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貴州黔東南 凱里(少數民族博物館、西江千戶苗寨) 安順(天龍屯堡.
天臺山) 興義(馬嶺河峽谷.萬峰湖、西萬峰林.八卦田) 黃果樹大瀑
布.天星橋.石頭寨.南江大峽谷) 貴陽八天團 (KWE08-HL) 
 
 

    用:成人$6590元

 

出發日期:2015 年02月03.10.24日 03月09.14.21.28日   
04 月 04*.11.18.25 日  05 月 04.09.16.23.30 日 

06月05.13.20.27日  12月05.12.19.26日 
費   小童$5790元(12以下,不佔床) 

 

出發日期:2014 年
6日 

4.21.28日 
    用:成人 元

備    註:附有*的日期, 將有特別節日加保留加幅之費用。  
 

 07月04.11.18.25日 
.12.19.208月01.08.15.22.29日  09月05

10月03.10.17.24.31日  11月07.1
$6990費   小童 元(12以下,不佔床)$6190   單人房費:$1350元 

綜合保險 

 

不包來回程機場稅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建議購買個人

香港: 港幣$730 元(浮動)  深 2 元 圳:港幣$450 元(浮動) 港幣$80 元 X 8 天=$640 元 (8 天)港幣$19
註:本公司特別為每位團友

★凱裏苗寨風情 民風民俗保存完整 映， 拉

我 足百 服裝

中小路來到苗寨高處的「採歌堂」（舉

大型民間歌舞表演的廣場），欣賞最道地的【大型傳統民族歌舞表演】。 
瀑布）  坐落在珠江水系上游的白水河上。白水河河水自70多米高的懸崖絕

其聲，有如千人擊鼓，萬馬奔騰。瀑布的水，隨著季節的不同變化形成各種迷

從峽穀大橋俯 ，湍急的河

                     (晚餐) 

族博物館 ~ 西江千戶苗寨、歌舞表演 (早餐.午餐.晚餐) 
後，前往凱里參觀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館】，共有藏品 12000多件，收藏有元、明、清等時期的

購買港弊三十萬元團體旅遊平安保險。 
 
 

程特色、用心看得到】 行
  這裡苗族同胞， ；全寨林木蒼翠，古樹交 古色古香的吊角樓，巴

河繞寨腳而過，山青水秀，如一派農舍風光…。當 們進入苗寨時，男女老少足 多名寨民身著民族

夾道歡迎您的到來，並熱情地端上「攔路酒」來歡迎您；我們沿著村

行

★黃果樹大瀑布（亞洲第一大

壁上飛流下，在十裏之外可聞

人的奇觀。瀑布覆蓋在整個崖壁上，有如銀絲飄灑，豪放中不失秀美。在黃果樹瀑布的周圍，還有著許多不

同風格的瀑布，因此形成了著名的黃果樹瀑布群。別忘了瀑布後面還有個水蓮洞。 
★馬嶺河峽谷（天下第一縫）  舉世罕見的地縫，峽谷風景區兩岸峭崖對峙，穀深流急，銀瀑飛瀉；灘險急

流處，水石相搏、驚濤拍岸、氣勢磅薄，在藍天白雲的映襯下，尤如天溝； 看穀底

流恰似地縫。因此也有“西南奇縫，天下奇觀＂之美稱。 
★天龍屯堡（地戲表演－跳神）  世界唯一明朝傳統戲曲－跳神.（地戲） 演員帶上俗稱「臉子」的面具，

演出一個個民間故事，臉譜以白楊木精雕而成造型生動、色彩豐富. 
◆貼心安排：特別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一天: 香港(車/船) ~ 深圳機場 ~ 貴陽 ZH/CZ    
於指定時間集合, 乘(車或船)前往深圳國際機場，乘搭民航客機直達貴州省會貴陽，是一座二千多年的歷史城市，名勝古跡四處佳是 
。抵步後晚餐於市內酒家。住 宿:西湖花園大酒店或同級(四星) 
 

