝〕〔錦繡田〕、〔樂普凹〕。 

◆〔雲南映象秀〕中國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出任藝術總監和總編導的大型原生態歌舞。在歌舞集中，原生、古樸的 

   民族歌舞與新銳的藝術構思的碰撞，將帶給您一種特定的雲南印象。 

★雲南屬於高原地區，日夜溫差大，紫外線也較平地強，請攜帶厚外套以及防曬用品。 

 
     普者黑          九龍瀑布群         多依河景區     魯布革小三峽      陸良彩色沙林-1    陸良彩色沙林-2 

 
   東川紅土地-1      東川紅土地-2   東川紅土地-月亮田 東川紅土地-落霞溝 東川紅土地-錦繡田 東川紅土地-樂普凹 

第一天 金門廈門昆明建水〔MU5782 1140/1420〕（車程約 4.5H） 宿：同心大酒店★★★ 

餐 食：午：飛機上精緻簡餐       晚：建水汽鍋雞 RMB40/人 

  集合於「金門」「水頭碼頭」搭乘豪華客輪，前往「廈門」「碼頭」，抵達後，續前往廈門「高崎國際機

場」搭乘民航客機飛往有春城之稱的雲南省省會—「昆明市」，昆明為中國西南邊界最大的城市，居民除

漢族外還有回、彝、白、苗、傣、哈尼等民族。抵達「昆明」後，專車前往「建水」。◎【（夜遊）建水

古城（車上遊覽）】位於雲南昆明之南 220公里，古稱步頭，亦名巴甸。南詔政權于唐元和年間（8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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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在此築惠曆城，屬通海都督。惠曆為古彝語，就是大海的意思。漢語譯為建水。元時設建水州，

屬臨安路（路治在通海），並在建水置臨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統轄臨安、廣西（今瀘西縣地）、元江

等路。明代仍稱建水州，改路為府，臨安府治移至建水，清乾隆年間改建水州為建水縣。民國元年改建

水縣為臨安縣，次年複稱建水縣。爾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二天 建水（車程約 2H）元陽                 宿:雲梯大酒店★★★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雲梯酒店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帶您前往參觀◎【朱家花園】有“滇南大觀園”之譽。朱家花園始建於清光緒年

間，是當地鄉紳朱渭卿弟兄所建，祠宅毗。建築占地２萬多平方米，其中房屋占地５０００多平方米，

主體建築呈“縱三橫四”佈局，房舍格局井然有序，院落層出有致，民居建築用料上乘、雕刻精美、結

構精巧、佈局考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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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典型具有南方特色的家園林，它內雅外秀、形制規整、佈

局靈活、空間豐富、層次漸進、環境清幽、色彩淡雅、裝修有度、結構統一，在豐富的形式中包容了深

刻的文化內涵，是內地文化與邊疆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具有較高的建築藝術價值。◎【燕子洞（含遊船）】

每年萬物復蘇，裝點秀麗河山的嫩綠悄然爬上枝頭的時節，無法數清的馬來西亞白腰雨燕，成群結隊飛

越海峽，來到這洞中繁衍子孫。久而久之，被瀘江河水犁成風光無限的溶洞，因燕子之故，而得了個燕

子洞的雅稱，在這裏，您不僅可以看到各種鐘乳石美景，還能觀賞獨特的徒手採集燕窩的精彩表演。接

著遊覽雙龍橋；俗稱“十七孔橋”，因兩河蜿蜒如龍而名，全長 153米，寬 3米，願望雙龍橋，突立平

川之中，形如寶帶，走進拱橋，橋上有閣樓，橋樓相映，蔚為大觀，不失為中國大陸造橋史上極為珍貴

的傑作。◎【老虎嘴梯田】觀梯田日落及村寨風光，站在高高的老虎嘴上俯視，3000多畝梯田形狀各異，

如萬蛇般靜臥的花蕊，陽光照射下似天落碧波，浪花泛起，萬蛇蠕動，如湖似海，近百個田棚點綴其間，

似航行的小舟，令人驚歎不絕。◎【壩達梯田（日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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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麻栗寨茶廠觀梯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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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下午四時後，白茫茫的坡海隨著夕陽西下，逐漸變成粉紅色、

