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彩花漾系列 雲南彩繪篇～A 
東川紅土地、元謀土林、普者黑、元陽梯田 

建水古城 轎子雪山 ~多彩雲南繽紛 12天 
出發日期：2020/03/10   
※行程特色※ 
★ 全程 無購物、無自費 讓您玩得輕鬆愉悅。 

★ 享受花祭浪漫行旅，盡賞雲南花季的絢爛美麗……… 

★ 雲南：僻居中國西南，全境地形複雜，氣候多變，族系眾多，是一個別具特色的區域。原本是一片汪洋

大海的雲貴高原，在第三紀造山運動中，隨著地殼隆起，形成石灰岩、斷層、褶曲，又有盆地、湖泊鑲

崁其中，地面上密集的石林，地面下則有大規模的岩洞，因此形成了各種天然奇景，成為著名的觀光旅

遊勝地。 

★ 昆明：這座升騰於高山，懸掛在太陽與彩雲下的花園城市。“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這裡

沒有嚴冬，亦無酷暑，只有和煦溫暖的陽光；這裡更不是叱吒風雲的政治角力場，也非紙醉金迷的水泥

叢林，她只是一方田園牧歌式的棲居地。比起與競爭、機器、效率、金錢、權力相伴的所謂現代化大都

市，春城像是個偏安一隅的美麗寓所，隨時迎接著想放鬆心情人們的到來。 

★ 東川紅土地：被專家認為是全世界除巴西裡約熱內盧外最有氣勢的紅土地，景象比巴西紅土地更為壯美。

近幾年來，這裡已經成為了中外攝影家捕捉最美的鏡頭的發燒級攝影勝地。層層疊疊的梯田裡，火紅的

土壤上，一年四季洋麥花、蕎子花、洋芋花、油菜花和蘿蔔花交替開放，色彩斑斕炫目，鮮豔濃烈的色

塊一直鋪到天邊。如果沒有到過東川，是無法想像這種讓人驚歎的奇景。起伏平緩的山丘之上，紅色、

深綠、淺綠、白色、黃色，相間搭配成大的色帶色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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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者黑：淳樸的彝族居民，古老的村落、溶洞景觀、田園風光，讓這裡成為了雲南土地上的另一處世外

桃源。集居在普者黑風景區內的少數民族，他們的風情濃郁，歷史悠久，文化古老。壯族的“敬老節”，

苗族的“花山節”，彝族的“火把節、花臉節、摔跤節”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間歌舞表演，異彩紛呈的

民族風俗，無不令人神往。散居在捨得、雙龍營兩轄區的幾個人村寨中，尚保留著一種神奇古老的岩洞

穴葬俗。到了普者黑景區，如不乘船一游，將成終生憾事。船是彝家世代相傳的獨木小舟，寬不過三尺，

僅容 3人。駛人湖中，如離弦之箭，輕快如風。 

★ 元陽梯田：景色最佳的是有水面的梯田，具體是 11月底—來年 4月，其次是 7月中旬—9月是金黃色的

梯田。這段時間，梯田灌滿了水，層層梯田，銀波蕩漾，拍攝效果最好。此時，梯田裡灌滿了水待種水

稻，從山腳直到山頂，波光粼粼，氣象萬千，甚為壯觀。12月~次年 1月則可以拍到非常獨特的紅梯田。

這是因為此時的水田裡漂浮著紅色的浮萍等植物，色彩絢麗。 

★ 牛街梯：螺絲旋狀花海景觀，這裏的油菜花田是小巧精緻的梯田，隨著山勢一圈一圈的，彷佛一顆顆螺

絲，所以這個地方的梯田又叫螺絲田。(每年的 2/25-3/15才是賞花的最好時間但還是要以當時氣溫而定

唷!) 

