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貴州黃果樹.織金洞.萬峰湖.峽谷.古鎮地戲 8 日 

升級 2 晚品牌５星酒店 無購物 無自費 
 

★貴州位於中國西南部雲貴高原東部，面積

17 萬平方公里省會貴陽。是一個由西向東傾

斜的高原，大部份地區海拔 1000 米左右。

貴州地形極複雜，山高穀深，有千畝以上壩

子（棗形地）300 多個。貴州具有巖溶、瀑

布為主的自然景觀和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

巖溶形成不同類型的石林，蔚為大觀。白水

江、打幫河、霸陵河、王二河等有上千個瀑

布，其中黃果樹瀑布居全國之首，其附近陡

坡塘、滴水灘、沖坑等爆布亦頗具氣勢。貴

陽紅楓湖、花溪、黔東南河等都以風光奇秀

著稱。 
 
 
【精選景點】 

黃果樹瀑布～中國最大的瀑布，1999 年被大世界吉尼斯總部評為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列入世界吉尼斯記錄。 

馬嶺河峽穀～『上看如地縫，下看如天溝』，為『天下第一縫』之美譽。具有“高原峽穀一線天”的神奇特點。 

織金洞～以「大、奇、全」為特點，是中國目前發現的一座規模宏大、造型奇特的洞穴資源寶庫。 

萬峰林～是典型的喀斯特盆谷峰林地貌，分為東、西峰林，景觀各異。東峰林以巍峨的喀斯特峰叢為特徵 

天星橋～天星橋是國家 4A 級風景名勝區,主要觀賞石、樹、水的美妙結合，是水上石林變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區。 

黔靈山公園～位於貴陽市中心，是全國罕見的天然城市中央公園。園內古木參天，植被茂密，集貴州高原靈氣於一身。 

 
●當地特色餐食● 加贈一餐自助晚餐(價值人民幣 168)。 
(1)迎賓風味  (2)貞豐風味   (3)布依風味     (4)屯堡風味    
(5)竹蓀風味  (6)織金風味  (7)酸湯魚風味 (8)貴陽小吃風味  

■全程不進購物站、無自費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酒店貼心安排】升級一晚國際品牌５星酒店 http://www.qunshengguizhou.cn/ 
【國際五星 群升豪生酒店】貴州群升豪生大酒店是貴安新區唯一一家國際五星級商務會議型酒店，是
由中國百強民營企業中國群升集團投資打造，由全球規模最大酒店管理公司美國溫德姆酒店管理公司
豪生酒店集團管理公司全權管理，酒店擁有各式客/套房 368 間，中西餐廳各一個，擁有大小不同規模
會議宴會廳 15 個，其中最大的宴會廳高達 3600 平方米，這裏是中國東盟教育論壇周永久會址。酒店
位於貴州省國家級經濟開發新區貴安新區群升大智匯商務中心，臨近貴陽市花溪大學城、花溪公園、
花溪十裏河灘、青岩古鎮等，為您的酒店之旅徒增幾分愜意。 

 
航班參考時間 

天  數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1 天 中國南方航空 CZ3022 桃園 貴州 12:25 15:30 

第 8 天 中國南方航空 CZ3021 貴州    桃園 08:40 11:20 

http://www.qunshengguizhou.cn/


貴州黃果樹.織金洞.萬峰湖.峽谷.古鎮地戲 8 日 

升級 2 晚品牌５星酒店 無購物 無自費 
第一天 桃園貴陽~織金                      
 
集合於機場搭乘直航豪華客機前往號稱“森林之城、避暑之都、公園省”的貴州省省會貴陽市。這裡山明水秀，四季

如春，地形複雜多變，氣象萬千，省會貴陽在亞熱帶山地自然條件下農林特產豐富多樣，自然風光秀麗；苗鄉侗寨的

風土民情各俱風采，是中國一處理想的旅遊區域。 

 

 

 

 

 

 

 

 
                                                    

                                                         宿：★★★★織金鴻洲國際酒店或同級(當地最好) 

早餐:X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竹蓀風味 (40RMB) 

