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絕絕美美貴貴州州  ★★無無購購物物★★    

五五星星凱凱賓賓斯斯基基、、黃黃果果樹樹瀑瀑布布、、西西江江千千戶戶苗苗寨寨、、馬馬嶺嶺河河峽峽谷谷八八日日  

行行程程特特色色    

★西江千戶苗寨：保存苗族原始生態文化完整的地方，由 10餘個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

相連成片，是目前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它是領略和認識中國苗族漫

長歷史與發展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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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果樹風景區：黃果樹景區內風景秀麗、環境優美、空氣清新，每立方厘米的空氣

含負氧離子 2.8 萬個以上)、氣候宜人(每年平均氣溫 16攝氏度左右)。 

★織金洞：中國最美的十大奇洞”之首。中科院下轄的《中國國家地理》等國家級地

理研究部門也給予高度讚譽，稱其為：中國溶洞之王、黃山歸來不看岳、織金洞外無

洞天。 

★萬峰林：以氣勢宏大造型美峰岩奇特的典型喀斯特朋盆谷峰林地貌而著稱。以馬嶺

河為界河東的峰林為東峰林，河西的峰林稱為西峰林。 

★馬嶺河峽谷：馬嶺河峽谷以地縫嶂谷、群瀑橫飛、碳酸鈣壁掛形成景觀特色。在馬

嶺河峽谷遊覽，你將感受大自然的無限神奇。峽谷深幽，棧道攀崖而行，曲曲折折， 引

人入勝，沿道而遊，如進畫中，一步一景，步移景異，令人流連忘返。 

   

 



★好禮相送：少數民族吉祥娃娃、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全程無購物。 

 

【車購特產】 

(1)國酒貴州茅臺酒系列：NTD2500-3000/瓶(以當地實際售價為准)。 

(2)貴州三寶─食補藥材：天麻、靈芝、杜仲：NTD1800/套。  

【推薦自費】 

(1)西峰林(含電瓶車)＋下司古鎮,二項合購優惠價：台幣 2,000/人。 

(2)足底按摩二個鐘,人民幣 160/人。 

註：全程安排三項自費項目(詳列於行程表)，若貴賓無法接受有自費項目安排之行程，建議可選擇無自費項目行程。 

 

航航班班時時間間 

出發日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11/25(日) 12:25 15:20 桃園/貴陽 南方航空 CZ3022 

12/02(日) 08:30 11:20 貴陽/桃園 南方航空 CZ3021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桃園／貴陽～(約 2.5H)凱裏 

貴州省：位於中國西南部，海拔平均在 1,100 公尺以上，自然風光奇特秀麗，典型的

喀斯特岩溶地貌占全省 61.9﹪以上，其山石、水景、洞穴等風光千姿百態。省會城市

貴陽氣候四季如春，溫暖濕潤。世居少數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族…等，寨族

充滿濃郁古樸的民族風情。  

註 1：中國南方航空公司(CZ)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和不得超

過 158 公分即 62英寸，重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註 2：貴州地區沿途環靜較為原生態，未過渡開發，因此沿途住宿及飲食條件較不如大城市，特此說明，以免與您的期待

值有所落差致影響遊興，敬請見諒。 

餐 食：(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中式料理(RMB.40/人) 

住 宿：準 5星龍都璟怡酒店 或 準 5星嘉瑞禾維景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凱裏～(車程約 40MIN)西江千戶苗寨～少數民族歌舞表演～黔東南州少數

