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中國遺珠之旅-雲南滇中高原賞花行

中國遺珠之旅-雲南滇中高原賞花行
2023 年 03 月 02～09 日
雲南哀牢山是元江與阿墨江的分水嶺、雲貴高原和橫斷山脈兩大地貌區的分界線，亦
為雲貴高原氣候的天然屏障。
和平靜如鏡面的玻利維亞烏尤尼鹽沼或茶卡鹽湖不一樣的是，這裏的「天空之鏡」包
含更多天地色澤，那注水後的梯田雖宛如鏡面般晶瑩，你卻可以看到大地的深沉厚
重，雲彩的絢麗倒影，微風吹過時的波光粼粼……而當它們身處若隱若現的雲霧間
時，又宛若連通天地的鏡面天梯，比純粹的天空之鏡更波瀾浩瀚，也更變幻多彩。
綿延的大山:高原、深谷、河流、森林、風光……特色的民族:古城、古道、史詩、工藝、
民俗……這是一片多彩秘境 待你親身體驗
第1天
2023/03/02
Thu

台北/昆明
交通工具：飛機
上午由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出發，台北/昆明 MU2028
13:15/16:45 抵長水機場換巴士赴新平。(197km/3H)
途中高速公路休息站簡餐。
抵達飯店後分房休息。
宿：新平鎮

第2天
2023/03/03
Fri

西安/甘泉(270km/3H)新平/戛灑(95k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早餐後搭乘巴士經昆磨高速公路與 306 國道
赴戛灑:位於哀牢山脈中段東麓的小鎮，紅河
上游的戛灑江自東北向西南穿境而過，古滇
國王室後裔花腰傣逐水而居，為這個風光秀
美的小鎮增添了無窮魅
力。
哀牢山，一條位於中國雲南省中部的山脈，為雲嶺向
南的延伸，是雲貴高原和橫斷山脈的分界線，也是雲
江和阿墨江的分水嶺。這裡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的險要地勢，
「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的特殊立
體氣候，曾是土司、商霸、兵匪必爭之地。
遊覽金山原始森林自然保護區。有被稱為植物活
化石的梭羅樹為首的 1016 種高等植物，有國家
一級保護植物伯樂樹
（鍾萼木）
、國家二級保
護植物水青樹、野銀杏、蓖齒蘇鐵、紅花木蓮等
15 種植物。
走進大山深處的古道，濃密的樹葉遮住烈日，明
媚的天色被綠蔭映襯得黯淡下來。千年古木粗大
的樹幹上，結著厚厚的青苔，毛茸茸的如長出的胎毛，告訴著人們，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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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還處於大自然的繈褓
中。最舒服的除了呼吸
富含豐富負氧離子的空
氣外，就是腳下的鬆軟
感，如同走進鋪滿厚厚
羊毛地毯的房間一般，
軟軟的、柔柔的。走進原始森林，形如盤龍蛟蟒的大樹，藤牽蔓纏，牽扯
著古老的胡絲，詭異如同電影《阿凡達》里那魔幻的世界，見識苔蘚雨的
奇景。
宿：戛灑

第3天
2023/03/04
Sat

戛灑/紅河(182k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早餐後拜訪花腰傣村
寨: 由於地處偏僻的
紅河河谷中，封閉的
環境使新平「花腰傣」
完整地保存了傣族先
民原始的自然崇拜、
祭祀、染齒、紋身、服飾等文化習俗。漠沙鎮江畔，一片片木棉花進入盛
花期。放眼望去，成片成片的木棉花宛如紅色的海洋，與附近的綠草、江
里的紅河水構成
了一幅極美的景
致。抵達紅河縣
參觀迤薩古堡:
「迤薩」按當地
彝族語意思就是
「乾旱缺水的地方」，清末民初這裡是一座因馬幫運輸銅礦、走煙幫而輝
煌的城鎮。從清末開始，迤薩人歷經百年打通了 11 條通往東南亞鄰國的
跨國商道「馬幫之路」
，並在異國他鄉設立商號安家落戶，成為滇南旅居
國外的第一代華僑群體。
馬幫貿易成就了紅河商人的家業。由於當時東南亞鄰國屬於英法殖民地，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馬幫人家把西方的建築風格融入了當地的建築中。
宿: 雲梯酒店

