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旅假期［加州］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CA
th

2 West 5 Avenue / Lower Level Suite 200
San Mateo, CA 94402 / www.chinatravelca.com

(650) 513-1502 / fax (650) 513-1503
(888) 648-1568 / chinatravelca@gmail.com

雲南高原風情之旅 11 天 (CIT004)
昆明－石林－九鄉－大理－麗江－香格里拉
第一天：美國－香港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中國的東方明珠－香港。
第二天：香港－昆明
今日在香港轉機，抵達昆明後，由我公司專業中英雙語導遊接機送往您下榻酒店休息。
昆明酒店：威龍飯店 4✰ 或同級 http://www.wlhotel.com.cn/
第三天：昆明－石林－九鄉－昆明
“春城”昆明是雲南省的首府，由於世博會的舉辦，提高了昆明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在不到 700
萬人口的城市中，聚居著漢、彝、白、傣、哈尼、納西族等少數民族。驅車前往雲南省著名的自
然風景區－【石林風景區】。石林為石灰岩地溶岩地貌，亦是喀斯特地形的一種特有形態，由巨
厚的岩層構成，其岩峰猶如密佈的林木，拔地而起，直刺天際，遠望如一片莽莽森林而故名。沿
途奇石雄偉壯麗，石箏，石柱宛如置身迷宮，區內小徑迂迴，到處小橋流水，較為出名的有獅子
亭、劍峰池、蓮花峰、愛情海、幸福湖等。後前往遊覽已被列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九鄉溶洞
群】。其現已開發出一疊虹橋風景區，有白象洞，神女宮，雌雄瀑布和大型石壩群構成的神田景
觀，洞中瀑布落差達 30 公尺聲勢如雷貫耳，斷魂橋等令人心驚動魄，而後返回昆明，抵達後品
嚐雲南著名的風味餐，菌菇火鍋。
貼心安排：品嚐雲南著名的風味餐，菌菇火鍋
第四天：昆明－大理
早餐後，前往昆明的【鮮花市場】。昆明是中國最大的鮮花批發地，昆明的鮮花市場聞名遐邇，
我們將帶您參觀這個傳統市場，市場裡有大量鮮花也有干花工藝品可方便客人攜帶留作紀念。隨
後參觀【大觀樓】位於【大觀公園】內，樓前門柱上有清代布衣詩人孫髯所撰 180 字長聯，被譽
之「天下第一長聯」。它毗連滇池、眺望西山水面船星點點，猶如一幅水墨寫意的畫。遊覽【金
殿】，它比北京頤和園和萬壽山的金殿保存完整；比湖北武當山金殿規模大，是我國現在最大的
純銅鑄殿，是清初吳三桂重建的。之後前往素有“文獻名邦”的大理遊覽【大理古城】，大理古
城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又名葉榆城、紫禁城、中和鎮，位于下關以北 13 公里，
背靠蒼山，面臨洱海。您可遠眺崇聖三塔的氣勢不凡，亦可自由地體驗千年古城的一切，也可到
【洋人街】，一睹中西文化、今古時空碰撞下的獨特產物。
大理酒店：大理亞星酒店 5✰ 或同級 http://www.asiastargroup.com/index.htm
第五天：大理
今日早餐前往碼頭搭【乘船遊洱海】。蒼山洱海，山水相依，它是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
北起洱源縣江尾鄉，南止大理下關，海拔 1972 米，南北長 41.5 公里，面積約 251 平方公里，因
為湖的形狀酷似人耳，故名洱海。在洱海最南端的團山有一座【洱海公園】，是觀賞蒼山洱海景
色的好處所。安排白族迎賓的【三道茶歌舞秀表演】於喜州的【嚴家大院】。搭乘廂式纜車前往
【蒼山】可眺望洱海宛如一輪新月。晚餐品嘗大理風味。
貼心安排：乘船遊洱海，三道茶歌舞秀表演
第六天：大理－麗江
今日驅車前往有『東方瑞士』之稱－麗江。前往麗江登【萬古樓】位於麗江縣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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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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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登上萬古樓，可以將整個麗江壩盡收眼底，腳踏獅子山漫漫林海，北望玉龍十三峰，東俯
麗江古城以及氣勢輝煌的仿故宮建築群─木王府，風景實為壯觀。隨後前往【木王府】，是麗江
古城文化之 “大觀園”，木府占地 46 畝，整個建築群坐西向東，是一座輝煌的建築藝術之苑。
您將有足夠的時間自由漫步【大研古鎮】之中，在背靠雪山，面朝小溪的美景中品茶，閑逛。
麗江酒店：雲南航空麗江觀光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lj-ggjd.com/
第七天：麗江
早餐後，前往【玉龍雪山風景區】，玉龍雪山聳立于麗江西北的金沙江畔，主峰海拔 5596 米，
山頂終年積雪，12 峰嶺並排聳立，連綿 35 公里，宛如玉龍橫臥。首先前往雲衫坪，途中經過甘
海子，是欣賞玉龍雪山的最佳位置，乘覽車上山，再沿原始森林中小走十分鐘，眼前突然出現一
片寬闊美麗草坪，這就是【雲杉坪】。接下來，可以在山溝里的【白水河】觀賞瀑布，也可以坐
在氂牛背上拍照（拍照費自理）。遊覽【玉水山寨】；“山有多高，水有多高”，這是人們對玉
水山寨的讚譽。納西先民就認為是一塊「風水寶地」，每有祭祀大典就到玉水寨舉行。隨後再返
回【大研古鎮】逛街，繼續欣賞獨特納西文明。
貼心安排：乘覽車上玉龍雪山
第八天：麗江－香格里拉
今日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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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峽穀、草原湖泊、原始森林和民族風情為一體的景觀，後驅車前往觀看【虎跳峽】是世界上著名
的大峽穀，從虎跳峽鎮過沖江河洞哈巴雪山山麓順江而下，即可進入峽穀。上虎跳距虎跳峽鎮 9
公里，是整個峽穀中最窄的一段，峽寬僅叨余米，江心有一個 13 米高的大石─一虎跳石，後可
前往長江第一灘你可遠眺這秀麗的江川。 隨後前往【松贊林寺】又稱小布達拉宮，寺內現 700 餘
僧侶，而且是雲南藏傳佛教之首。
香格里拉酒店：龍鳳祥 4✰ 或同級 http://www.ynlfx.com/
第九天：香格里拉
早餐後前往【普達措景區】眾多湖泊之中，最美的【碧塔海】，湖水常年澄澈碧綠，清麗不俗，
湖中棲息有許多珍禽名魚。前往【屬都湖】；湖水清澈，水底小魚悠遊，湖四周是遮天蔽日的林
木，湖畔還有個牛羊成群的牧場，充滿藏區的生活情趣。隨後參觀【霞給藏族文化村】，霞給村
依山傍水，風光如畫，民風民俗濃鬱，是典型的藏族村落，被譽為“香格裡拉第一村”。迪慶霞
給藏族文化生態旅遊村就坐落在這裡，是村中之村。村內居住有二十多戶藏民，獨具特色的藏族
民居儲存完好。隨處可以看到佛塔、瑪尼堆、經幡和護法天柱。有風格各異的水力轉經筒、銅製
轉經筒和羊皮製轉經筒等。隨後前往【中甸】，晚上安排藏族風味餐。飯畢，如果您有興趣，可
以閒逛香格里拉古街，淘點獨特小紀念品。
貼心安排：藏族風味餐
第十天：香格里拉－昆明
今日搭乘班機返回雲南首府昆明。前往參觀【圓通寺】，是昆明城內最古老和最大的一座佛寺，
圓通寺有高大壯觀的圓通勝景坊、圓通寶殿、八角亭。它由大乘佛教（又稱北傳佛教）、上座部
佛教（俗稱小乘佛教）和藏傳佛教（也就是喇嘛教）三大教派的佛殿組成，以大乘佛教為主。有
一千二百年歷史，山石嶙峋，石刻頗多，是千百年來騷人墨客留下的讚美。
昆明酒店：威龍飯店 4✰ 或同級 http://www.wlhote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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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天： 昆明－香港
今日您可搭乘豪華班機飛往香港或轉機返回美國溫暖的家，結束您本次難忘的雲南高原風情之旅。

