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出發日期】週六出發 

   【參考航班】※航空時間若有調整，以航空公司公告為主。 

   精華景點安排                                                                    

★保證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全程入住五星級飯店★ 

★特別贈送【雲南映像秀】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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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雲

南各民族民間著裝的生活，注入原汁原味的民族歌舞為元素，是個既有傳統之美又有現代之力的舞臺表 

演，120 個具有雲南民族特色的面具及牛頭、瑪尼石、轉經筒等，呈現出濃郁的雲南民族風情。似幻似

真的舞臺、燈光及立體畫面效果，更讓表演有著水準之上的演出。(觀賞時間約 1.5 小時左右)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中國東方 MU2028 桃園 昆明 13:15 15:50 

中國東方 MU2027 昆明 桃園 08:15 11:25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石林】雲南石林舊稱「路南石林」位於雲南省石林彝族 

自治縣。石林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經過億萬年地質變化  

形成的。石林是彝族傳說中阿詩瑪的故鄉。 

 
 

 

【九鄉風景區】是雲貴高原上規模最大的喀斯特溶

洞。九鄉風景區其景區由上百溶洞組成，以:雄.奇.險.秀.

著稱。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三腳洞最為宏偉，洞口有

巨型三足石鼎，狀如農家火塘鐵三腳，故而得名。為世

界上單體最高的喀斯特岩地質奇觀，是雲南獨具魅力的

風景名勝區。另一特點是這裡的水非常美，既有可泛舟

而行的2公里長的暗河溶洞，又有瀑布濺流，還有兩壁峭

立，水翠天青的峽谷河道。其已開發為虹橋風景區，有

白象洞、神女宮、雌雄瀑布和大型石雕群構成的神山奇

觀。

 

 

 

【玉柱擎天風景區】位於麗江古城北面，玉龍雪山南

麓，是歷代土司消夏避暑的夏宮所在地。景區集雪山、玉

湖、摩崖石刻、納西族徇情聖地、玉龍書院、神泉、等自

然風光於一體，東巴文化，藏傳佛教和豐富多彩的民族風

情交相輝映。  

 

【麗江古城】國家級歷史文化城又名「大研古城」，已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後走訪小橋流水為特色四方

街參觀，是以一露天市集為中心，街道支巷再向四周，是

整個古城的中心。 

 

【黑龍潭公園】也稱“玉泉公園”，一大股泉水從象山

腳下古栗樹下汩汩而出， 晝夜不停，匯成面積近 4 萬平

方米的水潭，泉水清澈如玉，水面開著潔白的海菜花，水

底遊魚如梭，潭畔花草樹木繁茂，樓臺亭閣點綴其間，風

景秀麗。 

 

【玉湖村】是納西族祖先最早遷徙居住的古村落之一，

村落民居全部由天然蜂窩狀石頭砌成，是納西族最原始最

古樸的村落，可讓您追憶納西民居歷史的源頭。民間傳

說，“麗水出金沙，雪山藏白銀”，玉湖古村落是用雪山

上的金銀礦石堆砌而成的寶藏，因此也吸引著無數尋寶者

的目光。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五星住宿安排                                                                   

 
      石林鉑晟假日酒店 Bosheng Holiday Hotel 

      石林鉑晟假日酒店位於昆明市石林鹿阜鎮風     

   景區，地處綠芳塘水庫旁，毗鄰石林 5A級  

   風景區，不僅可以感受當地撒尼風情，還能  

   欣賞亞熱帶高原地區的喀斯特地貌—石林地 

   質博物館的自然景觀。這裡是石林一所優質 

   的生活度假酒店，外觀建築風格簡約時尚， 

   融入了本土風情。寬敞舒適的客房裡配設了 

   中央空調、國內長途電話、迷你吧、液晶電 

   視、24小時熱水等設施，寬頻讓你與外界 

   溝通不中斷。 

 
 

昆明恆盛酒店 Hengsheng Hotel  

酒店擁有各種溫馨舒適的客房 213間，客房內各種消 

費用品按國際各大品牌配置。酒店為您提供桑拿洗 

浴、室內溶洞泡池、健身房服務，以及配有簡式西點 

供您享用。並設有配套的溫泉 SPA及足浴服務。   

2017年開業、房間數量（間）：213。 

 