★ 轎子雪山是一座冬季積雪的山峰。這裡自然景觀獨特，山間有大小不等的高山湖泊、草甸，每年春天還

有幾十種杜鵑花盛開，非常漂亮。 每年春季，轎子雪山會有大片的杜鵑花開放，非常漂亮，杜鵑花一般

集中在山腰處，不需要到山頂即可觀賞。 
★ 註：因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乾旱、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若無法接

受大自然的變動者，請勿報名。 

★ 資深專業旅遊團隊，每年辦理數百人邊疆旅遊，實際經驗豐富，絕非紙上談邊疆旅遊旅遊可比擬的。 

※ 攝影家的最愛：東川紅土地、元陽梯田….人類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最佳實景!! 

★ 雲南最古老的漢人聚落【建水古城】原汁原味的淳樸感受!! 

★ 全程安排經驗知識豐富之專業領隊與導遊精心服務，雲貴浩瀚史詩與您絢麗共遊。 

★ 建議小費：每日台幣 200元 / 天（全程司機導遊 領隊 旅遊服務費） 

★ 購物站：全程不進購物站 

※ 贈送：每日礦泉水。 
*行程內容將根據內陸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以及火車班次，調整前後住宿地點旅遊景點，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航班參考※ 

MU2028 1150/1510  桃園/昆明 

MU2027 0800/1050  昆明/桃園 

 

第一天 桃園  昆明  

   今日集合於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位於雲貴高原中部，四季如春，鮮花不謝的城市、

雲南省省會－「昆明」。雲南省以其大自然美麗、資源豐饒、地勢神奇而著稱。兼有寒帶氣候及終年積雪的

崇山峻嶺、亦有溫帶氣候及鳥語花香的森林、更有熱帶氣候的幽谷水瀑，故有秘境、彩雲之南、植物王國等

美譽。前往【圓通山公園】圓通山位於昆明市區東北角，占地 26 公頃。因山色蔥翠，巨石盤亙，古稱螺蜂

山，據說元祜 7 年（1320 年），雲南省左丞阿者思在螺蜂南麓的南詔補陀羅寺舊址創建圓通寺，故改名圓通

山。為昆明八景之一。歷來為登高賞景勝地。圓通山山間奇石崢嶸，花木繁茂，一年四季鳥語花香，構成“螺

蜂迭翠”佳景，名傳古今。在螺蜂的南麓的懸岩陡壁之下，有一座唐代建築之精華，別具一格，亦是城區最

大的佛寺，寺內八角亭閣，前後兩橋相連，殿廳亭閣，佈局雅致。亭內名帖佳畫布滿壁間。過亭北接引石橋，

是富麗堂皇的圓通寶佛，作聆聽佛祖讀經狀，頗生動，在中國佛寺中屬上乘

泥塑作品，工藝高超，給人以極大的藝術享受。圓通山內，辟有昆明動物園，

珍禽異獸達 130 多種，如綠孔雀、金絲猴、熊貓¨¨¨等。總面積 32 萬平方米，

是全國十大動物園之一。“圓通櫻潮”是昆明最熱門的景觀。每當陽春 3 月，

北面上下三快櫻花區內，數千株雲南櫻花、日本櫻花和垂絲海棠竟相開放，

紅白交映、燦若霞海。甚是賞心悅目。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菇菌火鍋 50 

住宿：恒盛大酒店 或同級 新 准五星 

 
第二天  昆明一建水(燕子洞風景區) 4H 

早餐後驅車前往建水【燕子洞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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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燕子群集，流水懸巖的天然石灰溶洞。燕子洞以古洞奇觀、

春燕雲集、鐘乳懸匾、采燕窩絕技等獨特景觀著稱於世，洞外古樹名

木生長於絕壁陡崖之間，三萬多平方米的自然林地，枝繁葉茂，有數

十種鳥棲息。洞內外巖壁上巢居著數十萬隻白腰雨燕，燕子洞因此得

名。洞中水路，此洞被洞穴專家譽為亞洲最壯觀的溶洞之一，分為旱

洞、水洞和地面景觀三部份，其中地面景觀「夢幻世界」內，天然大廳面積達 1300 平方米，溶洞洞體高大

寬闊，洞高平均 31.5 米，洞寬平均 38 米，在此您可領略妙洞奇景，運氣好尚可一睹採燕窩高手徒手攀壁，

懸掛匾牌於鐘乳石上驚心動魄的絕技表演。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燕子洞風味餐合菜 40 晚餐：古城汽鍋宴 50 