民族博物館～(約 3.5H)清鎮 

西江千戶苗寨：世界第一大的苗族自然村寨。西江因有苗族 1,000 多戶，故素有《千

戶苗寨》之稱。此地的房屋大多為木吊腳樓，利用楓木搭成，依山勢向兩邊展開，暗

紅色的楓木板壁在夕陽照射下一片金黃。千戶苗寨四面環山，重巒疊嶂，梯田依山順

勢直連雲天，白水河穿寨而過，將西江苗寨一分為二。  

寨內吊腳樓層層疊疊順山勢而建，又連綿成片，房前屋後有翠竹點綴。吊腳樓多為三

層，基座以青石、卵石壘砌，一層圈養牲畜，二層住人，三層為糧倉。居住層有長廊，

圍有木欄，設有長凳，苗家姑娘多在此挑花刺繡，人稱長廊木凳為美人靠。當進入苗

寨時，男女老少寨民身著民族服裝夾道歡迎您的到來，並熱情地端上《攔路酒》來歡

迎您，還可深入訪問苗族民居之中，深度瞭解少數民族風情。  

少數民族歌舞表演：苗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又因分佈地域廣泛而支系眾

多、具有不同風情與特色的歌舞藝術。在貴州，要數居住在黔東南的苗族歌舞更為豐

富多彩、活潑粗獷。苗族民間舞蹈有蘆笙舞、銅鼓舞、木鼓舞、湘西鼓舞、板凳舞和

古瓢舞等。苗族同胞，這個長於狩獵、吃苦耐勞、能歌善舞的民族，創造了具有神秘

色彩的原汁原味的歌舞。  

少數民族博物館：共有藏品 12000 多件，收藏有元、明、清等時期的苗族、侗族民族

服飾及部分祭祖和生活用具。館內設有黔東南概貌館、少數民族風情館、少數民族服

飾館、龍舟館等。 

餐 食： (早餐) 酒店享用 (午餐) 苗家長桌席(RMB.40 人) (晚餐) 高原風味

(RMB.40/人) 

住 宿： 準 5星燕賀花園酒店 或 準 5星平安大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清鎮～(車程約 2H)織金洞～(車程約 2H)清鎮～時光貴州小鎮～(車程約 1H)

安順 

織金洞風景區：位於貴州織金縣境內，原名“打雞洞”面積約為 307 萬平方公里，為

中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它是中國目前發現的一座規模巨集偉、造型奇特的洞穴資源

寶庫，最大的洞廳達 3萬多平方米。步入這座迷宮，一派富麗堂皇，氣勢磅?的景象，

真可謂集古今奇觀於一洞，彙天地美景於一堂。  



織金洞風景名勝區：地處貴州西部高原山區，係烏江上游鴨池河、三岔河交匯環抱之

間，屬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其碳酸岩成份高達 90%以上。景區內溶溝、溶槽、陡峭的大

河谷、天生橋、溶洞處處皆是，方圓數十公里山巒疊翠，孤峰挺拔，雄奇險峻，堪稱

山青、洞奇、石美。織金洞所處的官寨苗族鄉，在明清以前屬彝族統治的水西地區。

明末清初，吳三桂曾率軍到水西地區，鎮壓了威震西南的彝族起義。明末水西彝族領

袖安邦彥的舊居、墳墓就在景區內，可以?織金洞景區古彝族文化悠久豐富、苗族風情

濃鬱淳樸。  

織金洞最顯著的特徵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大、奇、全』。 

『大』：指織金洞的空間及景觀規模宏大，氣勢磅薄。已勘察長 12.1 公里，目前開發

6.6 公里，洞腔最寬跨度 175 米，相對高差 150 米，一般高度均在 60——100 米之間，

洞內總面積 70萬平方米。織金洞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傑作精品。 

『奇』：指景觀及空間造型奇特，審美價值極高，風景旅遊科學家們從奇特度、審美

度等各方面給其中許多廳堂和景觀評了滿分 10分。 

『全』：指的主要堆積形態洞內景觀形態豐富，類型齊全，岩溶堆積物囊括了世界溶

洞和類別。 

 

織金洞洞體四層構造，錯落別致，已勘察長 12.1 公里，洞腔最寬跨度 175 米，相對高

差 150 米，一般高寬均在 60至 100 米之間，總面積 70餘萬平方米，劃分為 11 個大廳

47 個小廳堂。據專家考證，其規模體量、形態類別、景觀效果都法國和南斯拉伕的溶

洞更為宏大、齊全、美觀。 遊過織金洞，方知溶洞奇，地下看世界，洞中別有天。  

時光貴州小鎮：有一種魔力，會將時光定格，哪怕只是一霎那的恍惚，那暫態的印象，

卻讓人深深相信和著迷。藏在貴州山水間大大小小的古老村寨、小鎮小城，每當漫步

其間，就如穿越過時光的荏苒，翻開塵封許久的心緒，心裡感觸的多於眼中看到的。

每座小鎮都有斑駁的印記，流傳著屬於自己的故事。小鎮～看似無中生有，當親近，

當邂逅，就會知曉，這小鎮將歲月中的那些曾經喚醒，給予當下一個越過時光、暖暖

的擁抱。 

餐 食：(早餐) 酒店享用 (午餐) 中式合菜(RMB.40/人) (晚餐) 黔菜風味(RMB.40/人) 

住 宿：準 4星鎮寧萬祥酒店 或 準 4星鎮寧銀河國際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安順～(車程約 3.5H)車遊北盤江大橋～俯瞰花江大峽谷～馬嶺河峽谷～天

星畫廊～馬嶺河峽谷奇石館～興義 

車遊北盤江大橋：從北盤江大小盤江之間河段跨越北盤江大峽谷，兩岸地勢陡峭，地

形變化急劇，起伏很大，河谷深達 300 米以上。橋主跨 388 米成為號稱亞洲第一的高

橋。  

俯瞰花江大峽谷：峽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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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山巒裸露著青灰色的岩石、