第4天
2023/03/05
Sun

紅河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紅河哈尼梯田以其「森
林 -水 系 -村 寨 -梯 田 」 四
系共構的水利管理系
統 於 2013 年 入 選 「 聯
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
錄，成為大陸唯一一項
梯 田 景 觀 的 文 化 遺 產 項 目。全日環線看梯田(位於寶華鄉的撒瑪壩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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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天
2023/03/06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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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哈尼族村寨(龍甲村)。甲寅鄉後山風景；有
俄垤水庫的秀麗風光、影襯著哈尼蘑菇房；他撒十
二龍泉長年清泉長流不斷，有老博“阿波羅陀”的
山泉瀑布；還有瓦渣土司衙門。驅車沿著蜿蜒崎嶇
的山路上盤旋而上，目之所及皆是層層疊疊的梯
田，絢爛荼蘼的野櫻花，以及一個又一個竹林掩映
的哈尼村寨。這裡的哈尼人特淳樸善良，你走在路
上，他們都會主動和你打招呼。從 300 多米的海拔，
一下子攀升至 1700 米。春天栽秧之前的梯田輪廓清
晰，色彩明麗。
宿: 雲梯酒店
紅河/個舊(116km)/蒙自(30k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早餐後赴個舊
市加級寨村觀
賞梨花。加級寨
村，擁有紅河最
大最美的梨花
谷，春季萬畝梨
花盛開。形成
“放眼疑似白
雲落，風來忽見梨花
雨”的美麗景致。
午餐(个碧石老火車站
餐館)後赴蒙自。
碧色寨火車站位於雲
南蒙自縣城北面
10 公里的草壩鎮碧色
寨村山樑上。宣統
元年（1909 年）4 月 13
日滇越鐵路鋪軌至
碧色寨，建碧色寨車
站。是列強帝國侵
略中國及我國人民與
侵略者抗爭而修築
的最早、曾經"繁榮"一
時的一個火車站。
車站至今保留著法國式鐵路用房，掛在車站牆上飽經風霜的時鐘，鐵路的
兩旁是黃色的老房子，山坡上還有許多古舊的建
築，當年此地是洋人匯聚地。目前碧色寨車站距今
已過
百年，現
在還
保存原貌
並仍
然在營
運。
蒙自
海關舊址
座落
在南湖之
濱，是
一座被紅
色外
牆包圍起
來的中式房子，是中法戰爭後雲南開設的一個海關
所在地。房子是單層宮殿式木結構古建築，室內陳列著關於雲南海關、蒙
自歷史等方面的資料。這裡同時還是蒙自的郵局所在地，即蒙自大清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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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局舊址，室內有很多郵政方面的圖文資料和實物展品，非常具有觀賞價
值。
過橋米線是雲南特有的美食，但要說到正
宗過橋米線的話，則非蒙自過橋米線莫屬
啦。過橋米線味之鮮美，其一在湯、其二
在於米線，其三在片料。其湯多以豬筒
骨、肥雞、老鴨長時間熬制而成，以清澈
透亮為佳，湯味鮮美而不膩，湯可謂是一
碗正宗過橋米線之靈魂也。蒙自米線，比
之外地干漿米線多了一點柔韌，更為筋道，雪白圓潤爽滑富有彈性。其三：
片料講究薄 不管是生魚片、火腿等生肉片均其薄如紙，否則太厚則無法
燙熟。
宿: 蒙自

