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雲兩省遊 興義(馬嶺河峽谷、萬峰林日出) / 羅平(油菜花田-金雞峰觀日出、九龍瀑布群
元陽梯田觀賞日出/日落) / 建水(朱家花園) / 普者黑三生三世十里桃花拍攝地+二月公路間油菜花田
東川紅土地攝影 八天純玩團 (團號KSR-8-H) (大交通 動車)
熱門成團出發日期：2018年 11月17，24日/ 12月1，8，15，(聖誕節22、23、24、25)，29日/
2019年 1月1，12，19日 / (春節2月5，6增按如下加收費$1000/人)，9，10，12，13，15，16，17，18，20，21，
23，24，26，28日 / 3月2，3，5，7，9，16，30日 / 4月6、13、(復活節18、19、20)、27日
原價錢$9999現在按 成人收費：首10位$7999 / 11-15位：$8499 / 16位或以上：$8999
小童收費：$7399(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單人房附加費：$2100 以上報價：所有優惠不適用於此團。
本團特點：免收領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本團特色攝影推介：
(01)元陽梯田放水期(11月底至3月) 【元陽梯田】更是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為【世界自然遺產】
，十九萬公頃的梯田，從
海拔199米到2000多米，一層層坐落在哀牢山的南部，這裡的日出、日落、雲海、哈尼族村落，讓人醉心於此。
(02)雲南東川紅土地 攝影家的樂園 雲南東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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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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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豔濃烈的色塊一直鋪到
天邊。每年的9月到12月是到紅土地的最好季節。
(03) 神奇色彩的雲南，美景處處，羅平就是其中之一，獨特的氣候，造就了獨特的農業生態，每年1月中至3月，20萬畝油
菜花田在羅平壩子競相怒放，綿延數十里，金浪滔滔的海洋，讓您在這個最大的天然花園駐足，無不感歎羅平金色花海之
偉大，而金雞峰叢喀斯特地貌，呈現出別緻的“千丘田＂田園風光，吸引了無數賞花人。
(04)興義馬嶺河峽谷“地球上一道美麗的疤痕＂馬嶺河大峽谷，該峽谷以鈣化瀑布群30條，各種鐘乳石聞名於全世界，有
“天星畫廊＂之美稱。
(05)大羊街鄉—《中國國家地理雜誌》評選中國最美的六大村莊之一。
風味安排：建水臨安風味、元陽哈尼風味、紅河縣農家菜、羅平布依風味、興義小食烤鴨風味及昆明過橋米線。
晚宿於五星級標準明花之城豪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免收領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天數

行程

1

香港/昆明

2

昆明—建水—元陽

3

元陽—普者黑

4

普者黑—羅平

5

羅平—興義

6

興義—曲靖/昆明

7

紅土地

8

昆明/香港

食宿

晚宿於五星級標準昆明花之城豪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X
X
晚
元陽茶樹廣場酒店或雲梯大酒店或雲梯順捷酒店或同級
早餐
午餐-臨安風味
晚餐-哈尼風味
普者黑精品客棧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羅平多依河賓館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五星級標準興義富康國際或國龍雅閣或中維金州翠湖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興義小食烤鴨風味
五星級標準曲靖福邦錦江國際酒店或昆明花之城豪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過橋米線
五星級標準明花之城豪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溫暖的家
早餐
X
X