2012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六）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11/3

$1,399

$1,899

加 $350

$360

$100

$2,359

2013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六）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2/23

$1,499

$1,999

加 $400

$360

$100

$2,459

3/9,23

$1,599

$2,099

加 $450

$360

$100

$2,559

4/6,20

$1,599

$2,099

加 $450

$360

$100

$2,559

5/4,18

$1,599

$2,199

加 $450

$360

$100

$2,659

6/1,15,29

$1,599

$2,399

加 $450

$360

$100

$2,859

7/13,27

$1,599

$2,399

加 $450

$360

$100

$2,859

8/10,24

$1,599

$2,299

加 $450

$360

$100

$2,759

9/7,21

$1,599

$2,299

加 $450

$360

$100

$2,759

10/5,19

$1,599

$2,199

加 $450

$360

$100

$2,659

11/2

$1,399

$1,899

加 $400

$360

$100

$2,359

* “合計”包括往返國際機票、燃油費、所有的稅、中國境內的交通、酒店（2 人 1 房）、中英
雙語導遊、行程中所列之景點和節目門票、每日的精美飲食三餐（抵達當天不含餐）、旅遊期間
的意外傷害保險，但不包括單人房費。
報名之前，請先看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標準預訂通告”。
兒童費用：十一歲或以下的兒童與兩成人共用一雙人房，不佔床位時，收取成人費用之 75%；若佔床位，則收取成人費用之 90%；十
二歲或以上兒童之收費，與成人同。
機票：表列費用係搭乘中國國際航空(CA)，由美國洛杉磯(LAX)、舊金山(SFO)機場出發；若由紐約(JFK)機場出發，團費每人加
$100，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如表列。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因航空公司及旅遊目的地而異，且隨時會調整，不另行通知。由其他機場出發，
美國國內機票加價（部份城巿不按一般時區劃分）：
東部時區 (Eastern Time Zone) 加 $350
山區時區 (Mountain Time Zone) 加 $250

中部時區 (Central Time Zone) 加 $350
太平洋時區 (Pacific Time Zone) 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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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旅假期取消規矩：取消訂位必須以郵政信件、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恕不接受口
頭通知。取消訂位及費用收取：
A：出發日期 60 天或以上取消者
B：出發日期 45－59 天取消者
C：出發日期 30－44 天取消者
D：出發日期 15－29 天取消者
E：出發日期 3－14 天取消者
F：出發日期 3 天內（包括出發當天）取消者

$200 美元
$300 美元
$400 美元
$500 美元
$1000 美元
全部團費

無論在出發前多久，若取消訂位或變更訂位時，機票、船票、火車票已開出，或已與相關的單位作了最後
確認，在此情況下，本公司除規定之罰款外，同時将按上述相關單位的規定收取手續費及罰款。

爲了您自己的利益與安心，我們強烈建議您考慮買取消保險。請參考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保險
計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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