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麗江住宿五星★大港旺寶酒店-在少數民族中體驗現代與傳統 

 
瀘沽湖宿五星★銀湖島酒店-在東方女兒國圓神仙生活夢 

 



麗江瀘沽湖銀湖島大酒店在景觀，自然地貌優美的紅崖子片區，集風景、人文風情、生態環保休閒度假

酒店。所有房間視野開闊、藍天白雲、日升月落、湖光山色、鳥兒脆鳴、松樹跳躍盡收眼底。酒店餐飲

以川、滇、粵、湘菜系為主，既有高原山珍野味又有摩梭風味菜讓您品嘗。酒店的宗旨是：以一流的服

務讓客人感受到家的溫暖。白天讓明媚的陽光、碧玉般的湖水，冬日裡成群的海鷗、神奇迷人的摩梭文

化滌蕩著你的靈魂，夜晚讓滿天的繁星忌妒的看著你愜意地入夢。 

 

印象麗江秀：大型實景演出，由著名導演張藝謀、王潮歌和樊躍共同執導。其中《印象·麗江》雪山篇將

劇場設在海拔 3100 米玉龍雪山的懷抱裏，四周高山草甸、白雲繚繞，將觀眾帶到了雪域高原天人合一

的純美背景中。 

 

白族三道茶歌舞秀：白族三道茶，白族稱它為“紹道兆”。這是一種賓主抒發感情，祝願美好，並富於戲

劇色彩的飲茶方式。喝三道茶，當初只是白族用來作為求學、學藝、經商、婚嫁時，長輩對晚輩的一種

祝願。 

 

雲南映象秀：觀賞中國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出任藝術總監和總編導，在歌舞中，原生、古樸的民族歌舞與

新銳的藝術構思的碰撞，將帶給您一種特定的“雲南映象”。 

 

瀘沽湖遊船：瀘沽湖整體狀若馬蹄，南北長而東西窄，形如曲頸葫蘆，瀘沽湖的美，美在纖塵不染，一

年四季景色變幻無窮；秀麗的山光水色與濃鬱的民族風情，充滿了神秘的色彩，身臨其境，水天一色，

緩緩滑行于碧波之上的豬槽船和徐徐漂浮于水天之間的摩梭民歌，讓人倍感古樸寧靜。  

里務比島：離落水村較近，劃船約 20 多分鐘可抵達，是湖上摩梭人居住最早的一個島，它和媳娃娥島

（土司島）位於一條直線上，里務比島四面環水，綠樹成蔭，風景優美。 

麗江古城：小橋流水人家－，並安排萬古樓，俯瞰麗江古城的全景。 

萬古樓：位于麗江縣城獅子山頂，樓共五層，是中國木結構建築第一樓。 



束河古鎮：像個縮了水的大研鎮，只是這裏更加幽靜，被踩踏得光滑的青石板路面。 

玉龍雪山：犛牛坪+纜車上下+電瓶車(藍月谷+甘海子)。雲杉坪納西語稱“吾魯游翠閣”，意為“玉龍山中

的殉情之地”。此地眺望玉龍雪山更是美麗。雲杉坪其實是玉龍雪山主峰扇子陡半山腰的一個高山草甸，

海拔 3240 米。 

藍月谷：又名白水河，河水是雪山積雪融化後又經岩層過濾，在泉水湧出而最終匯成白水河。 

玉水寨：納西族文化的發源地。 

黑龍潭：這里曾經是麗江的一個標志性景點，這里也是東巴文 化研究所的所在地。 

大理古城：天龍八部的段氏王國。 

蒼山纜車上下：搭乘天龍纜車登上海拔 2700 公尺的蒼山，來俯瞰整個大理風光。 

喜洲民居：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鎮，這里有著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築群。從布局上看是典型

的“三坊一照壁”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 

官渡古鎮：是雲南歷史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在南詔大理國時期，官渡古鎮是電池東北區最大的集市。 

滇池-遊船：古名滇南澤，又稱昆明湖。滇池為地震斷層陷落型的湖泊，其外形似一彎新月。 

 

第一天  桃園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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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天總是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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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昆明後，安排享用晚餐。餐後專車返回酒店休息。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徽商國際酒店準或同級 

 

第二天  昆明瀘沽湖趙家灣草海走婚橋摩梭博物館摩梭族鍋莊篝火晚會   

                                                         參考航班 MU5937 10:45/11:55 

早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搭機飛往【瀘沽湖】位於雲南寧蒗和四川鹽源兩縣交界的萬山叢中，面積為 52