住宿：准五星  福源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建水古城／朱家花園／建水文廟  /豆腐作坊，團山民居，四眼井，雙龍橋 

早餐後前往【建水古城】這裡土地廣闊，氣候溫和，早在舊石器

時代，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跡，古已有“糧蔗之鄉”的稱謂。悠久

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在建水城內外留下了許多充滿濃厚文化積

澱的建築物，古代寺廟、祠庵和樓臺亭閣達 50 餘處。此城三箭

之地一寺，五箭之隔一廟，七裡之遙一橋，八裡之遠一塔，到後

才發現果然名不虛傳。有建于元代的文廟，清代的雙龍橋，還有

燃燈寺、東林寺、玉皇閣等文物古跡。其他還有朱花園、團山村、

http://baike.haosou.com/doc/503251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36838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15538.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10478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382518.html


燕子洞、朝陽樓、指林寺等。這些歷盡滄桑，古跡斑駁的瑰寶，閃爍著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燦爛光輝。古城

由鳴鳳閣、崇聖殿、大成殿、大成門、欞星門、龍門石坊、泮池等建築組成。占地 12000 平方米。始建一明

萬曆三十四年(1606 年)，清康熙八年(1669 年)遷建。大成殿重簷歇山頂，面闊 18.3 米，進深 13 米，簷下懸"
聖集大成"、"斯文在茲"匾額，透雕格子門技藝精湛。欞星辛、大成門、石坊等保存完整。建水縣，素有“文

獻名邦”、“滇南鄒魯”之稱，建水又古稱步頭，亦名巴甸。唐南詔時築惠曆城，漢語譯為“建水”。遊覽

【朱家花園】位於建水縣城建新街，占地 2 萬多平方米，建築面積 5000 多平方米。主體建築分為住宅和祠

堂兩部分，為縱三橫四的三間、六耳、三間廳附後山 耳、一大天井四小天井的建水典型民居建築，庭院廳、

堂佈置精美，古色古香，共計有大小天井 42 個，爾後遊覽【文廟】，又稱孔廟，建水文廟始建於元朝至元

22 年，歷代 40 多次改建增修，占地面積已達 114 畝，規模、建築水準和保存完好程度，都僅次於山東孔子

家鄉的曲阜孔廟和北京孔廟。建水文廟歷經 700 餘年能 得以比較完好地保存下來，為人們研究我國 古代尊

孔崇儒的歷史，研究道統的建築藝術創造了極其寶貴的條件。現已被政務院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水參觀【團山古民居】位於建水縣城西 13 公里，至今還保存著完整的古村落整體格局，有著 19 世紀滇南鄉

村特色風貌與傳統社會人文環境的原生態特點，是世界極為罕見的、未經觸動的珍貴遺產。2005 年 6 月 21
日，被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WMF）批准為 2006 年世界 100 個紀念性建築遺產保護對象之一。從明朝開始

居住在這裡的漢族移民張氏子弟，在清朝末年，憑藉箇舊錫礦賺得盆滿缽滿，皆回鄉建蓋豪宅，光耀門庭，

於是這座古老的小村莊搖身變成集聚中國傳統建築的精緻村落，更難得的是，百年過後，這裡依然完整地保

存著傳統建築 16 座，寨門 4 座，寺廟 3 座，宗祠 1 座，完美地代表了滇南民居建築的典型特徵。 (張家花園、

皇恩府、張氏宗祠)  ，城西五公里的【雙龍橋】，又名十七孔橋。造型奇特：瀘江河和塌衝河匯合處，兩河

相交像是雙龍，故名“雙龍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建水風味餐 50 晚餐：元陽特色餐 50 

住宿：福源大酒店   准五星 

 
第四天建水 BUS 元陽(紅河哈尼梯田／蓝梯田 

 早餐後前往【元陽紅河哈尼梯田】，沿著村裏的步行遊覽石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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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完畢之後乘車返回元陽享用晚餐。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元陽風味合菜 50 晚餐：農家宴風味合菜 50 