 
麗江祥和一號假日酒店  

XiangHeYiHaoJiaRi Hotel 
麗江祥和一號假日酒店是按特色民居標準投資建造的

星級酒店，酒店樓高三層，建築以古樸、納西民居為

主體。另設豪華中餐廳、多功能會議廳、商務中心、

棋牌室、大堂吧、休閒茶吧、小型會議室、酒吧、民

族特色商品店等。酒店員工都經過專業的管理與服務

培訓，無論素質或服務水準，都具備特色民居。 

 

 
楚雄雲華酒店 Yunhua Hotel  

雲華酒店是按照國際旅遊五星級標準建設的集住宿、雌

餐飲、娛樂、水療、休閒、健身，宴會及商務會議服務

為一體的綜合性酒店。為不同客戶的各種需求提供365

間多樣房型選擇，溫馨的客房佈置和貼心的服務帶給您

如回家般的感受；裝飾豪華、規格各異的23間KTB包

房，配置了頂級音響設備和新進的點歌系統。雲華酒店

是俯覽彝州人文歷史的一張全新名片，我們殷切地恭候

您的光臨。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每日行程安排                                                                 
 

第一天  桃園昆明(約1.5H) 石林 
 

         今天集合於國際機場，由專人為您辦理登機手續，隨即搭乘豪華客機，搭機飛往一個景色優美的城市，雲南 

     省會─昆明，又稱春城。春城昆明是一座有著花一樣浪漫情懷的城市。“天氣常如二三月，花開不斷四時 

     春”，那裡天總是藍的，傍晚的雲是五彩的，城內滿眼是綠草鮮花，當然還有清新的空氣和燦爛的陽光。 

     抵達驅車前往石林。晚餐後，接往酒店休息。 

 

 

 
 

第二天 石林昆明 杏林大觀園（黑石箐、櫻花峪、情歌廣場）九鄉風景區(含遊船+纜  

       車) 雲南映象秀 (丙票)
【杏林大觀園】座落在阿詩瑪的故鄉——石林縣，景區以黑石林為旅遊主體，其景觀石頭各異，千姿百

態、山、石、水相影，綠樹山花遍地，身臨其境，讓人流連忘返。在杏林大觀園的中央地帶有一處長 

800米，寬 30~80 米的黑石箐，呈石林狀態，石塊千奇百怪、婀娜多姿。傳說這塊小石林是八仙鬥法

所造。因此林中能找到形態逼真酷似的鐵拐石、毛驢石、一指擎天石、花籃石、洞簫石、玉帶峰等；又有

傳說，藥師佛阿波多羅密曾在此托夢，指導彝家頭人阿古木斯學習醫道，濟世救人。因此石箐中遍佈千種

草藥，引來鳥語花香，成為古滇國縱橫千里少有的“仙境”。 

【九鄉風景區】 是雲貴高原上規模最大的喀斯特溶洞。九鄉風景區其景區由上百溶洞組成，以:雄.奇.

險.秀.著稱。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現分為五個景區:三腳洞景區.疊虹橋景區.上大洞景區.大沙壩景區.明

月湖景區。其中以三腳洞.大沙壩居冠，溶洞大都為橋穴型，多層次遞進。三腳洞最為宏偉，洞口有巨型

三足石鼎，狀如農家火塘鐵三腳，故而得名。疊虹橋景區，景區內有白象洞、臥龍洞、神女宮和大型石

壩群構成的(神田)景觀，景區最為險要的是臥龍洞入口處，從地表到洞底，垂直高差 120 米，遊人沿

九折鋼梯盤旋而下，大有深入地心之感，著名的洞中雄雌瀑布落差 30 米，加上洞壁的回音，氣勢如

雷。隨後專車前往石林，離昆明 89 公里，分佈面積為 400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1750 米，為世界上

單體最高的喀斯特岩地質奇觀，是雲南獨具魅力的風景名勝區。 

【雲南映象秀】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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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雲南各民族民間著

裝的生活，注入原汁原味的民族歌舞為元素，是個既有傳統之美又有現代之力的舞臺表演，120 個具有

雲南民族特色的面具及牛頭、瑪尼石、轉經筒等，呈現出濃郁的雲南民族風情。似幻似真的舞臺、燈光

及立體畫面效果，更讓表演有著水準之上的演出。(觀賞時間約 1.5 小時左右) 