平方千公尺，平均水深 45 公尺，最深達 93 公尺，透明度高達 11 公尺，湖中 有五個全島 、三個半島，

形態各異，四周青山環繞，山勢蜿蜒起伏，植被茂密，色彩碧翠，湖水清澈透明；格姆女神山（獅子山）

在湖北姿容端莊，而緩緩滑行在碧波中的豬槽船和徐徐飄浮于天水之間的摩梭民歌，使其更增添幾分古

樸、幾分寧靜，是一 個遠遠離塵市，未被污染的處女湖。抵達後，安排享用午餐。餐後專車前往【趙

家灣】又叫女神灣位於瀘沽湖西側湖濱，是一個安靜的小港灣，對面正對著格姆女神山，因此得名。傳

說這裏住有姓趙的漢族人，因此又稱趙家灣。女神灣是拍攝湖水和神山相映的最佳角度，傍晚時的日落

和晚霞更是攝影師的最愛。【草海】位於瀘沽湖靠東一側，這裏因為湖水較淺，佈滿了很多蘆葦，使得

整個湖面一片蔥蔥郁鬱的綠色，環境清新優美，是瀘沽湖邊觀光攝影的熱門地點。草海的主要景觀一是

清新優雅的碧綠湖面，還有一個就是橫在水面上的草海橋，這座橋是曾經摩梭男孩走婚時要經過的橋，

因此也被稱為“走婚橋”，遊客可以走在橋上，近距離的漫步在碧綠蘆葦蕩之間。因為草海魚蝦多，當地

人經常劃著豬槽船在湖中捕魚，岸邊常常停著的一排船隻如今也成為草海的一景，陽光強烈的晴天，一

群人站在船上拍攝剪影，非常漂亮。【走婚橋】橫跨在蘆葦飄蕩的草海之上，是瀘沽湖周圍的一處著名

景觀。摩梭族奉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習俗，而走婚時男子都會經過走婚橋去往女方家裏，因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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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橋又稱“天下第一鵲橋”。走婚橋長約 300 米，兩側是生長在草海水中的大片蘆葦，走在橋上，滿眼都

是碧綠的清新風景。因為走婚橋與摩梭族的愛情相關，因此這裏也被很多情侶當成了愛情之橋，情侶遊

客都會攜手在上面走一次，感受摩梭人的古老浪漫。隨後專車前往【摩梭博物館】是由該村村民翁基次·

爾青及其朋友汝亨·次仁多吉共同創辦、中國惟一反映母系氏族社會民俗的博物館。瀘沽湖必遊景點--摩

梭民俗博物館有摩梭女兒國風格的花樓、祖母屋、經堂、文物館、圖片資料、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

題的大小型展館，擁有深受千千萬萬遊客喜愛的“走婚爬花樓”民俗表演。【鍋莊晚會】這是欣賞摩梭族的

瀘沽湖傳統娛樂項目，是摩梭女人挑選自己情郎的佳期；晚會時男女手牽手圍成一圈，中間燃起篝火載

歌載舞，姑娘們穿戴整齊，所有飾品都戴在身，頭纏黑布大包頭，身穿白色百褶裙，高聲歌唱對情歌，

再端上一碗“蘇理瑪”酒，要情郎當眾誓言忠誠。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摩梭風味 

住宿：銀湖島酒店 (準)或同級 

 