住宿：胜村雲梯酒店 或同級  准五星 

 

第五天 元陽晨光攝影／多依樹景區／壩達梯田景區／箐口民族村*雲海磨菇房一普者黑 5h 
早餐後前往【多依樹風景區】，此處是觀賞、拍攝哀牢山雲海、

日出、梯田、山寨的最佳位置。這裡一年有兩百天雲海纏繞，忽東忽

西，忽上忽下，一會兒無影無蹤，一會兒又彌天大霧，忽而往下躥，

淹沒一層層梯田、村寨；時而往上躥，露出一層層梯田、村寨，一天

如此反復，每次各異。續前往【壩達景區】此處為愛好攝影者所公認

拍攝梯田最佳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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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傍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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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陽【箐口哈尼族民俗村】位於元陽老縣城「新街鎮」往南 6 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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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了濃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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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哈尼人民改造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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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哈尼風味合菜 50 晚餐：綠色野菜風味合菜 50 

住宿：天成太和酒店  4星級 

 
第六天 普者黑(遊船)／登青龍山觀景台／孤峰群、高原湖泊群、溶洞群、古樹一 彌勒 200km

車程約 4小時(湖泉工人湖、傍山溫泉泡湯) 
早餐後前往【普者黑風景區（六人座鐵皮船）】位於滇東南面普

者黑的喀斯特景觀與優美的山水田園渾然一體，是一個水域廣闊的地

方；在地質特性來說，喀斯特地區地下溶洞多，漏水嚴重，極少可能

存在喀斯特地貌的湖泊群，而普者黑卻得天獨厚，集喀斯特的峰叢、

溶洞、伏河、石林、湖泊群、田園風光及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於一身；

普者黑為彝語音譯，意為盛滿魚蝦的湖，湖中的水清澈見底，當遊客

在湖面上泛舟，水中魚遊蝦潛，花漂草浮，均可讓人一覽無遺，當地

民眾至今仍保持著隨手掬一捧湖水解渴的習慣。『火把洞』全長 992
公尺，洞中有岔洞與月亮洞相通。洞中有大大小小的廳堂，最大面積

約 600 平方公尺，洞中有斷斷續續的數個清潭，最大的面積 七十平方

公尺。洞內石筍如林，鐘乳石琳琅滿目，顏色有白、黃等。洞內已作部分開發，命名有「人間天堂」、「天

池」、「八百羅漢拜觀音」等 30 餘景點。『月亮洞』洞體呈北西東向展布，主洞長 483 公尺，其中水路（可

行小船）長 184 公尺，洞底平坦，洞中有直徑約 10 公尺的近圓形大廳，沿構成洞頂的一組岩層面沉澱形成

了一圓形蓋板，似十五的月亮掛在上方，「月亮洞」就此得名。前往『青龍山』位於普者黑湖畔的溶洞山體

～主峰海拔 1556 公尺，高出湖面 108 公尺，三面臨水，青龍山觀景台可看見百米高的「饅頭山」群峰們散

立在田野和水域中，普者黑的美景盡收眼底，才不枉跋山涉水到普者黑走這一遭！【青龍山觀景台】可俯瞰

普者黑奇麗的山水風光全景，獨特的孤峰群錯落有致，形態各異，綺麗迷人。 
備註：登青龍山時山路石階難走，建議攜帶登山杖及登山手套！結束後前往【彌勒】，參觀【彌勒大佛】位

於雲南省紅河州彌勒縣錦屏山，很多人都會慕名前去參拜，希望得到它的佛緣庇佑。雲南的彌勒縣因着它獨

特的名字和自然風光，是一個佛教聖地，也是一個旅游勝地。而雲南彌勒大佛就是此處的一寶。參觀【湖泉

工人湖】，總佔地面積為 3085 畝，湖泉酒店坐落在風景如畫的生態園內；為一家超五星級酒店，在這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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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湯自帶泳衣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彌勒風味 50 晚餐：羊湯鍋風味 50 