怪石嶙峋、充分表現出《地無三裏平》的貴州特性。  

馬嶺河峽谷：有《高原峽谷一線天》的神奇特點，類型極其豐富，主要有峰谷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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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從百餘米高

的懸崖上飛流直下，氣勢磅礡，雄偉壯觀。  

天星畫廊：峽谷精華核心部分。它以規模宏大的瀑布群和岩頁壁掛.形成主要景觀特色，

堪稱一絕。  

馬嶺河峽谷奇石館：位於馬嶺河峽谷出口處的館中的貴州龍化石、海百合化石及各種

古生物化石，讓您感受到地球滄桑歷史的厚重，讓人歎為觀止。 

餐 食：(早餐) 酒店享用 (午餐) 峽谷風味(RMB.50/人)  

(晚餐) 菌王火鍋風味(RMB.40/人) 

住 宿：準 5星湖景國際酒店 或 5 星興義金洲翠湖賓館 或 準 5星皇冠酒店 或 準 5

星國龍雅閣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興義～萬峰湖～東峰林景區～婚俗博物館～魯屯古鎮～興義 

萬峰湖(含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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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峰林景區(十萬大山)：的特點是呈現喀斯特峰型式，為寶劍型，粗獷大氣，壩子西

側，可看到一片姿態萬千的峰林，峰與峰或連或斷,參差錯落,峻秀挺拔，令人賞心悅

目。  

婚俗博物館：中國唯一的少數民族婚俗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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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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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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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反

映良好。該館現有傳情媒介、戀愛信物、婚禮用品、新婚盛裝、洞房設施、生育用具

等方面的藏品 681 件。其中，清代布依族婚禮神龕、清代布依族定情銀牌、清代苗族

竹刻婚約、苗族射花背牌、苗族婚裝雞毛衣裙、苗族"提親"蓑衣等最具特色。  

魯屯谷鎮：是一個具有 600 餘年歷史的文化古鎮，魯屯數百年浩瀚的歷史沉澱了深遠

厚重的軍屯文化，居住有漢、布依、回、苗等多個民族，鎮內有眾多美麗的自然景觀

和人文景觀，是一個具有豐富歷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內涵的古鎮，更是一個旅遊觀光，

休閒度假的勝地。  

【推薦自費項目】 

(1)西峰林(含電瓶車)＋下司古鎮,二項合購優惠價：台幣 2,000/人。 

(2)足底按摩二個鐘,人民幣 160/人。 

註：全程安排三項自費項目，若貴賓無法接受有自費項目安排之行程，建議可選擇無自費項目行程。 

餐 食：(早餐) 酒店享用 (午餐) 農家風味(RMB.40/人)  

(晚餐) 烤鴨小吃風味(RMB.40/人) 

住 宿：準 5星湖景國際大酒店 或 5 星金州翠湖賓館 或 準 5星皇冠酒店 或 5 星國

龍雅閣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興義～(車程約 3小時)黃果樹風景區～黃果樹大瀑布～天星風景區～天星

洞～天星湖～水上石林～銀鏈墜潭瀑布、(車遊)螺絲灘瀑布～安順 

黃果樹瀑布景區：景區以黃果樹瀑布為中心，有地面有 18個瀑布，地表下有 14 個瀑

布。黃果樹瀑布是亞洲最大的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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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果樹大瀑布(含環保車+單程電扶梯)：貴州旅遊的主打品牌，每年都吸引著數百萬的

遊客。黃果樹大瀑布高 77.8 米，寬 101 米，雄偉壯觀、氣勢滂?，十里之外就能聽到



它的咆哮，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從上、下、前、後、左、右六個方位觀賞的瀑布，也是

亞洲最大的瀑布。  

天星橋風景區：位於黃果樹瀑布下游 6公里處，這裏有 3個連接的區塊，即 「天星盆

景區」、「天星洞景區」、「水上石林區」。天星橋景區石筍密集，植被茂盛，集山、

水、林、洞?一體，被遊人稱讚?：「『風刀水劍刻就』的『萬傾盆景』，『根筆藤墨

繪帛』的『千古絕畫』。」風景區是由地下河塌陷所形成，寬約 300 公尺的「天生橋」，

上下奇壁、瀑布飛瀉、激流滾滾被暗河吞沒的。註：天星橋纜車為套票，若遇檢修或

其它因素停駛時將無法退票，敬請見諒。 

 

水上石林：是露出水面的奇特景觀，在河中禿石上長滿了巨大的仙人掌，流水從石林

上面分開，環流兩側又在下面交會，把一座石林圍在水中；景區內水流蜿蜒曲折，石

林星羅棋佈，露出水面，形成一個奇特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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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年累月的波浪衝擊和流水侵蝕，