紅色。再轉變成粉紅色、白色。是觀賞和拍攝梯田隨時光變化而變化的地方。◎【哈尼族民俗村】沿途

風光秀麗，森林、河流、村寨、梯田，構成一幅美麗的田園風光。步行在充滿鄉土氣息的村寨，不僅可

欣賞到壯麗的梯田風光，還可以觀賞哈尼族的民族服飾、犁、耙、鋤頭和織布機等生產生活用具。遊覽

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三天 元陽（車程約 6H）普者黑            宿:銀湖大酒店★★★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酒店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驅車前往遊覽◎【多依樹景區】一年有兩百天雲海纏繞，忽東忽西，忽上忽下，

忽而無影無蹤，忽而彌天大霧，忽而淹沒層層梯田、村寨。日出時分，迎接金色光芒，當曙光微微灑下，

霞光互映，六千畝梯田由東至西橫向，如萬馬奔騰，似長蛇舞陣；梯田上半部稍緩，如萬蛇蠕動，下半

部較陡，直入深淵，令人提心吊膽。◎【觀梯田看日出（含三輪車）】萬畝梯田氣勢磅礴，讓聞名而來的

遊客感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據瞭解，每年的 11月底至次年的 2月梯田中已經放水備耕而田中無稻穀，

是最佳的拍攝觀景時間。遊覽結束後驅車前往「普者黑」抵達後，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四天 普者黑                                  宿:銀湖大酒店★★★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酒店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隨即展開今日豐富的觀光行程。普者黑是中國大陸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2009年

由國家旅游局批准成爲 4A級旅游景區。風景區内的一座座散落的孤峰間，延綿環繞着 40里水路、萬畝

野生荷花、一望無際的桃園和世界最大的岩溶濕地，被譽爲“世間罕見、中國獨一無二的喀斯特山水田

園風光”。區内更可領略到壯、彝、苗、瑤等古樸多姿的少數民族風情。由普者黑（縣城東 11 公里處）、

溫瀏（縣城西 56公里處）和沖頭（縣城西 80公里處）三個片區及革雷（縣城東 53公里處）、歹馬（縣

城北 70餘公里處）兩條瀑布組成，總面積 983.7平方公里。以喀斯特湖群、洞群、峰群以及峽穀景觀爲

主，古崖畫、革命紀念地、少數民族風情等人文景觀相輔助，可供國内外游客觀光、游憩、休養、度假、

攀岩、漂流、水上娛樂及科學考察，是多功能、大容量的風景名勝區。 

丘北縣「普者黑」是彜語音，意為『魚蝦多的地方』是以喀斯特峰群、湖群、洞群、瀑布群和峽穀為主

的自然保護區，這裡山似桂林，水勝西湖，接天蓮葉，映日荷花。◎【（搭乘六人座鐵皮船）遊覽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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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自然保護區】湖區特別多，分佈著 68個喀斯特湖泊。總面積 165 平方公里，中心景區唯一大型咖斯特

湖群，遊◎【仙人湖、情人湖、普者河湖、火把湖、月亮湖、觀音洞、仙人洞】等。『地表看風景、地

下看洞景』，呈現集田園風光及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於一身。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五天 普者黑（車程約 8H）羅平            宿：恒升酒店★★★★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酒店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羅平」抵達後，前往參觀◎【九龍瀑布群（含上行地軌車）】九龍河宛

如一條「銀龍」盤遊於群山中，在一段 4公里長的河流中，落差超出了近百公尺，形成了十級高低寬窄

不等，形態各異的瀑布群，美不勝收、無比絕倫。其中最為壯觀的「九龍第一瀑」高度就達 60公尺，當

地布依族人稱之為「大疊水」，相傳過去神龍在這裏大勝銅鼓精，從此鎮守這方水域護佑這九龍河兩岸的

人民。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六天 羅平                               宿：恒升酒店★★★★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酒店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多依河風景區（含竹筏漂流、往返觀光車）】，進入景區，那碧