住宿：彌勒鑫磊温泉酒店 或同級  新准 5星級 

第七天 彌勒 瀘西 昆明 武定 5h 



【阿廬古洞】(纜車+遊船)景區占地面積 6 平方公里，是一個集自然、民族、文化為一體的風景名勝區，

景區分洞外景區和洞內景區兩大部分，洞內景區是一組規模宏大、結構奇特的典型喀斯特地貌溶洞群，是亞

洲最壯觀、秀麗的天然奇觀，有地下園林宮殿之譽，被稱為“雲南第一洞”。阿廬古洞是一組奇特壯觀的地

下溶洞群，即地下喀斯特地貌，與石林景觀相似，石林在地上，阿廬古洞則在地下，它是亞洲最壯觀的天然

溶洞穴之一。 

傳說洞有 3 公里長，分三個旱洞和一個水洞，即，廬源洞、

玉柱洞、碧玉洞和玉筍灑，另，有頗具民族特色的洞外公園。

阿廬古洞內形態各異的鐘乳石，不僅組成了許多有趣傳神的迷

人景致，而且所擁有鐘乳石的數量之多是別的溶洞無法比擬

的。阿廬古洞位於瀘西縣城西 2.5 千米處，景區範圍 1.5 平方千

米。阿廬山附近有 9 峰，9 峰之中有 18 洞，俗稱"九峰十八洞"。

阿廬古洞是溶洞群中的主洞體，由瀘源洞、玉柱洞、碧玉洞及

玉筍河組成。搭車前往「武定」，武定縣在雲南省中北部，東

倚祿勸縣，南接富民、祿豐縣，西鄰元謀縣，北與四川省會理

縣隔金沙江相望。全境南北長 94 公里，東西寬 56 公里，總面

積 2,948 平方公里，山區面積占 96％。縣城獅山鎮海拔 1,712 米，距省會昆明 62 公里。抵達後入住酒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阿盧合菜 50 晚餐：武定涼雞 50 

住宿： 帝景大酒店   新准五星級 

第八天 武定  元謀土林 3.5h 

早餐後隨即前往「元謀」，元謀地處滇中高原北部，地勢呈四周高，

中間低，由南向北傾斜的「筲箕凹」形。境內最低海拔 898 米，最高海拔

2,835 公尺，國土面積的 40％處於海拔 1,350 米以下的乾熱河谷區。熱區

內乾旱少雨，年均降雨量僅為 616 毫米，年蒸發量高達 3,627 毫米，年平

均氣溫 21.9 攝氏度，四季不分明，全年基本無霜，被譽為「天然溫室」。

抵達後前往【元謀土林】，元謀土林是一種土狀堆積物塑造的、成群的柱

狀地形，因遠望如林而得名。土林一般出現在盆地或谷地內，以近年在中

國雲南元謀發現的為最典型，反映了古地理變遷和地貌發育過程。元謀土

林是中國乃至世界上一大奇妙的自然奇觀。在經歷了幾百萬年的地殼運動後，風雨之神把元謀的土地雕琢成

了千奇百怪的形狀。走進土林就如同進入了神秘的魔幻世界，眼前鬼斧神工般的景觀令人目不暇接。充滿神

奇魅力的元謀土林還吸引了眾多的攝影家、地質學家、知名導演前來參觀取景，元謀也成為了影視、攝影的

天堂。【浪巴舖土林】浪巴鋪土林又名新華土林，位於元謀縣城西 33 公里處新華鄉境內，  土林

高大密集，類型齊全，圓錐狀土柱尤為發育完好，一般高 8―25 米不等，最高達 42.8 米，居元

謀土林單體土柱之冠。在形狀上有圓錐狀、峰叢狀、雪峰狀、城垣狀等多種形狀。雪峰狀土林

規模較大，高達 40 米；在色彩上，頂部以紫紅色為主，中上部為灰色，中下部以黃色為基調，

其間夾有褐紅、灰白、棕黃、灰黑、櫻紅等多色組成。  從遠處看，就像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

置身其間，仿佛面對一個遠古的夢幻，"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的感受油然而生。近看，

