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僳僳族自治州.丙中洛(真正的香格里拉.怒江第一灣).貢山(三江並流核
心地域).怒江大峽谷.六庫知子羅(碧江廢城).福貢.瑞麗(中緬街).中緬公路.
保山.騰沖(熱海景區).畹町.芒市(樹包塔)12 天團三飛 (KLM12-MU)
出發日期:2016 年 09月05.12.19.26日
費

10月03.10.17.24日
11月07.14.21.28日 12月05.12.19.28日
用:成人$11990元 單人房費:$2300元

不包來回程機場稅
港幣$380 元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港幣$80 元 X12 天=$960 元

建議購買個人綜合保險
(12 天)港幣$268 元

註:本公司特別為每位團友購買港弊三十萬元團體旅遊平安保險。

第 01 天：香港 ~ 昆明 MU ~ 楚雄(160 公里,2 小時) (晚餐)
請於指定時間於香港國際機場航班櫃檯前集合，乘直航客機飛赴素有“春城”之稱的昆明市。晚餐於市內餐廳。晚餐
後乘車前往少數民族聚居地楚雄市入住酒店。住 宿:人古鎮大酒店或同級(四星標準)

第 02 天：楚雄 ~ 六庫(380 公里,4.5 小時) (觀怒江、六庫大橋) (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六庫，經滇西重鎮下關向西行 240 公里，翻過一個“V”字型埡口，順一個高山聳立中的狹縫走，傍
邊便是急湍的怒江。六庫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市府。六庫有老六庫、新六庫之分，老六庫是過去土司衙門所在的地方。
隨後乘車欣賞六庫大橋：全長 337.52 米，主孔跨度 154 米，距怒江歷史最高水位 14 米主跨長度居全國第一，亞洲第
二。六庫：怒江位於雲南省西北部，與緬甸、印度接壤，國境線長達 449 公里，有傈僳、白、怒、普米、獨龍等少數
民族。怒江和獨龍江在境內高山峽谷中流過，為舉世聞名的怒江大峽谷的主要地段，高差多達 4740 多米。兩岸有高黎
貢山和碧羅雪山，群峰雄峙，橫亙千里，其間的怒江奔江奔騰咆哮，沿江多急流、險灘、峽谷、溪流、瀑布、翠林綠
林，雲霧擁山，景色壯麗，有“東方大峽谷”之美譽。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六庫盛寶路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 03 天：六庫 ~ 知子羅(碧
江廢城、老姆登教堂、遠觀碧
羅雪山、遠觀高黎貢山) (135 公里,4 小時)
~ 福貢(欣賞怒江峽谷風光、老虎灘、飛來石、老姆登基督教堂、僳族同心酒會)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知子羅參觀碧江廢城，原怒江州州府所在地因地質學家勘探出此地有可能會山體滑坡。所以州府就遷移
到了六庫，廢城裡的街道建築，依舊是 80 年化的舊貌。稍後參觀老姆登基督教堂，為福貢縣最大的教堂，每逢做彌撒
時，各民族教友分其民族盛裝共聚有如節日。最具特色的是教堂唱詩班的四聲部清唱，曲調優美，和聲清越，帶有明
顯的傈僳族風味。然後參觀飛來石：在雲南怒江匹河鄉福貢民族中學校內，有一塊高山地面 5 米左右的砂岩基石上建
有教師宿舍院落，院落中立有一巨大變質岩岩石體，高 3 米多，直徑兩米多，系雲南怒江東岸山體滑坡帶來。奇妙的
是崩岩落入院落，不偏不倚恰在中間，僅損失了北面房子屋簷一角，岩體緊靠面牆，有驚無險。因此，1996 年 5 月，
有人在巨石上面題字“奇峰出奇石，險情出險緣，巧離又巧合，絕緣配絕姻”。晚餐於市內餐廳。晚餐參加傈僳族同
心酒會：傈僳族一種盛大待客酒會，傈僳少男少女以本民族特有的飲酒方式與你且舞不醉不歸，體驗“杵酒”的甜美
與醇香，領略獨特民族風情。住 宿:順鑫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 04 天：福貢 ~ 三江並流景觀核心地域貢山(石月亮峽谷、江中松) ~ 丙中洛(155 公里山路,5 小時)
(沿途欣賞怒江峽谷風光、人馬吊橋、飛渡溜索、怒江第一灣、丙中洛田園風光、怒族石板房、重
丁村天主教堂、民族火晚會) (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貢山，貢山是丙中洛下其中個一鄉,四周由雪山環抱,怒江在此繞盆地北、南、東、三面。家家戶戶
清一色石皮木楞房，房前屋後遍植桃花等果木，村前村後溪水了潺潺，景色優美。前後幾個村落居住怒族，傈僳，藏
族，各自信仰喇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不知名的原始宗教，可謂人神共居，恍若人間仙境。沿途欣賞怒江峽谷風光。