 
第二天 織金 鎮寧 【織金古城、織金洞+電瓶車】 
 

【織金古城】以位於古城中心的財神廟最為有名，是國內罕見的古建築，與日本大阪天壽閣相似，不僅有顯著的地方

民族特色，還具有上乘的文化品味，堪稱黔西北水西地區絕無僅有的古建奇觀。古城周圍青山疊翠，孤峰棋布，織金

河與貫城河穿城而過，有 100餘處泉眼遍佈城區，素有“百泉古鎮”之美譽。 

【織金洞】保存生態最原始，景觀最優美，科研和旅遊價值最高的，被譽爲“全國獨一無二的岩溶博物館”“舉世無

雙的地下藝術寶席”的洞中之王。織金洞是中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重點旅遊景區。一九九四年唯一代表亞洲加

入國際洞穴旅遊協會，它的長度 13.5公里，可以算得上是世界冠軍。織金洞裏的各種鐘乳石、石筍、石簾，千姿百態，

造型奇特；還有間歇水塘、地下湖泊。真是一個奇妙的地下世界，各種堆積、結晶達 120多種形態，這也是目前所知

的世界紀錄。 

                                                                     宿：★★★★鎮寧萬祥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活力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 黔菜風味 (40RMB) 

 

第三天 鎮寧【馬嶺河峽穀、天星畫廊】~ 興義(車遊北盤江大僑俯瞰花江大峽穀、奇香園景區) 
 
【馬嶺河峽穀】位於興義城東北 6公里處，河流發源於烏蒙山系白果嶺，因中游處兩岸有馬別大寨與馬嶺寨而稱

「馬嶺河」。有『上看如地縫，下看如天溝』，為『天下第一縫』之美譽。被譽為地球上最美麗的傷疤,具有“高原峽穀

一線天”的神奇特點，類型極其豐富，主要有峰穀峭壁、瀑 布群、泉群、鈣華瀑、崩塌體、急流險灘等類型，構景複

雜，組合多樣，千姿百態。兩岸奇峰峭壁千仞，岩面斑駁陸離，發育良好的鈣華體，色彩鮮豔；瀑布從百余米高的懸

崖上飛流直下，氣勢磅礡，雄偉壯觀。 

 

【天星畫廊】天星畫廊是峽谷景區精華部分，以規模宏大的瀑布群及岩頁壁掛形成主要景觀特色，雖然長僅 1.7公里，

但卻有「萬馬咆哮」、「珍珠瀑」、「面紗瀑」、「間歇五疊」、「撈月瀑」、「洗心瀑」、「路簾瀑」、「飛廳瀑」等 13條瀑布；

而懸掛堆積的鐘乳石、石筍、石柱、石幔等景觀，有如「瓊樓玉宇」，皆是必遊之處。 



貴州黃果樹.織金洞.萬峰湖.峽谷.古鎮地戲 8 日 

升級 2 晚品牌５星酒店 無購物 無自費 
【北盤江大橋】為亞洲第一高公路大橋，橋下的花江大峽穀是峽位於關嶺布依族自治縣，是貴州高原最大的峽谷、景

區沿北盤江分佈，滔滔江水咆嘯奔騰、切割出深一千多公尺的峽穀。山巒裸露著青灰色的岩石、怪石嶙峋、充分表現

出「地無三尺平」的貴州特性。還可以參觀雄跨兩山之間的北盤江大橋，其雄偉壯觀會令您忍不住在探貴州橋樑建設

的能公巧匠。 

                                                                 

                                                                      宿：★★★★興義鳳凰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活力早餐   午餐: 峽穀風味 (40RMB) 晚餐:   菌王火鍋 (40RMB) 

 

第四天 興義【萬峰湖+遊船、西萬峰林（八卦田+電瓶車）、東萬峰林+十萬大山、婚俗博物館】 

 

【萬峰湖】特別安排搭乘遊船遊覽萬峰湖區，觀賞喀斯特的峰林景觀。萬峰湖是中國重點水電工程，因天生橋高壩電

站建成蓄水後形成人工湖，湖內上千座山峰構成了上千個全島或半島，湖水環繞，峰巒參差，湖光山色盡收眼底。 

【東萬峰林】位於興義城南方向，是國家地質公園、國家 AAAA級旅遊景區、中國最美的五大峰林、全國工農業旅遊示

範點。萬峰林是中國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堪稱中國錐狀喀斯特博物館，被稱譽為"天下奇觀" 。萬峰林分為東、

西峰林，景觀各異。東峰林以巍峨的喀斯特峰叢為特徵，西峰林是高原喀斯特景觀。 

 