綠涓秀的溪流從布依族村寨臘者對面的山腹中汩汩流出，衆多的鈣化瀑布群及鈣化灘群，十彎九跌，兩

岸鬱鬱蔥蔥，古老的榕堅毅地向河的中間生長著，相伴一江春水，古樸而又充滿生機，後觀賞世界最大

的水車博覽園，領略古樸濃鬱的布依族風情，讓您一次遊覽水車群、水車博物館、一目十灘、雷公灘瀑

布、飛花灘。◎【魯布革小三峽】位於雲南曲靖市羅平縣魯布革水電站庫區。庫區總長 20公里。魯布革

小三峽由雄獅峽、滴靈峽、雙象峽組成，是一條大自然精雕細刻的畫廊，展示著大自然的神奇與險絕。 

經過一片寬闊的湖面，首先進入的是魯布革小三峽中的第一峽-雄獅峽。這裏的峽口寬約 30米。左岸的

峭壁上，幾塊巨石猶如雄獅從天而降，俯視著漣漣湖水。過了峽口，湖面又變得開闊。貴州一側的山岸

上有一塊巨石，仿佛一位窈窕的布依族少女在梳洗秀髮。她正精心地打扮自己，準備同對岸的雲南小夥

子相會，傾訴心中的無限情思。而雲南一側的岸邊是兩塊相依巨石，恰似一個小夥子砍柴歸來，身負柴

禾，坐在河邊，朝對岸望去，等待著從貴州來的情人。左岸有個布依族山寨，約十餘戶人家。村前有棵

大樹，稱為“報時樹”。據說，這棵樹的發芽、長葉、開花的過程是時節變化的反映。當地的布依族群

眾只要觀察這棵樹的變化，並按照它去播種、耕耘，就能獲得好收成。若不按這棵樹的變化去勞作，便

顆粒無收。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羅平（車程約 2H）陸良（車程約 6H）東川（車程約 1H）紅土地     

宿: 世紀麗晶大酒店★★★★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酒店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陸良」抵達後，前往遊覽◎【陸良彩色沙林】距陸良縣城 18公里的彩

色沙林風景區，已命名的 108個景點分佈在“Y”字型峽谷中，總面積 180公頃。該沙林因風化剝蝕而成，

為層巒壘峰狀；又因其以紅、黃、白為主色調，雜以青、藍、黑、灰色，加上季節、氣候、日照及觀賞

角度的不同，產生絢麗多彩的色調，故名彩色沙林，是著名的地質旅遊景觀。遊覽結束後續前往享用午

餐，餐後驅車前往「東川」抵達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八天 東川（車程約 4H）昆明              宿：金鷹廣場酒店★★★★★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春城鮮花宴 RMB5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東川紅土地】雲南東川紅土地被專家認為是全世界除巴西裏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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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陽光燦爛，彩雲紛呈，極好的光質非常利於攝影創作，東川紅土地便成為

藝術家們攝之不盡、拍之不絕的創作基地。在這片起伏平緩的山丘之上，有著紅色、深綠、淺綠、白色、

黃色，互相搭配成廣大的色帶色塊，起伏連綿，一望無際。雖然看過無數壯觀的自然景觀，但每次看到

這片紅土地，卻仍然能深深地被震撼。如果沒有到過東川，是無法想像這種讓人驚歎的奇景。遊覽結束

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帶貴賓您前往觀賞◎【雲南印象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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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結束後入住酒店。 

※◎【紅土地大觀】-是大氣而恢弘的，不同的時間段，會有不同的感受，夕陽漸漸西沉時，光影流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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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勾勒得更為立體，在這裏還可以同時觀賞到千年龍樹，據說這棵樹已經生長了上前年，曾經枯死三