貢山縣位於峽穀北瑞，是恕江大峽谷地質地貌最典型、物種資源最薈萃、自然景觀最美麗的主要地段，也是“三江並
流”景觀的核心地域，被譽為“三江明珠”。觀峽谷奇觀“石月亮”：恕語稱：“亞哈巴”黎貢山的石峰中自然形成
一個空洞，狀如滿月，故得名。江中松：在怒江心有一巨石上長一棵雲南松(江中松)，無論怒江江水漲落均能巍然屹
立，堪稱一絕。沿途觀人馬吊橋、飛渡溜索、怒江第一灣、丙中洛田園風光、怒族石板房、重丁村天主教堂、民族火
晚會。丙中洛真是一塊神仙寶地，地勢平緩，視野開闊。怒江大峽谷的主要地段，落差多達 4000 多米，長達 621 公里。
兩岸有高黎貢山和碧羅雪山，群峰雄峙，樓亙千里，沿江多急流、險灘、峽谷、溪流、瀑布、翠竹綠林，雲霧擁山，
景色壯麗，有“東方大峽谷”之美譽。高聳入雲的怒山，陡峭挻拔的高黎貢山，一路上可欣賞高原峽谷，特有的交通
工具溜索及吊橋，感受到為何雲南十八怪有“溜索竟比搭船快”。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丙中洛邊防客棧(設施簡單)

第 05 天：丙中洛(遠眺石門關 ~ 茶馬古道、雙拉村教堂) ~ 福貢 (早/午/晚餐)
早餐後，遊覽石門，因地勢險要稱為石門，領略到怒江不怒自威的另一面。稍後前往美麗的怒族村子雙拉。隔江眺望，
雙拉村就像是繪在碧羅雪山巨大山壁上的一幅田園風光的油畫。田陌間身著怒族服飾的婦女們在田間勞動，孩子們在
母親身邊玩耍，高大的古樹間有許多土木結構的藏族碉房與怒族木楞房的結合體。雙拉村教堂白色外表的教堂格外引
人注目，雪白的教堂頂上的十字架很醒目，顯得非常寧靜。稍後乘車返福貢抵步後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順鑫酒店或
同級(三星)

第 06 天：福貢~ 六庫(135 公里,4 小時)(僳族澡塘會會址、僳族“四聲部”無伴奏合唱)(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六庫參觀傈僳族澡塘會會址，欣賞傈僳族“四聲部”無伴奏合唱。傈僳族是個遷徙的民族，在長期
的遷徙過程中，傈僳族創造了許多部長達幾千行的敍事詩，並發展成為高水準的無指揮無伴奏多聲部合唱藝術。這種
藝術被許多藝術家稱之為天籟之音－傈僳族四聲部無伴奏合唱。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六庫盛寶路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 07 天：六庫 ~ 保山(120 公里,4 小時) (梨花塢) ~ 途經潞江壩子、觀怒江大橋、翻越高黎貢山原
始森林 ~ 騰沖(165 公里,4 小時) (自費包浸溫泉、熱海景區) (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歷史悠久古絲道必經之路保山市。此地自然資源豐富為中緬貿易集散地。遊覽梨花塢，在此可飽覽
滇緬公路及保山全貌。稍後前往騰沖是以火山組群、地熱溫泉馳名於全國。已發現氣泉、熱泉及溫泉群，為全國第二
大熱氣田。騰沖之火山群、硫磺溫泉、火山湖、龍陵古戰場等勝古蹟，極具考古及旅遊價值。繼而前往熱海景區遊覽
著名之硫磺塘，現名為一泓熱海，在群山環抱之中，澡塘穿峽而過，仿如峽中蒸騰之氣，濃煙卷霧，郁然勃發，景象
壯觀。區內有許多罕見之景觀如大滾鍋沸泉，沸水噴孔處水溫遠 96.6°C，沸水翻起白色浪花，蒸氣沖天，數里可見，
團友可以(自費)享受溫泉浴。住 宿:觀光大酒店或同級(四星標準)

第 08 天：騰沖(火山公園、和順僑鄉、國殤墓園、疊水河瀑布、北海濕地) (早/午/晚餐)
早餐後，覽遊火山公園，是著名之火山城，全境被 70 餘個死火山座圍繞，縣城就座落於火山嵱岩上，由於地熱及火山
帶來奇異景氣，因此頗受旅客青睞。隨後遊覽和順僑鄉，亦是著名哲學家艾思敬的故鄉。稍後參觀風山麓的｢國殤墓園，
園內氣勢恢宏，紀念遠征幾千名將士烈士。稍後前往疊水河瀑布、北海濕地。晚餐於市內餐廳。住 宿:觀光大酒店或
同級(四星標準)