有的像威嚴武士，整裝待發，有的土柱如錐似劍，直指藍天；有的如亭亭少女，凝視遠方；有

的似人物、似動物、似飛禽；有的似萬裏長城，土柱挺拔林立，如華表、似巨筍。有的土柱頂

上雜草叢生，或長有野花；有的砂石壘壘，裸露身軀……【物茂土林】（虎跳灘土林）歐亞奇觀是虎

跳灘土林最佳景觀，這裡土林高大挺拔，造型大都似古代宮庭殿堂，中西合璧，相映生輝。以動物造型為特

色，如熊貓、獅、虎、鷹、雕等走獸飛禽，惟妙惟肖。古堡幽情以赤、褐、黑三色土帽蓋頂而取勝。旅遊資

源十分豐富，千奇百怪的土柱造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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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化石，組成了景區內豐富的景觀。單體造型生動逼真，高大雄偉，

獨立成章。景點分佈密集，沿沖溝發育，形態多以城堡狀、屏風狀、簾狀、柱狀為主，土柱高低不一，錯落

有致，一般高度在 5—15 米之間，最高達 42.8 米。正是由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精心雕鑿，造就了千奇百怪

的沙雕泥塑和詭異迷離的地質地貌，構成了元謀土林這座令人神往的藝術殿堂。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農家合菜 50 晚餐：元謀特色餐 50 

住宿：元谋凤凰锦江大酒店 新准五星級 
 

第九天 元謀 轎子雪山 5h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4%E5%8A%9D%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C%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4%E4%B8%B0%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8%B0%8B%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9A%E7%90%86%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B2%99%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6%E6%98%8E


【轎子雪山】位於昆明市祿勸縣境東北角烏蒙鄉，屬於烏

蒙山系拱王山脈餘脈，最高海拔 4247 米，峰山體型似轎子

而得名。轎子雪山在滇中大地拔地而起，淩空飛騰，其雄

險、其壯闊、其秀麗為滇中少有，而能將雄險壯闊與秀麗

嫵媚溶為一體，更是滇中僅有。初春時節漫遊山間，路間

枯枝橫陳，道旁藤蔓牽衣，岩上古樹垂蘿，林中繁花竟放，

枝頭珍禽和鳴，草甸異獸出沒。更絕妙的是，方圓八十多

平方公里的景區內，杜鵑花無處不在，尤其是核心景區中更是滿山遍野令人目不暇接，自山腳

至山頂，景致如畫、層次分明，山腳落英繽紛，山腰似火如霞，山頂含苞欲放；成片分佈的烏

蒙冷杉樹冠優美，婷婷玉立；險崖上飛瀑如素練懸空，飄逸飛舞，超凡脫俗，令人心醉神迷。

【大黑青索道景區 (含纜車上下 )】在面積上千畝的大黑箐中，冷杉、杜鵑、一枝蒿三寶俱全，而

且，在這片幽深美麗的森林中，幾乎能找到轎子山中所有的有代表性的植物種類。轎子山號稱

中草藥的寶庫。遍佈山谷的奇花異草中，岩白菜、蟲草、貝母、大白米等多種藥材在大黑箐中

都有生長。【下坪子】下坪子地處轎子雪山核心景區，位於花溪下游。杜鵑花與高山箭竹及溪

流、瀑布是下坪子景區的四大特色。 在下坪子撲面而來的是清涼的松風，測耳傾聽，松濤陣陣，

優美動聽，宛若仙樂扣人心弦，給你的是進入仙境般的感覺，故稱“仙界”。【花溪】花溪在

大黑箐東側通往法戛岩的途中，因溪在花叢中、花逐溪水流的

絕妙景觀而得名。花溪源自轎子山天池景區，水源主要由景區

積雨和冰雪融化彙聚而成。  

【月牙岩】月亮岩地處大黑箐東、南面的地緣地帶，是大黑箐

與天池景區的天然分界，因形似一彎新月而得名。如果說大黑

箐是一個美麗的大盆景，那麼，月亮岩就是環繞的盆沿。月亮

岩峻峭壁立，溪流通過月亮岩盡瀉而下，彙集成花溪。岩間飛

瀑如練，陽光下五彩懸空，景色豔麗壯觀”，形成【飛來瀑布】

與【蓮花瀑布】。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食全九美菜 50 晚餐：山莊合菜 50 

住宿：旺统国际花园酒店   新五星級 

 