第三天  瀘沽湖豬槽船遊湖裡務比島眺望瀘沽三島麗江束河古鎮  瀘沽湖麗江 

早餐後，專車前往【瀘沽湖遊船】瀘沽湖整體狀若馬蹄，南北長而東西窄，形如曲頸葫蘆，瀘沽湖的美，

美在纖塵不染，一年四季景色變幻無窮；秀麗的山光水色與濃鬱的民族風情，充滿了神秘的色彩，身臨

其境，水天一色，緩緩滑行于碧波之上的豬槽船和徐徐漂浮于水天之間的摩梭民歌，讓人倍感古樸寧靜。

隨後專車前往【里務比島】離落水村較近，劃船約 20 多分鐘可抵達，是湖上摩梭人居住最早的一個島，

它和媳娃娥島（土司島）位於一條直線上，里務比島四面環水，綠樹成蔭，風景優美，里務比島的最高

處，古時麗江納西族土司首領木生白曾建有一座古老的瞭望塔，後來被毀，僅存遺跡。午餐後，專車前

往麗江。麗江地處雲南西北部，玉龍雪山之陽，橫斷山脈南麓。玉龍雪山是麗江最高的山峰，而深藏其

中的雲杉坪、犛牛坪、冰川的自然風光，讓雪山不止有巍峨的風採。抵達後，專車前往香格里拉 迪慶

州首府－中甸，是片海拔 3300 公尺以上的山間盆地。形成融雪山、峽谷、草原湖泊、原始森林和民族

風情為一體的景觀。抵達後，專車前往【束河古鎮】出了麗江古城往北，有一片密集的村落，這就是依

山傍水的束河古鎮。束河鎮的格局與麗江古城相似，仿佛另一個縮了水的大研鎮，只是這里更加幽靜，

被踩踏得光滑的青石板路面。下午專車前往大理。大理古稱業榆，大理是白族的發源地，悠久的南昭文

化增添了書卷味，當地人喜好琴棋書畫，加上獨特的大理劍川雕手藝，使得每戶人家都像一首有聲的詩。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馬幫風味宴 

住宿：麗江大港旺寶酒店 準或同級 

 

第四天  麗江犛牛坪纜車印象麗江秀藍月谷(白水河)電瓶車甘海子玉水寨玉峰寺黑龍
潭 

早餐後，專車前往納西族自治縣城西北的【玉龍雪山】。經白河水後搭乘纜車上山，【犛牛坪】，從這裡

可盡情端詳玉龍雪山的美景，並可遠眺神秘的萬年冰川；此處有各種植物依不同海拔和氣候分佈，是經

濟林木、藥用植物和觀賞花卉的著名產地，有植物寶庫之美稱。此地眺望玉龍雪山更是美麗。雲杉坪其

實是玉龍雪山主峰扇子陡半山腰的一個高山草甸，海拔 3240 米，像一片隱藏在原始雲杉林中的小牧場，

遠看好似玉龍雪山腳下的一片翠綠的地毯。午餐後，安排前往觀賞【印象麗江秀】大型實景演出，由著

名導演張藝謀、王潮歌和樊躍共同執導。其中《印象·麗江》雪山篇將劇場設在海拔 3100 米玉龍雪山的

懷抱裏，四周高山草甸、白雲繚繞，將觀眾帶到了雪域高原天人合一的純美背景中。在可容納 1200 餘



人的 360 度全視角劇場中，用象徵著雲貴高原紅土的紅色沙石砌成了 12 米高、迂回艱險的“茶馬古道”。

實景演出以玉龍雪山的自然風光為天然背景，以納西民族為主的當地民俗民風構成了演出場景。動用演

員達五百餘人，皆為當地人，力圖表現散居麗江的十個少數民族的基本生活形態。回程途中前往遊覽【甘

海子】位于玉龍雪山東麓，是一個天然的大牧場。海拔 3100 米，屬高山草甸，三面環山，空間開闊，

環境寧靜。從這里欣賞玉龍雪山，別有一番景致。每年春夏之交，百花齊放，這里成了一個巨大的花苑，

整個草甸充滿生機。隨後前往【藍月谷】其前身為早前人們所熟知的“白水河”藍月谷又名白水河，河水

是雪山積雪融化後又經岩層過濾，在泉水湧出而最終匯成白水河。白水河水質未受任何污染，河水衝涮

的卵石，清澈明晰。因為白石為底，水流其上，水的顏色更加明淨，白水河也因此得名。。隨後專車前

往濃縮納西古文化的村寨【玉水寨】參觀，玉水寨是纳西族中部地區的東巴聖地，是麗江古城的溯源。

玉水寨東巴文化傳承基地保留了纳西族傳統古樸的風貌，真正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這一纳西族傳

統理念，東巴文化之真諦。現景區内有三位著名的東巴大師主持日常事務，有數名東巴學生，在玉水寨

學習東巴經文、東巴舞蹈、東巴祭祀儀典、東巴藝術等。隨後專車前往麗江五大紅教喇嘛寺之一【玉峰

寺】參觀，其位於玉龍山南麓，距麗江縣城 13 公里，建於康熙末年，院內共有 3 個院落，寺內的茶花

王高 3 米寬 4 米，俗稱『萬朵茶花一樹開』。每朵有 5-7 吋盤子那麼大，蔚為奇觀。傍晚專車前往【黑

龍潭】這里曾經是麗江的一個標志性景點，這里也是東巴文 化研究所的所在地。黑龍潭與其他地方的

公園一樣，古木參天，亭台樓閣，所不同的是，它又是麗江東巴文化研究所的所在地。 

早餐：酒店內              午餐：雪山小火鍋         晚餐：王府家宴 

住宿：麗江大港旺寶酒店 準或同級 

 