第 09 天：騰沖(梁河土司衙門) ~ 瑞麗(190 公里,3.5 小時) (獨樹成林、瑞麗歌舞風味) (早/午/晚餐)
早餐後，遊覽騰沖梁河土司衙門。明初隨軍征討雲南，因屢建戰功升官定居於此，逐漸被當地土著傣族文化融合，成
為漢傣文化融合的典範。稍後前往瑞麗。午膳品嚐瑞麗歌舞風味及觀賞民族歌舞表演，餐後參觀獨樹成林，一片翠綠
的榕樹林排列路旁歡迎遠方的客人，稱它為迎客榕。這片榕樹林僅是一株大榕樹而已，因母株樹幹向四周發展，又從
枝幹生出氣根，氣根人士又長成粗幹，氣根人土又長成粗幹，組成了這一片榕樹林，成為令人嘆為觀止的獨樹成林奇
景。據考證樹齡已超百年，母樹主幹要七八個人才能合抱，枝繁葉茂，四季長青，氣根發達，覆蓋面寬達 4 畝多，成
為德宏亞熱帶風光代表性的一景。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景成大酒店或同級(四星標準)

第 10 天:瑞麗(姐告邊境貿易區、中緬街、大奘寺、一寨兩國、喊薩傣寨) (早/午/晚)
早餐後，遊覽瑞麗是西南最大的內陸口岸，亦是東南亞重要的珠寶集散中心，中國四大珠寶市場之一，姐
告是傣語，意為“舊城”。位於瑞麗市城南４公里，瑞麗江東岸，相傳元末明初曾在此地築城，故名。姐
告，在姐告邊境貿易區東北面，有一條以國界碑 81 號 至 82 號為中軸線，長 400 米、寬 40 米的中緬一條
街。街的南面是中國，鋪面具有傣、景頗等民族的建築特色，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家公司、土特產品及日
常生活用品，應有盡有。街的北側是幾排典型的緬甸式建築鋪面，擺滿了來自東南亞各國的珠寶玉石、金
銀首飾、手工藝品、土特產品。繼而遊覽奘佛寺和一寨兩國的特殊景像。午餐後前往喊薩奘房遊覽，“奘
房”即通常說的寺廟，是佛教從出家修行的地方，也是佛爺傅經佈道的場所。喊薩奘房建於傣族村寨之中，
它是一座鳳竹環繞、榕樹垂須、別具民族特色的建築，是傣家建築之精華，傣族文化薈萃的藝術寶庫。晚
餐於市內餐廳。住宿:景成大酒店或同級(四星標準)

第11天：樹包塔 ~ 畹町口岸友誼橋 ~ 芒市(98公里,1.5小時) ~ 昆明(飛機) ~ 大觀樓
早餐後，遊覽芒市樹包塔，塔高１０餘尺，樹高數十公尺，塔頂著樹，樹包著塔，頂上枝葉蔥蘢，腳下佛
塔生輝，堪稱塔中絕景。午餐後乘飛機返回昆明市。抵步後遊覽建於清代康熙年間之大觀樓, 樓的正門兩
側掛有一幅一百八十個字的長聯, 稱天下長聯。稍後遊覽翠湖公園,它以湖水翠綠以得名,樹木茂密成陰。
晚餐於市內酒家。餐參觀昆明蘭桂坊啤酒街。住 宿: 頤華商務大酒店或同級(五星標準)

第12天：昆明 ~ 香港 MU
早餐後，稍後前往機場轉乘直航機返香港。(行程僅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按待單位安排為準!)

注意事項：
一、出發前 ：
1、身體準備：凡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腦益血、冠心病等病情者不適宜參加本旅行團，爲了你的安全請勿隱
瞞病情，你可另擇它線或請提前告知旅行社，並做好準備。
2、該線路爲特種線路，景色絕對美麗，景點比較分散，沿途路況，食宿條件相當差，旅途艱苦，參團者必須具備良
好的心理素質和身體素質，並作好吃苦的心理準備。由於整個線路旅遊剛剛起步，部分地區旅遊設施落後、各縣（鎮）
之間相隔較遠，所以用餐和到達目的地的時間經常改變，請遊客做好心理準備！如遇緊急情況下，我社有權在不改變
主要景點前提下調整或變更行程。
3、友情提示：足夠相機電池、現金、開通漫遊網絡手機、個人衛生用品。
由於此線爲高山深度旅遊請各位遊客備好手套、暖手包、手電筒、旅行小刀、太陽鏡、太陽帽、防晒霜、帽子、應急
食品、常用藥物、潤唇膏、濕紙巾、水壼、望遠鏡、雨傘等等物品。高原晝夜溫差較大請各位遊客備足防寒衣物及平
安藥,請向家庭醫生查詢）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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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手續 :
> 報名時先付訂金，長線團每位$1500 元或全數團費，餘款須於起程前 14 天前全數付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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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咭及有效的個人旅遊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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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所繳交費用將於三
天內退回。
> 任何團員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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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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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正。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30 天或以上，長線扣$800 元，短線扣$300 元作為手續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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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7 天至 14 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分之五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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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都會根據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