第一天：西九火車站集中及自行登車—動車前往昆明(可能於深圳北/福田/廣州站自行中轉至昆明)
如買到的動車票是早班，會早一點集合，可能會清晨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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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昆明—建水(朱家花園-古井、朝陽樓-小天安門)—元陽(老虎嘴梯田-觀賞日落)
早餐後遊覽古地 2 萬多平米，有邊陲大觀園之稱的朱家花園，花園建於
清朝光緒年間，至今保存完好，在觀賞到富於清代建築特色的民居。之
後遊覽位於縣城中有小天安門之稱的朝陽樓，朝陽樓建于明朝 1389
年，至今 600 餘年，是袓國邊陲古老軍事重鎮的象徵，建水縣城的標誌。
之後乘車前往被聯合國評為世界自然保護遺產的—元陽。之後往老虎嘴
梯田觀賞落日美景。
【老虎嘴梯田】 站在高高的老虎嘴上俯視，猛品梯
田狀如一朵盛開的白色巨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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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攝影家們稱為世
界上最壯麗的田園風光；被法國報刊列為 1993 年度新發現的七大人文景觀之一。
第三天：元陽—多依樹梯田(觀賞日出)—壩達梯田—箐口哈尼族民俗文化村(磨菇房)—普者黑
清早前往多依樹梯田觀賞日出美景(如遇天氣不佳，則無法觀賞，敬請
見諒)。
【多依樹景區~日出勝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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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壩達梯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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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往哈尼民俗文化村，存哈民
族世代居住的村寨裏，哈尼民族建築特色的磨菇房，具有神秘色彩。
第四天：普者黑(普者黑三生三世十里桃花拍攝地：青丘-苗寨小村-二月公路間油菜花田) —羅平
前往【爸 X 去哪兒拍攝地--普者黑】
，開
始今天的電視劇【三生三世十里桃花】
普者黑取景地菜花箐之行【菜花箐】三
生三世裡的青丘之地，這個苗寨因整個
小村坐落的箐邊開滿了很多菜花才得
名，而且每年二月間在通往菜花箐的公
路兩旁就能看到到黃燦燦的油菜花，美不勝收。之後驅車前往羅平縣(晚抵)。

第五天：羅平(金雞峰觀賞日出、油菜花田—牛街螺絲田、包乘纜車上九龍瀑布群-為方便遊覽所以包單程—
油菜花田)—興義(八卦田-油菜花田含電瓶車)
清早至金雞峰觀賞日出美景，登上金雞峰，看油菜花田比較平坦，而稍
遠處有些孤峰拔起，很壯闊的感覺。很多羅平花海的照片都是這里拍
的。途中經過壩子一片油菜花的海洋，這是國內最大的一片油菜花田，
金黃燦爛的花海綿延數畝，盪漾著清香，吹奏著牧歌，是大自然的恩賜，
羅平城在花海中沉浮，成為大海中的島嶼，請一定要備足相機電池喔!
羅平年產油菜籽近 3000 萬公斤，已是雲南最大的油菜籽生產基地，羅
平油菜籽製作的香油，質優價廉聞名於世。之後觀賞牛街螺絲田。城北
的牛街鄉。這里有梯田，梯田上有的種油菜，有的種其他如小麥、蔬菜
等，各種色塊交織，與金雞的花海是一種韻味。之後驅車前往雲南省規
模最大的瀑布群—九龍河瀑布，我們將搭乘地軌車進入景區，沿途有金雞獨立、峰林峰影、岩溶大泉、珍珠泉
等奇特景觀；其中最著名的九龍第一瀑，高達 60 米，寬有 110 餘米，是九龍河上最大的一級瀑布，瀑簾呈弧形，
簾後有一座直徑達 10 多米的水簾洞。瀑布下為半圓形深潭，潭水清澈如鏡，瀑布水柱從懸崖飛瀉而下，氣勢
磅礡，景色非常壯觀。之後乘車赴興義。

KSR-8-H / 生效日期：22-OCT-2018 / DW/2018/10/23

第六天：興義(萬峰林觀賞日出、馬嶺河峽谷-天星畫廊+含上行觀光電梯)—曲靖或昆明(早/午/晚餐)
清早乘車赴興義遊覽萬峰林景區，萬峰林有成千上萬座奇峰秀石，伸延
數百公里，以氣勢宏大壯闊，整體造型完美，山峰密集奇特而倍受中外
游客的青眯。之後遊覽“地球上一道美麗的疤痕＂馬嶺河大峽谷，該峽
谷以鈣化瀑布群 30 條，各種鐘乳石聞名于全世界，有“天星畫廊＂之
美稱。隨後乘車返昆明前往曲靖。