 

 

 

早餐：貴賓自理 午餐：貴賓自理 晚餐：鮮花宴+烤鴨風味50 

住宿：準五★★★★★石林鉑晟假日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藥膳風味 RMB60 晚餐：滇味合菜 RMB50 

住宿：準五★★★★★昆明恒盛酒店或同級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第三天 昆明大理 【洱海公園、蒼山天龍索道上下、大理古城+洋人街】 
 

【洱海公園】洱海是風光明媚的高原湖泊，是僅次於滇池的雲南第二大湖，洱海古稱”葉榆水”，也

叫”西洱河”、”昆彌川”，是由西洱河塌陷形成的高原湖泊，外形如同耳朵，空中俯瞰，洱海宛如一

輪新月，靜靜地依臥在蒼山和大理壩子之間。洱海共有三島、四洲、五湖、九曲，湖水清澈見底，自古

以來一直被稱作”群山間的無暇美玉”。 

【蒼山天龍纜車】又稱點蒼山，乘坐天龍纜車觀賞蒼山洱海美景、山水相依，湖中沙洲，曲折溪流，份 

外嬌媚動人，宛如一幅色彩鮮明的山水畫卷。蒼山景色白以雪、雲、泉、石而著稱。雲，變幻多姿獨具

特色；雪，蒼山頂上終年白雪皚皚，是大理“風花雪月”四大名景之最。泉，清澈無汙，甘甜可口，四

季奔流，叮咚悅耳；石，更是蒼山之魂。這種瑰麗的岩石世界各地都有，但以大理的最美，開發也較早，

人們便稱它“大理石”。 

【大理古城】金庸武俠小說「天龍八部」中，段氏家族曾經統治的大理古城，建於明洪武 13 年，有 

600年歷史，有南北門樓巍峨壯觀，體會大理人民的人民生活風情，古色古香。古城外有條護城河，城

內街道都是南北、東西走向，是典型的棋盤式佈局；城內的建築為清一色的青瓦屋面，顯得十分的古

樸。這裡還有一條大理最著名的洋人街，它是外國人在中國居住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街上的飯店、餐

館、酒吧等等都是中西合璧的。您可在古城洋人街上喝杯咖啡，自由逛街購物。 

【洋人街】大理洋人街位於大理古城護國路，西起滇藏公路。 在古城，大理洋人街原名“護國路”，

意為民國初雲南人民反對袁世凱稱帝，起兵護國而得名。護國路東西走向，長 1000 米，寬 7 米，青石

板鋪面，西起滇藏公路，交博愛路，復興路等主要街道。 

 

 

 

 

 

 

 

 

 

 

 

 

 

    第四天 大理麗江【洱海小遊船(龍宮)、紮染作坊、遠觀三塔、麗江古城、四方街、黑  

          龍潭公園】 

【洱海小遊船（龍宮）】 從洱海東岸乘船十分鐘前往龍宮，“龍宮”洞形成於幾十萬年前，發現於 1995 

年，因洞內有一形象的龍形鐘乳石而得名。 金梭島屬喀斯特地貌，島的四周碧水清波，“龍宮”是島

內天然形成的地下溶洞，洞內有石柱、石筍、石幔等天然奇觀。“龍宮”蜿蜒曲折，全長 1300 米，海

中有島、島中有洞、洞中有景，景觀獨秀，美不勝收。 龍宮內光怪陸離，四季恒溫，冬暖夏涼，七彩

生輝的鐘乳石在水中盡情渲染，景觀更是千姿百態…… 

【紮染作坊】早在一千多年前白族先民就懂得了“染采紋秀”。 特別在盛唐時期，紮染已在白族地區

成為民間時尚，紮染製品也成了向帝王進獻的貢品。紮染原料為純白布或棉麻混紡白布，染料是用蒼山

上生長的寥藍、板藍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用石灰漚制而成的藍靛溶液，而以板藍根居多。設計好的圖

案印在白布上，然後進行紮花。大理的白族紮染技藝被文化部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大理風味 RMB40 晚餐：白族風味 RMB40 

住宿：準五★★★★★大理文悅東方酒店或同級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麗江古城】國家級歷史文化城又名「大研古城」，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後走訪小橋流水為