【萬峰林】貴州黔西南的萬峰林絕對是個奇蹟。雖然才是個 4A景

區，但卻是中國最美五大峰林之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萬峰林，

氣勢磅礴，景觀奇特，其間天然明河暗流、天然湖泊、天然溶洞、

天然林木、奇花異草交相輝映，相得益彰，使峰林壯如千軍萬馬，

屬於中國西南喀斯特地貌，奇如海洋波濤，美如水墨畫卷，堪稱

中國錐狀喀斯特博物館，被稱譽為「天下奇觀」 。它以氣勢宏大

的峰林地貌而著稱，以馬嶺河為界，分為東、西峰林，東峰林的

特點是山峰皆獨立呈寶劍型式，粗獷大氣；而西峰林的特點是呈

現峰陣型式，山峰連綿，宛若兵陣。根據峰林的形態，又可分為

列陣峰林、寶劍峰林、群龍峰林、羅漢峰林、疊帽峰林等五大類

型，每一類都各具特色，既獨立成趣，又與其他類型的峰林相輔

相成，組成雄奇浩瀚的岩溶景觀。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就曾到過此地，讚嘆這片連接雲貴各省的峰林：「磅薄數

千裏，為西南形勝」；我們將參觀景觀較為集中的西萬峰林，並搭乘電瓶車遊覽八卦田景區。 

 

【婚俗博物館】現在是全國唯一的少數民族婚俗博物館。該館館舍"劉氏莊園"是中國占地面積最大的“屯堡”式地主、

軍閥建築群，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清代嘉慶年間，到本世紀初便形成中西合壁、規模宏大的建築群體。

其主要建築多為木結構，屋頂有懸山式、廡殿式、硬山式，屋架有穿鬥、抬梁式，柱礎均高 0．7米以上。該館的《貴

州少數民族婚俗展覽》，包括六個部分，展出有關文物 381件，圖片 129幅，輔以婚裝人物模特、情歌錄音和婚禮錄相。

使知識性與趣味性有機結合，寓教於樂。 

https://www.itsfun.com.tw/%E8%90%AC%E5%B3%B0%E6%9E%97/wiki-1507856-7043736


貴州黃果樹.織金洞.萬峰湖.峽谷.古鎮地戲 8 日 

升級 2 晚品牌５星酒店 無購物 無自費 
                                                                宿：★★★★興義鳳凰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活力早餐   午餐: 萬峰湖魚宴 (40RMB) 晚餐: 自助晚餐 (市值 168RMB) 

 
第五天 興義(3.5HRS) 黃果樹【黃果樹大瀑布+環保車+單程電梯、水濂洞、陡坡塘瀑布】 
 
【黃果樹瀑布風景區】以黃果樹瀑布為中心，黃果樹瀑布是一非常巨大的瀑布群體、共有地面有 18 個瀑布，地表下有

14 個瀑布。黃果樹瀑布是中國第一大瀑布，也是亞洲最大的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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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果樹瀑布是這些

瀑布群中最壯美的一個，它高 74 米、寬 81 米；漲水時節，如蛟龍翻騰、浪花飛濺、水珠飛揚；枯水時節，瀑布猶如

萬縷銀絲披掛、輕柔多姿、又是另一番風致。還未見瀑布就感覺到滿天的細雨正從瀑布方向向你撲來。景區遊覽完畢

後將乘座全國最長的手扶電梯出景區，全長 170 米，爬升高度為 80 米，避免走臺階的辛苦！  

 

【陡坡塘瀑布】位於黃果樹瀑布上游 1 公里處，瀑頂寬 105 米，高 21 米，是黃果樹瀑布群中瀑頂最寬的瀑布。陡坡

塘瀑布頂上是一個面積達 1.5 萬平方的巨大溶潭，瀑布則是形成在逶迤 100 多米長的鈣化灘壩上。陡坡塘瀑布還有一

個特殊的現象，每當洪水到來之前，瀑布都要發出“轟隆.轟隆”的吼聲，因此又叫“吼瀑”。 

 

 

 

 

                                                                      

 

 

 

 

                                                                   宿：★★★★萬綠城柏蘭亭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活力早餐   午餐: 土雞風味 (40RMB) 晚餐: 中式合菜 (40RMB) 

 