第七天：曲靖市—東川紅土地攝影(月亮田、落霞溝、錦繡園、七彩坡、樂譜凹、大ㄚ口、鍋底潭、西瓜地)—
昆明
早餐後遊覽紅土地，東川以紅土地著稱，以白土地聞名。這白土地就是
靜態的泥石流。東川泥石流以分佈廣、流速快、暴發頻率高、類型多、
災害嚴重而被稱爲世界泥石流自然博物館。東川紅土地是聞名中外的攝
影聖地，中國紅土地的代表。前往－紅土地。在 90 年代初由昆明風光
攝影家－張培德、趙啟文兩位前輩發現。現已成為雲南攝影愛好者每年
都涉足的地方。遊覽【紅土地】：因土壤富含鈣化鐵等金屬元素而呈現
出罕見的赤紅色。他薈崒了雲南紅土高原最迷人的色彩，是彩雲之南典
藏版，中國紅土地的代表作。紅土地由月亮田、落霞溝、錦繡園、七彩
坡、樂譜凹等景點組成。其佔地面積 20 餘平方公里。之後返昆明。
第八天：昆明/香港—接駁車至火車站—客人自行登車—動車回西九火車站解散(可能於深圳北/福田/廣州站自行
中轉) 如買到的動車票是晚班，可能會零晨過關

* ** 行程至此,圓滿結束***
注意事項：
1. 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旅客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障;
2. 本團不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行李保險、保管費及行李生小費(建議一件 5 至 10 人民幣/次)。
3. 以上行程、餐食(早及正餐因應出車及航班時間安排餐盒)、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按照出入境口岸及航班時
間變動)只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4. 酒店在未獲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X 星標準』標示酒店級數，以便旅客參考。
5. 以上行程出入境口岸，如有變動以茶會公佈為準。
6. 餐廳、廁所、休息站，可能會出現買絲綢字畫、雕刻品茶壺、茶葉……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
定購物點，這種情形基本為全中國性。
7.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參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臨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8. 如旅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料，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料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作
天之內出發的團，需要報名時給有關資料)，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旅客之預訂。一切責任，本公司恕不負責。
9. 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TIC)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修訂)』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旅行
社如因『迫不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在處理團員退款時可收取該指引所列明的手續費，以及退票費用(如適用)；
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TIC)的網站(www.tichk.org)。
10. 如受塌坊影嚮需繞道前往或返回。所需支付之超公里費，由各團友分擔。
11. 如遇匯率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來回機場
稅、保安費、航機燃油附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因此必須按數額支付
給本社，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繳付之訂金及已繳交之所有款項例不發還，也不得將訂金轉讓他人或轉
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12. 此團如人數不足 15 位客人，本社不安排隨團領隊隨行，從出發開始請您有心理準備，需面對不同的語言，
例如：當地導遊一般只會說國語/司機一般只會國語或當地方言/酒店服務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機上空中服務員一
般只會說國語或英語/機場工作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餐館服務員等等其他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或當地方言，客
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13. 即使只有兩人報名(3 人至 14 人都是相同解讀)，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時成本、
機票及酒店能否確認)，如果後最只有 2 至 9 人，不安排隨團國內導遊隨行，由司機安排日常運作，我們特色是
自由團及半自由行方式旅遊，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同意先報團)，不會再另行通知(不是食水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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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少各方面成本增加出發)。
14. 行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車遊、路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歷史、故事，只是方面客人認
識(或許會有一些錯誤，如果您方便敬請多多指導)，絕不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意。
15. 上述行程關鍵字連結有助於行程的瞭解，但也有可能會因字句在不同的詞句上，導致不同的表現。僅供參
考!
16. 以上相片資料只供大家參考。
17. 日出不是我社能控制之內，請客人注意，如果沒有看到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
18. 此行程為深度之旅。因地處偏遠，部分地區餐食、住宿條件有限，路途艱辛遙遠，有數日需於途中餐館用
簡餐，用餐條件較差，旅客須有心理準備，但沿途美麗的風光、絕對值回票價。
19. 部分景區門票是直接向景區要免票的，一般我社是先付門票費，之後再退款給公司，優惠團費絕對沒有計
算您們門票收費，所以請(長者/殘疾)不要提出退門票差價(出示證件買票是登記程式，約貴客不配合出示有效
證件，所有門票由客人自理)。
20. 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通安排火車或旅遊車或商務車。
21. 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出發(因為步分貴賓是遲報名
的)。
22. 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收退門
票成本）(如博物館沒有開放側取消參觀，沒有費用退回，以儘量不影響行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諒解與配
合!
23. 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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