特色四方街參觀，是以一露天市集為中心，街道支巷再向四周，是整個古城的中心。 

【四方街】大研鎮古城中心的廣場稱為四方街，城內街道密如蛛網，以四方街為中心向四方輻射，中心

廣場最高處設有活水閘門，每逢清潔日閘門關閉時，河道中的清水滿溢而出，四方街上所有店家便一起

出來清洗街道，因而四方街數百年來皆保持一塵不染。遊客到了麗江古城，四方街是必遊之地。 

【黑龍潭公園】也稱“玉泉公園”，一大股泉水從象山腳下古栗樹下汩汩而出， 晝夜不停，匯成面積

近 4 萬平方米的水潭，泉水清澈如玉，水面開著潔白的海菜花，水底遊魚如梭，潭畔花草樹木繁茂，

樓臺亭閣點綴其間，風景秀麗。 

第五天   麗江【玉柱擎天風景區(含騎馬)、納西村落、鱒魚府、雪山湖泊、玉龍書  

       院、養鹿場、東巴院落、摩崖石刻、納西神泉、太子洞、千年古樹群、   

       束河古鎮深度游（茶馬古道博物館）】 
 

【玉柱擎天景區(含騎馬)】位於麗江古城北面，玉龍雪山南麓，是歷代土司消夏避暑的夏宮所在地。景

區集雪山、玉湖、摩崖石刻、納西族徇情聖地、玉龍書院、神泉、等自然風光於一體，東巴文化，藏傳

佛教和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交相輝映。  

【玉湖古村落】納西語稱為“巫魯肯”，在玉龍雪山最南端，被稱為玉龍雪山第一村，玉湖村是納西

族祖先最早遷徙居住的古村落之一，村落民居全部由天然蜂窩狀石頭砌成，是納西族最原始最古樸的村

落，可讓您追憶納西民居歷史的源頭。民間傳說，“麗水出金沙，雪山藏白銀”，玉湖古村落是用雪

山上的金銀礦石堆砌而成的寶藏，因此也吸引著無數尋寶者的目光。 

【鱒魚府】在神奇美麗的“玉柱擎天”景區，還有一種獨特的景觀，那就是虹鱒魚和金鱒魚，它們不僅

是觀賞的珍貴魚類，也是這裏最鮮美的美食。虹鱒魚原產於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是當今世界分佈最廣

的養殖冷水魚類之一。 

【雪山湖泊(玉湖)】東臨白沙壩，與虎紋山遙相對望；西倚玉龍

山，主峰扇子陡倒影湖中，藍天白天遊移湖面，山光水色，上下

空明，秀顏天下,如古所雲:“瑤池瓊島”。“玉湖倒影”為玉龍

雪山十二影之首。土司鹿場騎馬打獵一直是納西族的傳統體育項

目，納西族史可以說一部馬的歷史。明清時期納西王在避暑休閒

的夏宮旁邊開闢了騎馬遊樂的鹿場。玉湖村最早的居民就是為納

西王護宮養鹿的納西人。 

【玉龍書院】歷代土司吟詩讀書的場所，將他們崇尚文化，包容

萬物的思想一直發展了下來。成為歷代土司尊重文化、重視讀書的一大標誌。據統計，自雍正改流至道光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白族風味 RMB40 晚餐：虹鱒魚風味RMB50 

住宿：準五★★★★★麗江祥和一號假日酒店或金合歡酒店 或同級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中期 110 多年間麗江科舉就出了進士 3 人，舉人 31 人，副榜 5 人，貢生 70 餘人，可謂人才輩出，俊