第2天:貴陽 ~ 凱里(車程:2.5小時)~ 少數民
餐早



苗族、侗族民族服飾及部分祭祖和生活用具。館內設有黔東南概貌館、少數民族風情館、少數民族服飾館、

聞明的銀匠村，苗族銀飾全爲手工製作，其工藝具有極高水準。西

是一個保存苗族“原始生態”文化完整的地方，是領略和認識中國苗族漫長歷史與發展的首選之地。西江牯藏節、苗年，聞名四

個典型的屯堡村寨，地處滇黔古驛道上，由於地理位置

的重要性，天龍這片土地很早以前就進行屯軍了。現居住在這裡的主要姓氏是以陳、鄭、張、沈屯軍始居姓氏的後裔。從老人的傳

歷史天龍屯堡古鎮實為活古蹟，穿梭其中看著古老的街坊，傳統的服飾，更令你心動不已。隨後觀賞安順民間傳

演”；演員帶上俗稱「臉子」的面具演出一個個民間故事，臉譜以白楊木精雕而成，造型生動，色彩豐富，神態

 

布依族村寨，布依族是貴州的少數民族，布依族村寨清一色的石頭建築就叫【石頭寨】，其棉布蠟染技藝更是一絕、拜訪布依族的

成扇形，上寬下窄，上高下低，落差２０餘米。銀鏈墜潭瀑布由於長年累月的波浪衝擊

中下遊,以氣

宏大造型美峰岩奇特的典型喀斯特朋盆谷峰林地貌而著稱。以馬嶺河為界河東的峰林為”東峰林”；東峰林的特點是呈現喀斯特

區

河因兩岸有馬別大寨和馬嶺寨而稱馬嶺河。馬嶺河峽谷交織成群

星羅棋佈著大大小小的水、旱溶洞90餘個，是全世界水旱溶洞最多、最集中的地

，獲世界吉尼斯記錄。稍後遊覽國家一級景點漩塘，塘面呈園形，面積達1萬平方米，這裏是龍宮的上游。通漩河之水至此沈入地

內

姿態萬千的瀑布群落爲特色，風樂旖旎，景象萬千。大峽谷全長約18.4公里，

差218米，各類型多樣的瀑布群，優越的生態爲特色，集奇峰、峽谷、峭壁、斷崖、瀑布、跌水、鈣華、溪泉、巨石、喀斯特森林

及龍舟館…等。。稍後前往【西江千戶苗寨】位於雷山縣東北面，距縣城37公里，距州府凱里39公里。 西江有1250多戶，5600

多人。是目前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有遠近

江

海，西江千戶苗寨，一座露天博物館，展覽著一部苗族發展的史詩，成爲觀賞和研究苗族傳統文化的大看臺。欣賞最道地的【大型

傳統民族歌舞表演】。晚餐於市內酒家。住宿:金冠大酒店或同級（四星） 
 

第3天:凱里 ~ 天龍屯堡(車程:2.5小時) ~ 文廟、天龍屯堡、地戲表演、天臺山、五龍寺 ~ 安順  (早

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安順【文廟】遊覽。文廟被世人譽為一石雕藝術的殿堂，其中“櫺星門”，是一座頗雄壯的石雕牌坊，大成殿及啟聖

祠乃是安順文廟的主體建築，屋簷下各有兩根非常著名的石柱，名為石雲龍獅柱。高5米，兩條蛟龍如騰雲駕霧，又似出海淩空造型

生動，雕琢得形象皆栩栩如生。續專車前往【天龍屯堡古鎮】遊覽；它是一

說和陳鄭二姓家譜來看，四大姓始祖同一時期隨軍征南入黔，後奉旨“屯田戍邊”，至今已繁衍子孫二十餘代，成為這片土地的永

久居民。故數百年

統戲劇－”地戲表

誇張詭秘，值得旅遊者收藏。爾後前往【天臺山】遊覽；從古鎮東南面的山槽間即可遠眺，該山四周群翠環抱，似不高不大，然有

孤石兀立，蘊雄奇險峻之勢；山頂建有屬於屯堡人的廟宇，名【五龍寺】。遠觀該寺猶似古堡，森森肅穆，是一尋幽探古的絕佳去處，

五龍寺千柱落地，有大小房間40餘間，皆靈施巧布，是屯堡寺廟建築的力作。晚餐於市內酒家。住宿:悅立達大酒店或同級(準四星)