第五天 麗江古城四方街萬古樓大理蒼山天龍纜車喜州民居三道茶歌舞遠眺崇聖寺三

塔  麗江大理 

    早餐後，專車前往【大研古鎮】古鎮已有 800 多年的歷史。建築古樸典雅，家家戶戶皆有流水及垂

柳，故有”高原姑蘇”之美譽。繼走訪猶如”小橋流水人家”為特色的【四方街】。繼前往【萬古樓】位于麗

江縣城獅子山頂，樓共五層，斗拱重簷，用 16 根 22 米高的木柱貫通各層，總高度 30 多米，是中國木

結構建築第一樓。登上萬古樓，可以將整個麗江壩盡收眼底。隨後專車前往【大理】大理古稱業榆，大

理是白族的發源地，悠久的南昭文化增添了書卷味，當地人喜好琴棋書畫，加上獨特的大理劍川雕手藝，

使得每戶人家都像一首有聲的詩。抵達後，專車前往蒼山，搭乘纜車登上海拔 2700 公尺的蒼山，來俯

瞰整個大理風光。它山峰平均海拔都在 3500 米以上，蒼山 19 峰間的 18 溪，溪水如瀑，傾瀉注入洱海。

“雲、雪、峰、溪”為蒼山四大奇觀。並遠眺【唐代崇經寺三塔】，其三座磚塔一大二小鼎足而立于蒼山之

麓，洱海之濱。主塔方形-名千尋塔為典型的唐代建築風格，南北小塔則具宋代建築風格。隨後專車前往

【喜州】喜洲位于大理古城以北 18 千米處，東臨洱海，西枕蒼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鎮，這

里有著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築群。從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

格局。參觀白族民居，並品嚐當地特有的【三道茶歌舞】這是用蒼山雪水特殊調制而成(一苦二甜三回味)。 

 早餐：酒店內             午餐：納西風味           晚餐：大理白族風味 

 住宿:海灣國際酒店或同級 

 

 

 

http://baike.baidu.com/view/76162.htm


第六天 大理洱海公園花語牧場大理古城洋人街昆明   

       參考航班  MU5771  1530/1625 或 MU5763 1755/1850 

    早餐後，專車前往【洱海公園】洱海風光嫵媚，一望無際，煙波浩淼，碧水似鏡，景色如詩如畫。

洱海堪稱雲南省著名的高原湖泊，海拔 1972 米，北起洱源縣江尾鄉，南止於大理市下關，面積為 248

平方公里。從空中往下看，洱海宛如一輪新月，靜靜地臥在蒼山和大理壩子之間。 洱海共有 3 道、4

洲、5 湖、9 曲，由於少受污染，湖水清澈，透明度高，自古以來一直被稱作“群山間的無暇美玉”。 繼

專車前往蒼洱間最美的花海——【花語牧場】心中有一片花海，芬芳飄逸彩蝶飛，陽光燦爛花含笑，清

風拂動綠漫紗，白雲綿綿舞霓衫，彩雲攜夢挽斜陽。這裡是蒼山洱海間最美的花海，這裡有美妙的音樂，

有浪漫的夢，這裡有心靈歸宿的夢。踏著快樂的節奏，舒袖藏暗香，在花語牧場暢享未來…….置身其中，

宛若人間仙境，一陣陣幽香沁人心脾。我們為您安排的是【每人花茶一杯】。隨即專車前往【大理古城】，

城內街道井然有序，民居獨具傳統特色。參觀白族典型”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白族民居，並前往

參觀【洋人街】在古城，大理洋人街原名“護國路”，長 1000 米，寬 7 米，青石板鋪面。中西風味店，

珠寶店，古董店，扎染店，畫廊各行各業隨之興起，鋪面林立兩側，琳琅滿目，目不暇接，成為中外有

名的“大理洋人街”。傍晚前往大理荒草壩機場，搭機返回昆明。 

 早餐：酒店內                午餐：砂鍋魚頭風味    晚餐：汽鍋雞風味 

 住宿：佳華廣場酒店準或同級 

 