 第十天 東川 (大啞口、樂譜凹、大鍋塘、七彩坡、打馬坎、錦繡園、落霞溝、月亮田) 200km
車程約 3.5小時 

搭車前往「東川」，東川是昆明所轄五區之一，人口 30.2 萬人，面積

1858.79 平方公里，東鄰會澤，南接尋甸，西連祿勸，北與四川省會東縣

隔金沙江相望。境內最高海拔 4344.1 米，最低海拔 695 米，高差 3649.1
米。區委區政府所在地新村鎮，海拔 1280 米，城區面積 5 平方公里，距

昆明市區 140 公里，距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 316 公里。東川境

內資源豐富，銅文化歷史悠久，素有“天南銅都”之稱。 
雲南東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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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比巴西紅土地更為壯美。近幾年來，這裡已經成為了

中外攝影家捕捉最美的鏡頭的發燒級攝影勝地。層層疊疊的梯田裏，火紅的土壤上，一年四季洋麥花、蕎子

花、洋芋花、油菜花和蘿蔔花交替開放，色彩斑斕炫目，鮮艷濃烈的色塊一直鋪到天邊。東川紅土地因為人

的生存需要無意間開發出的壯觀美景，同時也成為攝影發燒友們瘋狂追逐的地方。知道紅土地的人並不多，



不過只要看過那裏照片的人都會被它的色彩、氣勢和奇妙瞬間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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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鍋塘】位於樂譜凹下方村莊（螺絲灣）前方有一片黃色麥田，五彩梯田由眼前的山凹層層地鋪向橫亙在

天邊的山巒，壯闊、繽紛的景致令人嘆為觀止。 
【打馬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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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四週楊樹在朝陽斜射下泛著

光輝，是一派寧靜動人的田園風光。 
【錦繡園】與【七彩坡】其實是同一片起伏有致的山坡，從不同角度去觀賞，總帶來不同的視覺感受，洋麥

花、蕎子花、土豆花、油菜花、蘿蔔花等一年四季交相開放，藍天白雲下，層疊梯田裡的火紅土壤上，迷人

的絢爛七彩，宛如藝術家遺落人間的調色盤。 
【落霞溝】顧名思義，這裡在太陽餘暉下的景色最美。因景觀地處三面環山的深谷，陽光離去的得較早。 
【月亮田】也叫水準子，是個較遠的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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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一面玉琵琶，讓人懷疑是否上天遺落於人間。月亮田是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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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田——峽谷景觀與梯田

濕地景觀完美融合的“大地雕塑”，如月光灑落于地，形成水色七彩，線條優美，層次豐富之效果，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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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驅車返昆明。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農家合菜 50 晚餐：農家風味合菜 50 

住宿：旺统国际花园酒店或同級 新五星級 

 
第十一天 東川  昆明  官渡古鎮 
昆明西郊的【官渡古鎮】官渡作為風景旅遊名勝區，成為達官貴人修建行

宮別墅，名流賢達光顧流連的寶地。“多少行人此來往，馬蹄踏破五更

霜”，“此地酒簾邀我醉，隔船笙鼓送我歸”，古老的官渡沉浸在一片絲

竹管弦之聲中。官渡“六寺之首”妙湛寺始建於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1 寺內建有東、西兩座 13 層密簷實心方形磚塔。在官渡古鎮宗教建