 

第4天:安順 ~ 黃果樹大瀑布(單程電扶梯+環保車) ~ 天星橋(纜車) ~ 天星洞、銀鏈墜瀑布、石頭
寨) ~ 貞豐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黃果樹瀑布風景區】遊覽。景區以黃果樹瀑布為中心，地面有18個瀑布，地表下有14個瀑布。黃果樹瀑布是亞洲最

大的瀑布。黃果樹瀑布最奇特的地方是在瀑布背後隱藏著一條百公尺長的水濂洞、洞中除了觀賞千奇百怪的鐘乳石、更可置身洞中

觀賞瀑布、令您此生難忘。除外下游有一處灘面長達350公尺無數盤旋層疊的梯級，形成逶迤綿長螺旋狀的「螺絲灘瀑布」。隨後前

往

村落後、您更可在此採購一些少數民族手工製的臘染布。隨後前往【天星橋風景區】，此處號稱『有水皆成瀑、是石總盤根』，風景

區是由地下河塌陷形成，寬約300公尺的「天生橋」，上下奇壁立，瀑布飛瀉，激流滾滾被暗河吞沒的【銀鏈墜潭瀑布】，實際上是漏

斗形瀑布，位於水上石林左上方。這裡河床

和流水侵蝕，河床形成無數小坑穴，流水漫頂而下，仿若滾珠落玉，陽光落下，閃閃發光，似無數銀鏈墜入潭中。更有露出水面的

【水上石林】等奇特景觀，禿石上長滿了巨大的仙人掌。河水從石林的上面分開，環流兩側，又在下面交會，把一座石林圍在水中，

區內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羅棋佈，形成一個奇特的景觀。晚餐於市內酒家。住宿: 貴峰大酒店或等同級(准四星) 
 

第5天: 貞豐 ~ 雙乳峰景區 ~ 花江峽谷 ~ 興義(車程:2小時) ~萬峰林(電瓶車) ~ 八卦田~ 馬嶺
河峽谷(上行纜車+天星畫廊)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興義途經雙乳峰景區，坐落在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貞豐縣瑉穀鎮與者相鎮交界處。被評爲中國避暑名山、

貴州十大魅力景區。被當地布依族稱爲“聖母峰”，被世人譽爲“天下第一奇峰”雙乳峰。繼而前往參觀亞洲第一高公路大橋【北

盤江大橋】，更可俯瞰觀賞到花江峽谷的壯麗奇景。續前往有十萬大山之稱的【萬峰林】。萬峰林位於馬嶺河峽谷風景區

勢

峰型式，為寶劍型，粗獷大氣。西峰林的特點是呈現高原喀斯特山峰陣型式，山峰連延，宛若兵陣。壩子西側，可看到一片姿態萬

千的峰林，峰與峰或連或斷，參差錯落，峻秀挺拔，令人賞心悅目。隨後驅車前往興義。抵達後，安排前往國家級風景名勝 【馬

嶺河峽谷+上行觀光電梯】，有”上看如地縫、下看如天溝”，馬嶺

的瀑布氣勢磅薄，尖峭的錐峰密集叢生，兩岸峰林之中，還有古廟、古橋、古戰場、古驛道等人文景觀，充滿了古野的情趣和神秘

幽深的色彩。天星畫廊是峽谷景區精華核心部分。它以規模宏大的瀑布群和岩頁壁掛形成主要景觀特色，堪稱一絕。晚餐於市內酒

家。住 宿:富康國際大酒店或等同級（準五星） 
 

第6天:興義 ~ 萬峰湖遊船 ~ 安順(車程:4小時) ~ 龍宮水溶洞(電梯) ~ 漩塘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萬峰湖乘船遊覽水上東峰林，因位於萬峰叢巒之中而得名。湖面面積176平方公里，湖內有30餘個島嶼，58個半島，82