河床上形成無數小坑穴，流水漫頂而下，宛若滾珠落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好似無

數銀鏈墜入潭中而得名。 

 

陡坡塘瀑布：位於黃果樹瀑布上游 1公里處，是個瀑頂寬 105 公尺、高 21公尺的天然

壩型瀑布，也是黃果樹瀑布群中瀑頂最寬的瀑布。其瀑布頂上使是個面積達 1.5 萬平

方公尺的巨大溶潭，瀑布則是形成在逶迤 100 多公尺長的鈣化灘壩上，每到洪水時分，

瀑布會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音，又被稱作「吼瀑」。 

註：景區用餐條件有限，但為求旅遊行程順暢，安排在此用餐，敬請見諒。 

餐 食：(早餐) 酒店享用 (午餐) 黃果樹土雞風味(RMB.40/人) (晚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住 宿：準 4星鎮寧萬祥酒店 或 準 4星鎮寧銀河國際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安順～(車程約 1.5H)貴陽～青岩古鎮～花溪十裏河灘濕地公園～甲秀樓～

黔靈公園+弘福寺～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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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裏河灘濕地公園(含電瓶車)：濕地公園佔地 609 公頃，涵蓋了生態核心區、濕地科

普區、花圃展示區、民俗文化體驗區和濕地遊覽區，為貴陽市民增添了一個親近自然、

享受生態的去處。十裡河灘具有河流、農田和庫塘等多類型濕地，生物多樣性突出。

河灘區域內植物總計千餘種，動物總計有 500 餘種。其中包括國家珍稀保護動物 5種，

大鯢、遊隼、紅隼等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貴州特有魚類多斑金線，被列入中國瀕危動

物紅皮書魚類岩原鯉等，都將十裡河灘作為家園，是集生態保護、科普教育和休閒遊

覽於一體的新興公園。 

 

甲秀樓：始建於明萬曆 26年，即 1598 年， 時任撫江東之於此築堤聯結南岸，並建一

樓以培風水，名曰“甲秀”，取“科甲挺秀、人才輩出之意” 之意。甲秀樓至今已有

400 多年歷史，從古到今該樓經歷了六次大規模的修葺。歷經四百年的風吹雨打而仍舊

矗立不倒，是貴陽歷史的見證，是貴陽市的標誌。樓高約 20 米，為三層三簷攢尖頂，

這種構造在中國古建築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畫甍翹簷，紅欞雕窗，白石巨柱托簷，

雕花石欄相護，華麗宏偉。12根石柱托簷，護以白色雕塑花石欄杆，翹然挺立，煙窗

水嶼，如在畫中。登樓遠眺，四周景致，歷歷在目。甲秀樓內，古代真跡石刻、木皿、

名家書畫作品收藏甚多，其中清代貴陽翰林劉玉山所撰長聯，比號稱天下第一長聯的

昆明大觀樓長聯還多 26個字，洋洋灑灑 206 字入聯，長短相見，妙語連珠。是中國八

大長聯之一。 

 

黔靈公園：位於貴陽市西北角，素有：貴陽的後花園、黔南第一山之稱，登上瞰築亭

可眺望貴陽全景。公園內古木參天，植被茂密，集貴州高原靈氣於一身，山上生長著

1,500 餘種樹木花卉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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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福寺：貴州第一禪院，始建於康熙 22 年，距今已有 300 多年歷史,這裡草木茂盛，

終年香火不絕，寺院佈局成甲字形、座落於三座山峰相交的溶岩上、排水性特佳、故



再大的山洪亦安然度過。自建寺以來一直是西南地區香火最鼎盛的寺廟之一；為傳說

中寺廟創始人赤松和尚倒栽松樹成活之地，是貴陽市內最大的公園。  

特別說明： 

(1)晚餐為凱賓斯基酒店住宿配套專案，若旅客無法用餐，將於現場退費 RMB115/人，敬請見諒。 

(2)若凱賓斯基酒店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房滿，將改入住同等級之國際 5星品牌酒店－貴陽鉑爾曼酒店，自助餐將隨之更

改，敬請見諒。 

餐 食：(早餐) 酒店享用 (午餐) 中式合菜(RMB.40/人) (晚餐) 酒店自助晚餐 

住 宿：5星凱賓斯基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8 天 貴陽～(車程約 20分鐘)機場／桃園 

早餐安排酒店餐盒，隨後前往貴陽機場搭機早班機返回台灣，結束此次貴州行程。 

餐 食：(早餐) 酒店餐盒 (午餐) 機上簡餐 

住 宿：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