第七天 昆明滇池遊船官渡古鎮翠湖公園金馬碧雞坊雲南映象秀 

    早餐後，專車前往【滇池-遊船】。古名滇南澤，又稱昆明湖。滇池為地震斷層陷落型的湖泊，其外

形似一彎新月。湖面的海拔高度為 1886 米，南北長 39 公里，東西最寬為 13 公里。湖岸線長 163．2

公里，素稱"五百里滇池"。滇池水由海口注入普渡河．匯入金沙江．屬長江水系，為中國的第六大淡水

湖，是一顆吹璀璨的高原明珠。隨後專車前往【官渡古鎮】在南詔大理國時期，官渡古鎮是電池東北區

最大的集市。經歷史學家考據，官渡古鎮在四千年前就有人類活動的痕跡，古人喜食滇池中的螺螄，將

螺螄殼丟棄於此，所以這裡又稱“渦洞”。昆明現存的許多古建築就建在這一新石器時代貝丘文化遺址上。

繼專車前往遊覽【翠湖公園】，它其是一座人工湖，園內花木清幽、水色碧翠，縱橫南北的”阮堤”，將翠

湖分成五片景區，每年秋末至春初，成千上萬隻西伯利亞紅嘴歐，飛臨翠湖過冬，與遊人同樂。下午專

車前往【金馬碧雞坊】具有典型的昆明民俗特色，雕梁畫棟，東坊臨金馬山，名金馬坊，西坊靠碧雞山，

名碧雞坊。晚餐後，安排前往觀賞【雲南映象秀】觀賞中國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出任藝術總監和總編導，

在歌舞中，原生、古樸的民族歌舞與新銳的藝術構思的碰撞，將帶給您一種特定的“雲南映象”。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蔡      晚餐：昆明風味 

住宿：佳華廣場酒店準或同級 

 

第八天 昆明桃園 

早餐酒店打包後，專車前往昆明長水機場，搭機返回台灣。為這趟昆明(滇池遊船.官渡古鎮.翠湖公園).

大理(洱海公園.喜州民居.蒼山纜車.古城.天龍八部影城).麗江(犛牛坪纜車.玉峰寺.玉水寨.萬古樓.黑龍潭).

中甸(普達措景區.獨克宗古城)尊爵八天，劃下永恆美麗的回憶。 

早餐：酒店打包            午餐：貴賓自理                     晚餐：貴賓自理 

住宿：甜蜜的家 

http://www.7c6u.cn/list/dalilvyoujingdian.html
http://www.7c6u.cn/0811/00008.html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桃園出發，直航雙飛  桃園出發，搭配昆明-瀘沽湖及大理-

昆明的雙飛航班，省卻長途拉車的辛

苦  

昆大麗八日拉車，無法走到瀘沽

湖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桃園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另外支付200X8天約1600元  

兩地機場稅、雜支  包含 另收費用2100  

入住瀘沽湖旁銀湖島酒店  是當地最佳酒店，位於瀘沽湖旁，風

景優美  

無  

瀘沽湖摩梭族鍋莊篝火晚會 是，特別安排 無或自費  

安排豬槽船遊瀘沽湖  特別安排搭船體驗  無或自費  

登上瀘沽湖中心里務比島  是，四面環水，只有搭船能抵達，綠

樹成蔭、風景優美  

無或自費  

安排觀賞三秀  安排印象麗江秀、白族三道茶歌舞

秀、雲南印象秀，全覽雲南的經典表

演  

安排一項，其他自費  

蒼山  搭乘纜車上下，俯瞰大理風光  無安排或無電扶梯  

藍月谷(白水河)  千年雪山融化流下的河流，再經過岩

層過濾，湧出後再搭配河底的白色鵝

卵石，形成特殊的景觀  

無  

安排多座古城、古鎮參觀  麗江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鎮、官

渡古鎮，各有特色  

安排1-2座  

特選特色美食  砂鍋魚頭風味、汽鍋雞風味、雪山小

火鍋、摩梭風味、馬幫風味、白族風

味，都是昆明獨有的特色  

安排一般團體用餐  

台中廣播獨享生日會  

專業.風趣DJ.導遊同行、贈送精

美旅行紀念品  

台中廣播獨家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