個港灣，湖水環繞，峰巒參差，湖光山色，盡收眼底。龍宮水溶洞，全長5000米，現已開放840米，最寬處30余米，窄處僅有2米，

最高處約80余米，分爲六個廳堂。龍宮有著全國最長、最美麗的水溶洞，還有著多類型的喀斯特景觀，被遊客讚譽爲“大自然的大

奇迹”。龍宮中心景區方圓1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

方

下，變爲地下暗河。一年四季塘水以順時針方向挾帶水上綠色浮萍在不停的漩轉，終年不息，真所謂“山不轉水轉”。晚餐於市

酒家。住宿:悅立達大酒店或等同級（準四星） 
 

第7天:安順 ~ 青岩古鎮 ~ 貴陽(車程:1.5小時) ~ 南江大峽谷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青岩古鎮】遊覽，古鎮原為明清時期的軍事重鎮，這裡曾經集中了九寺、八廟、三洞、二祠、一宮、一院、一室、

一樓、一府、八牌坊；但經數百年歷史滄桑，已有不少建築被毀，但遊客來到這裏，依然立即會感悟到悠悠古韻，數百年來多次整

修擴建，由土城而至石砌城牆，石砌街巷，於今青岩城成了一卒座明清風格的文化古鎮。午餐後前往南江大峽谷遊覽，以發育典

型，氣勢宏大的喀斯特峽谷風光和類型多樣，

落



於一峽，納奇、險、雄、秀、野、幽、奧爲一體，風光旖旎，景象萬千。晚餐於市內酒家。住 宿: 西湖花園大酒店或同級(四星) 

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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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團隊人數不足 10 人, 本公司有最終決定權是否按時出發或更改其他日期團隊出發。 

 

元，餘款須於起程前 14 天前全數付清。 

個人旅遊護照。 

情況下，所繳交費用將於三

。 

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時，本公司領隊得視具體情況而取消其隨團之資格，其未完成部份之

正。 

天或以上，長線扣$800 元，短線扣$300 元作為手續費: 

> 計算 7天至 14 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分之五十。 

> 都會根據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第8天:貴陽 (甲秀樓、黔靈公園、弘福寺) ~ 深圳 ZH/CZ  ~ (車/船)香港 (早餐.午餐) 
早餐後，專車前往著名古樓閣【甲秀樓】遊覽。此樓堪稱為貴陽的旅遊標誌，矗立在貴陽南明河中的萬鼇礬石上(這塊石頭酷似傳說

中的巨鼇)，有浮玉橋銜接兩岸，集山光水色於一體的甲秀樓有一種獨具魅力的美。到此一遊又是一番別有情趣的享受。隨後專車前

往貴陽素有”貴陽的後花園”及“黔南第一山”之稱的【黔靈公園】遊覽；它位於貴陽市西北角，園內古木參天，植被茂密，集貴

州高原靈氣於一身。山上生長著1500餘種樹木花卉和1000多種名貴藥材。清泉怪石，隨處可見，並有成群的羅猴和鳥類棲息於此。

沿“九曲徑”經過24拐到達山頂，登山後即到達貴州第一禪院【弘福寺】，該寺建於明末清初，寺院佈局成甲字形，坐落於三座山峰

相交的溶岩上，排水性特佳，故再大的山洪亦安然度過。午餐後前往機場轉乘飛機返回深圳, 轉乘車或船返港。(行程
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按待單位安排為準!)  
 

特別注意: 
1) 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2)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 建議旅客外出旅遊前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  
3) 建議旅客付予香港領隊服務小費：每人每天港幣$60元(含國內導遊及司機的服務費)  
5) 酒店在未獲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

6) 

報名手續 : 
> 報名時先付訂金，長線團每位$1500 元或全數團費，廣東短線團每位$500

> 各團友須持有效旅遊證件，如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証、香港身份證明書、回鄉咭及有效的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 鑑於某些出發日期參加人數可能不足，本公司有權於啟程前 7 天取消有關旅行團。在此

天內退回

> 任何團員若

旅程之餘數，將不會退回。但該團友離團後之一切行動，概與本公司無涉。 

> 參加團員如因事取消訂位，必須以書面通知辦理，如於出發日期 35 天前通知，則需扣除訂位費港幣 300 元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30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15 天至 29 天內取消訂位者，訂金恕不退還。 

由出發日期起

> 於出發前 6天內或旅程中自行退團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繳之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如團員因有關簽證不獲批准，或因未能出示效証件而引致不能依時出發，一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