傑薈萃。 

【東巴院落】展示納西族本土的宗教文化東巴文化，東巴文化是由東巴世代傳承下來的納西族古文化。

東巴是東巴文化的主要傳承者，東巴意為“智者”，是納西族最高級的知識份子，是納西族原始宗教中

的經師或祭司。 

【摩崖石刻】麗江最早的漢文摩岩石刻“玉柱擎天”是 1723 年清代改土歸流後的麗江第一任知府親筆手 

跡。“玉柱擎天”左下橫刻“玉壁金川”四字，則是麗江郡丞聶瑞於 1725 年所題，這巨幅石刻寫盡了

麗江玉龍大雪山的壯麗，和金沙江的絕美 

【納西神泉】茂密的千年古樹上，有一座觀音形狀的山崖名叫“觀音崖”、崖下是太子洞，洞內出神

泉，泉水甘甜，周邊各族群眾常到此取水飲用，是天然的低礦化飲用水。據說這水可以治眼病、去風濕

等多種疾病，相傳一尊“送子觀音”在此常年守望，久婚不孕之夫婦在此燒香叩拜，飲用此水，會為不

孕夫婦帶去佳音。 

【千年古樹群】傍崖監湖，濃郁幽深，又象一把把巨傘斜遮湖上，鳥兒嘻噪其間，鳥語花香，心曠神

怡。納西族世世代代祭祀神靈的場所。 黑龍潭公園俗稱龍王廟也叫玉泉公園，位於麗江古城北端象山

之麓，一大股泉水從象山腳下古栗樹下汩汩而出，晝夜不停，匯成面積近 4 萬平方米的水潭，泉水清

澈如玉，水面開著潔白的海菜花，水底遊魚如梭，潭畔花草樹木繁茂，樓臺亭閣點綴其間，風景秀麗。 

【束河古鎮】是納西族先民在麗江壩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是茶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鎮，也是

納西先民從農耕文明向商業文明過度的活標本，早在明代，這裡就已經是滇西北的重要集鎮，南來北往

的商人們在此交易。漫步于束河古街，總能讓人感受到一股濃郁的文化氣息。 

 

 
 
 
 
 
 
 
 
 
 
 

  第六天 麗江大理楚雄【喜洲古鎮、楚雄博物館、彝人古鎮、篝火晚會】 

 
【喜洲古鎮】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鎮，這裡有著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築群。從佈局上看

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這些民居雕樑畫棟、斗拱重疊、翹角飛

簷、門樓、照壁、山牆的彩畫裝飾藝術絢麗多姿，充分體現了白族人民的建築才華和藝術創造力。 

【楚雄博物館】楚雄州博物錧總建築面積 11200 平方米，展廳面積 7000 多平方米，展出各類文物 

8400 餘件。分序廳、古生物廳、歷史文物廳、民族廳、中共楚雄州地方黨史廳、書畫廳、動植物標本

廳等 7 個展廳，12 個展室，展出了聞名中外的祿豐恐龍化石、臘瑪古猿化石元謀猿人牙齒化石、萬家

壩銅鼓等一批珍貴文物，另外還有民族手工藝繡品、精美的服飾、彝族太陽曆、書法、油畫、中國

畫、壁畫、剪紙藝術品等，是瞭解彝州彝族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視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納西風味 RMB40 晚餐：火塘風味 RMB50 

住宿：準五★★★★★麗江祥和一號假日酒店或金合歡酒店 或同級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彝人古鎮】 一道巍峨壯觀的大牌坊上，橫書“彝人古鎮”四個大字遒勁雄渾，這就是彝人古鎮的大

門，舉頭仰望，一種磅礴之勢迎面而來。古鎮到處都是景觀，到處都有典故，可以說是移步易景，一景

一串故事。在十字街，丁字路口共設計了二十多個景觀，包括“彝族七秀”、“鹿城八景”。所有建築、

景觀、園林採納了麗江古城、彝族民居、江南水鄉的各家之長。 

【篝火晚會】彝族是一個崇虎、愛火的古老民族，承載著彝族人民悠久燦爛的火文化傳統，表現為“祀

火、玩火、唱火”的節日活動形式。在彝族古老神秘的歷史中，彝族人總是以征服自然、征服外族為

榮，彝族是中國境內第一個發現火和使用火的民族，他們用火戰勝敵人、驅除害蟲、除妖避邪，彝族人

還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能征服火。彝族人在長期的和火的交道中，不僅發現了駕馭火的神秘力量，而且

利用火創造了很多的文明，因為火在彝族發展中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所以彝人自古以來都把火當做一

種至高無上的圖騰，一種精神和文明的象徵來供奉崇拜！每年的農曆六月二十四是傳統的彝族火把節， 

 

對彝人來說意義堪比漢族的春節，每年火把節彝人都會點燃松木製成的火把到村寨田間，邊走邊把松香

撒向火把，唱歌跳舞、賽馬鬥牛、摔跤擺宴大肆歡慶，人們圍著熊熊的篝火盡情慶祝，用彝人自己的方

式向他們崇敬的火神獻上最真誠的祝福，祈求來年風調雨順、人畜平安。 

 