年又吐新芽，被當地人尊為神樹，保佑著這一方鄉民。 

※◎【落霞溝】-最美的景致還應屬「落霞溝」，也叫陷塘地，這是在崇山環抱中突然下陷的一塊窪地，

斑斕的色彩突然撲面而來，讓人瞬間忘記了呼吸，又讓人不得不感歎勞動人民的偉大。然而，想把這最

美的地方用相機表達出來，卻是一件相當難的事情，看了許多攝影作品，惟獨落霞溝最少，也最不出彩。

看起來，這裏似乎是最考驗攝影技術的地方了。 

※◎【月亮田】-也叫水準子，是一個較遠的景點，這是一個層層疊疊的梯田，最特別之處在于其中一塊

水田看起來仿佛一支玉琵琶，讓人懷疑是否上天遺落於人間，如此神奇。月亮田是這裏周圍僅有的一片

可以種植水稻的梯田，有點像元陽梯田，但規模小。春天可以拍攝到水田灌水後的景象，秋天則是一片

金黃。 

※◎【樂譜凹】-就在花石頭村旁邊，108公里碑附近，其景色和七彩坡錦繡園相近，但是視野裏有近一

半是樹林和村莊。在樂譜凹和花石頭村附近可以拍到晚霞。獨樹又名神樹，是一棵巨大古老的松樹，在

一個山頭孤獨地守護著這片土地，千百年來忠心耿耿。 

※◎【錦繡園】-七彩坡與「錦繡園」其實是同一片土地，但是因為從不同的角度去觀賞，則帶來了不同

的視覺衝擊。七彩坡和錦繡園是在不同的角度看大片起伏有致的山坡。不同季節山坡上不同的地塊有不

同的色彩，勤勞的農民在其中耕作或收穫。麗日藍天，白雲紅土，赤橙紅綠青藍紫。 

※◎【打馬坎】-是一個村子的名字，早晨日出前後在公路邊的高坡上俯瞰打馬坎村，紅土圍繞的村子裏

炊煙繚繞，村子四周楊樹在朝陽斜射下泛著光輝，是一派寧靜動人的田園風光。這裏是觀日出的最佳地

點，運氣好的時候可以欣賞到夢幻般的日出和朝霞。 

第九天 昆明廈門金門〔MU5781 0845/1045〕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民航客機返回「廈門」，抵達「廈門」後先帶您前往享用午

餐，餐後閒逛◎【中山路商業步行街】享受 SHOPPING的樂趣。結束後隨即往廈門「碼頭」搭乘豪華客輪

返回「金門」溫暖的家，結束此趟愉快的九日之旅。 

1、報  價：現金價元/人   單人住宿：加元 

★叮 嚀：若參加此行程的貴賓未提前告知來回船票要事先自行處裡，本公司團體船票 

         已開好票後，因部份船公司規定船票不得退票，所以未搭乘的船票，不可退 

         款，敬請見諒。 

★ 身分證若非”W”開頭的客人，凡設籍於金門的，確定參加此行程，煩請繳交”身分

證影本一份”謝謝您的配合!! 

2、不  含：護照、台胞簽證、行李小費、個人電話費、床頭小費。 

3、    含：金門    廈門來回船票、兩地清潔費、景點大門門票、用車、8早餐 9午餐 8 

          晚餐、8晚房（2 人 1室）、所列風味、廈門    昆明來回機票及稅、師父導

遊費、500萬履約責任險、200萬意外險＋3萬醫療險、大陸 RMB30 萬意外險、

旅行社責任險。 

4、購物站：全程 NO S/P。（NO 自費、無攝影、無中醫諮詢、無車上販賣） 

5、風  味：建水汽鍋雞 RMB40/人；雲梯酒店合菜 RMB40/人；春城鮮花宴 RMB50/人；其 

           於中式合菜、酒店合菜 RMB40/人。 

6、贈  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胸前掛牌一個；行李掛牌一個。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行程順暢以當地導遊為之。 

★★落單客人或單人住宿一間房，麻煩請補單房差，謝謝!!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謝謝! 

金吉祥假期  電話：082-328855     傳真：082-324291          

             住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44號（金門國民黨部旁）2012.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