第六天 黃果樹【天星橋+纜車、水上石林、銀鍊墜潭瀑布】~雲峰屯堡(賞油菜花)+地戲表演 ~ 清鎮【清

鎮時光貴州小鎮】 
 

【天星橋風景區】此處號稱『有水皆成瀑、是石總盤根』。天星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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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練墜潭實際上是漏斗形瀑布，位於水

上石林左上方。這裏河床成扇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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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這下，閃閃發光，似無數銀練墜入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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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下麵交匯，

把一座石林圍在水中，區內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羅棋佈，露出水面、形成一個奇特的景觀。 

 

雲峰屯堡：安順，聚居著一支與眾不同的漢族群體─屯堡人，他們的語言、服飾、民居建築及娛樂方式都沿襲著明代的

文化習俗，上演著一幕幕明代歷史的活化石；而安順屯堡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數西秀區七眼橋鎮以雲山、本寨、雷

屯為主，雲山、本寨的明代古城牆、古箭樓、古巷道、民宅、古堡等保存良好，所以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旅遊價值。

在屯堡內，隨處可見身穿大襟寬袖、藍色長袍的人，在當地被稱作「屯堡人」，屯堡人是明朝洪武年間的屯軍後裔，600

餘年來，他們仍保留繼承著明代的生活習慣、文化習俗，頑強地堅守著他們祖先的傳統，他們的服裝服飾被稱為明代

服飾的活標本。屯堡民間藝術極為豐富。 

地戲表演：最具代表性的是，俗稱「跳神」，由原難舞的分支軍難演變而來，盛行於屯堡村寨，是集地戲、祀、娛樂於

一體的古老戲種，屯堡人依村寨門前或寨中空地戲臺，以憨直拙樸、粗獷自然的露天演唱形式，用唱、念、做、打的



貴州黃果樹.織金洞.萬峰湖.峽谷.古鎮地戲 8 日 

升級 2 晚品牌５星酒店 無購物 無自費 
藝術手法作出表演，有「戲劇活化石」之稱，戲劇古樸粗獷，演出能表現力度美。 

【時光小鎮】是一個集旅遊、度假、休閒、娛樂於一體生態文化旅遊小鎮。古鎮以講述“貴州故事”、展現“海派生

活”為主題,並擷取 20 世紀 40 年代風華絕代的海派建築靈魂特色,以貴州數億年的史前文化為起點,以數百年移民屯堡

文化為依託,以數百年的建築文化為指向,集地質文化、史前文化、屯堡文化、會館文化、休閒文化為一體,是貴陽市打造

的城西休閒旅遊主題商業街區。 

 

 

 

 

 

 
 
                                                                            
                                                                                          
                                                                         宿：5★群升豪生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活力早餐 午餐: 農家風味(40RMB) 晚餐: 中式合菜(40RMB) 

 

第七天  清鎮（1小時車程） 貴陽【青岩古鎮、黔靈公園、弘福寺、甲秀樓】 

【青岩古鎮】位於貴陽市的南郊，古鎮原為明清時期的軍事重鎮，這裏曾經集中了九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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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靈公園】素有「貴陽的後花園」及「黔南第一山」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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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岩上、排水性特佳、故再大的山洪亦安然度過。 

【甲秀樓】這是一座木結構的閣樓,三層三簷這是一座木結構的閣樓，三層三簷，紅欞雕窗，與山光水色結為一體；當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到此一遊又是一番別有情趣的魅力。 

                                                                       宿：5★群升豪生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活力早餐 午餐: 古鎮風味(40RMB) 晚餐:   貴州風味 70 RMB 

 

第 8 天 貴陽桃園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臺北。結束此次貴州八日遊行程。  

本日如因航班班機時間較早，早餐將以打包餐盒讓旅客隨行享用，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宿:★★★★★最溫暖的家 

早餐: 打包盒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備註: 
※ 行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行前說明會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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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各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會有此【準 5, 4】
名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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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會有此【準 5, 4】名詞產生。 
※ 報價已分攤 70 歲以上老年人及 12 歲以下小孩優惠票價格，如產生優惠票恕不退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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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館之權利，以便使團體順利為原則。 
※ 行程須同進同出，不可延回，行程中若要求脫隊需補團費差額 NT800(每天/人)。若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
遊，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將視同為個人放棄行為，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