 

 

 
第七天 楚雄昆明【西山龍門（含纜車上環保車下）、翠湖公園、陸軍講武堂】 
 

【西山龍門(纜車上+電瓶車下)】搭乘纜車登上西山公園，通過一條驚險的峭璧棧道，抵達「一登龍門、

身價百倍」的龍門，可欣賞滇池的優美風光；滇池位於昆明市區西南，又叫昆明湖或昆明池，古稱「滇

南澤」，是雲南省面積最大的高原湖泊，也是全國第六大

淡水湖，有「高原明珠」的美稱。 

【翠湖】昆明翠湖公園因其八面水翠，四季竹翠，春夏柳翠，

故稱"翠湖"。元朝以前，滇池水位高，這裡還屬於城外的小湖

灣，多稻田、菜園、蓮池，故稱"菜海子"。因東北面有九股

泉，匯流成池，又名"九龍池"。到民國初年，改辟為園，園內

遍植柳樹，湖內多種荷花，始有"翠湖"美稱。  

【陸軍講武堂】陸軍講武堂是中國近代一所著名的軍事院

校，原為清朝為編練新式陸軍，加強邊防而設的一所軍事

學校。建立時與天津講武堂和奉天講武堂並稱三大講武

堂，後與黃埔軍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齊名。陸軍講武堂

曾培養出如朱德、葉劍英、崔庸健等大批傑出的軍事家、革命家。現在這裡珍藏了一些當年的珍貴歷史

資料，供人參觀。 

 

 

 
 
     第8天 昆明桃園 送機 
 

享用飯店早餐後，清晨整理行裝前往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高雄，結束此次難忘的雲南之旅。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野菌火鍋 RMB50 

住宿：準五★★★★★楚雄雲華酒店或翰承國際溫泉酒店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歡送宴 RMB60 

住宿：準五★★★★★昆明徽商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盒 午餐：貴賓自理  晚餐：貴賓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團費說明                                                                 

           包含項目：機場稅.安檢費.履約責任險.燃油稅 

           不含項目：臺胞證、機場接送、(領隊+導遊+司機 小費每天 NT 200)** 

 

     注意事項                                                                 

           1.行程內容因國際或國內班機變動而有所調整。  

           2.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3.行程內容順序以當地旅行社所安排為主。 

           4.原定參考行程飯店、航班，如遇飛機、氣候或其他非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公司有權保留行程之變更，   

              及更換同級旅館之權，以使團體順利為原則。 

           5.因綠色環保各地酒店取消一次性用品，請自行攜帶牙膏、牙刷及洗漱用品。 

           6.以上報價已分攤 60 歲以上的老人及孩童優惠門票價格，如產生優惠票，恕不退回。 

           7.為維護旅客當地安全與旅遊權益，本行程全程不得脫隊或擅自離隊，如旅客脫隊或離隊者， 

              則視同終止旅遊契約。 

           8.前往大陸地區，行動電源有清楚明顯標示 30000 mAh 以下，可放隨身行李攜帶，若超過中國海關一 

              律沒收。若您的行動電源無詳細的標示 mAh 容量，請攜帶商品說明書或包裝盒說明，否則海關將視 

              同於超過 30000 mAh，予以沒收！ 

           9.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車輛行駛時，駕駛人、乘坐人員應當按 

              規定全程使用安全帶，請務必提醒注意。 

          10. 自 2007 年 3 月起,旅客隨身手提行李,攜帶液體.膠類.噴霧罐..每個容器不得超過 100cc(100g), 

                (P.S 建議:液態.膏狀物品或剪刀或尖銳物品, 若有攜帶,請勿放在隨身行李,請放至在拖運行李內) 

          11. 近年來中國地區逐步發展迅速，飯店如雨後春筍中增加，故會有一種【準星級】名詞出現，                    

                針對此現象提出說明如下： 

           A. 新酒店成立需經試營業一年後才能進行星級評等，故會依酒店建立時規格稱為【準 5 或準 4】酒店。 

           B. 有些酒店未參與星級評等，但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稱為【準 5 或準 4】酒店。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東方航空直飛】昆明、大理、麗江、楚雄環線８日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