築中名氣最大，最引人矚目的還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妙湛寺前的【金

剛寶座塔】。 在我國現存的十余座金剛塔中，妙湛寺金剛塔是建造時間最

早，歷史最為悠久的一座。這座金剛塔，與妙湛寺的兩座密簷磚塔相輝映，

不僅體現了“有容乃大”、“顯密並舉”的佛門精神，而且建築上高低錯

落，品字佈局，十分壯觀，構成了官渡鎮古建築群的核心。【雲南省博物館新館】共收藏文物 20 餘萬件，現

在新館有《雲南歷史文明陳列》等 6 個固定陳列展廳和 4 個專題展廳，展出文物 1 萬多件，完整系統地展示

了雲南自然歷史、人類進化、新石器時代、古滇青銅文明、南詔大理國、元明清時期直至近代雲南的歷史概

況。六個固定展廳：《遠古雲南——史前時期的雲南》《文明之光——青銅時代的雲南》《南中稱雄——東

漢至魏晉時期的雲南》《妙香佛國——唐宋時期的雲南》《開疆戍邊——元明清時期的雲南》《風雲百年——

近現代時期的雲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過橋米線風味 50 晚餐：歡送雲南晚宴 50 

住宿：恒盛酒店 或同級  准五星級 

 

第十二天 昆明    桃園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回台，結束此一豐富多彩的雲南花漾山水之旅。 

。※本日將依班機起飛時間狀況而做景點的安排，如時間不允許到將取消前往，景點變更不另收費也不退

費。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機上餐點  晚餐：溫暖的家    

※實際行車時間會因當日路況及天氣情況而有所不同，行程中的行車時間僅供參考用※ 

※如突遇管制而造成某些景點無法前往，將行取消，敬請見諒※ 
 

￥注意事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8%AF%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8%AF%8F


★ 此行程除昆明外，東川、元陽…等住宿及用餐條件不比大都市（約 3★），路況也不及市區快速道路舒適，參團前

需事先有心理準備，但羅平的美景，東川紅土地風情及元陽梯田與普者黑，足以讓您值回票價。 

★ 雲南為雲貴高原氣候，天氣乾燥，紫外線強，2月進入春季，早晚溫差大，氣候幹燥，請注意出行帶：保曖衣服，

防曬用品，雨具，自身藥品，攝影器材等，此行程屬雲南的偏遠山區，自然風光雖美，但條件有限，請多多諒解，

也請您尊重當地民族的習俗，謝謝您，祝您旅途愉快！     

★ 參考氣溫：東川（最冷）03～25度（元陽濕熱）14～30 

★ 雲南屬高原型西南季風氣候，晝夜溫差很大，夜晚氣溫偏低；每日早晚溫差較大（12～15攝氏度），請注意著裝，

預防感冒；請帶足保暖防寒衣物，並備常用藥品及雨具。 

★ 麗江、香格里拉、德欽等地海拔較高，注意休息，以防出現高山反應。在海拔 2800米以上地區不宜劇烈運動，不

可急速行走，更不能跑步，不能做體力勞動，否則容易有缺氧的感覺。不要迷信和依賴氧氣，不要過分緊張，多做

深呼吸。高海拔地區宜少飲酒，多食蔬菜、水果，以防發生高山反應。如有需要可自費配備「小型氧氣瓶」及相關

物品 。 

★ 雲南地處雲貴高原，室外紫外線照射較強，長時間在戶外活動，注意防曬，帶好防曬用品。 

★ 旅遊攝影時，請注意安全，不要到有危險的地區拍攝或攀爬。（麗江古城中的水邊、橋邊或虎跳峽的懸崖邊等地） 

★ 雲南是個多民族居住的地區，請尊重當地少數名族的生活和信仰，避免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購物時最好能聽從導

遊人員的建議，以免發生不必要的糾紛。 

★ 因大陸飛機、火車時刻常誤點或取消，航空公司不負責賠償責任，若導致行程延誤，取消概不得退費，但團體會在

條件允許下，儘量安排走完行程，若有不便敬請見諒，確定安排由當地旅行社做最後確定。  

★ 行程內容將因班機狀況而調整行程順序，內容不變。                                    

★ 飯店如有變更以同級為主。  

★ 特別說明： 

 飯店房間均提供兩小床房型，若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飯店提供為主，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或三人一室加
床(須另外加價)，因區域酒店構築限制，造成不便敬請見諒。如有欲住單房者，須補足單人房價差。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
隊之要求；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雲南乃屬高海拔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道為主，敬告素食

客人如前往雲南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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