第6天
2023/03/07
Tue

蒙自/沙甸街道/通海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途經雲南最富的小鎮沙甸，號稱中國麥
加，家家住別墅開轎車。
在這個哈尼族和彝族聚居的地方，卻留下
一個伊斯蘭風情濃郁的小鎮。清真寺，小
圓帽，白色或黑色的頭巾，構成沙甸獨特
的風景。沙甸大清真寺始建於康熙二十三
年(公元 1684 年)，文革期間被封閉，沙甸
事件中大清真寺被炮火摧毀，平反後重
建，2005 年擴建，是目前西南地區最大的清真
寺。在整個沙甸地區，沒有一個茶鋪、酒館，
沒有歌舞廳，沒有遊戲室。
抵建水遊覽雙龍橋：橋 身
用 打 鑿 平 整 的 500 塊 石
塊鑲砌而成。從遠處看
橋，如長虹臥波，倒映於水天一色之中。
品嚐特色美食:烤豆腐、巴甸扣肉、酸菜魚、乾鍋肥腸、
油淋乾巴、洋乃菜
炒草芽、涼粉卷、燕窩稀飯、汽鍋雞。午餐後赴通海
(117km)。
通海秀山公園曾與昆明金馬山、碧雞山，大理
的蒼山共稱雲南四大名山，
素有「秀甲滇南」的美譽。山上珍稀的宋柏、
元杉、明玉蘭被譽為秀山「三絕」
，且秀山素有
「匾山聯海」和「碑林」之稱，至今保留的匾
聯、碑刻形成了以人文景觀和珍稀古木為特色的景區。搭車登上秀山，可
一覽杞麓湖、通海縣城以及壩子的景色。由山頂步行下山。
宿：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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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天
2023/03/08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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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澄江(90km)/呈貢(73k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當年隨忽必烈的大軍征戰雲南時鎮守在河西
鎮，駐守杞麓山的蒙軍兵士留下的後裔，已有
750 多年的歷史。當年的蒙軍，因為覺得通海
的風景迷人，在元兵撤走時，就有一部分不願
回去，在此落腳了。如今，興蒙鄉的蒙古族在
與漢族不斷的交
流、通婚中，受到漢
民族文化的影響，很多東西都慢慢的發生了變
化。它們不再只是馬背上的民族，也不再住蒙古
包，吃的也不限於牛羊肉，很多生活習慣已與漢
人無異。他們也過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日子。
但是在語言與服裝上還是保持自己獨特的個性，
與北方的蒙古族不一
樣，但是也跟其他民族的
不同，自成一派，個性十
足，他們的語言融合了蒙
古語、哈尼話等等民族方
言，終形成自己的語言。
統服飾主要體現在婦女身上，興蒙鄉蒙古族婦女
服飾最有特點，上裝一套
共三件，顏色不同，長短
相間，稱為「三疊水」
，向
上折的部分可做口袋，袖
口上的花紋和衣服上的紐
扣都是自己手工繡上去的早上遊覽蒙古村、三聖宮。
抵澄江參觀冒天山動物化石群國家自然遺產地: 澄
江動物化石群再現了 5 億 3
千萬年的寒武紀早期的生
命面貌。化石保存有珍稀的
動物軟組織印痕，如眼睛、
神經、消化盲管、腸胃、生
殖囊、皮膚等，生動如實地記錄了當時海洋生命的
壯麗景觀和現生動物
的原始特徵。包括人類在
內的現今所有動物以
及絕滅門類都有其代表
帽天山及其周邊區域
共 18 平方公里劃定為省
級自然保護區。
撫仙湖畔品嚐活水煮
活魚的特色餐。步行於撫
仙湖畔溼地木棧道。撫
海灣濕地公園在廣龍小
鎮的東邊。撫仙湖這個
環湖大濕地公園，包括以
撫海灣為首的北部湖濱濕地，已經初級規模。從紅沙灘、廣龍小鎮，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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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棧道走到撫海灣，再到馬房村、月亮灣，這一路的湖岸，都是非常美的。
其中，撫海灣是最大、最美的濕地公園。晚餐後赴飯店休息。
宿：機場航立酒店

第8天
2023/03/09
Thu

昆明長水機場/台北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飛機
早餐後機場(800m)辦理出境手續返台。昆明
/台北 MU2027 09:00/12:00
結束精彩的雲南遺珠之旅。

航班與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詳細地圖與住宿資料於說明會時提供。

哈尼族梯田

碧色寨百年火車站

懸崖峭壁之上，馬幫駝來的雲浮城 - 迤薩古堡

《價格說明》
NT$52,000.（費用包含往返機位、旅行社責任險 500 萬元附加意外醫療險 20 萬元及行程
內所有食宿、交通、門票、工作人員小費。）指定住單房價差 NT$12,000.。）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程』
進入「大陸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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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完成報名手續並確認後，請將所需護照及台胞證/身份證影本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
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2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2562-134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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