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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境貴州
12日探索之旅

‧酒店：9晚行程中列明的酒店住宿(双人標间)
‧餐飲：行程中列明的餐食(早,午及晚餐)
‧門票：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点门票
‧交通：專車接待
‧導遊：优秀中文導游(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保險：旅行社責任險

‧  9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 share)
‧  Meals as indicated (B=Breakfast, L=Lunch, D=Dinner) 
‧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  Transportation
‧  Mandarin-speaking local tour guide 
‧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within Mainland China

Guizhou Discovery 12 Days   
保證出發日期：2020年6月10日 Guaranteed Departure: 10 June 2020

*全面遊覽貴州十大必遊景點：
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 黃果樹瀑布 
世界自然遺產、貴州第一名山、武陵第一峰: 梵淨山 
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 中國天眼
地球上最美麗的傷疤之美譽: 馬嶺河峽谷
中國旅遊勝地四十佳之一: 織金洞
中國最大、最具典型性的喀斯特峰林: 萬峰林
中國最美的十大古城之一、東方威尼斯: 鎮遠古鎮
中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房屋密度最高、最有觀賞和研究價值的
吊腳木樓建築群:  西江千戶苗寨
中國最美麗的地方之一，國家5A級風景名勝區: 荔波大小七孔
中華第一漂天下第一縫: 馬嶺河峽谷 

*美食特色: 布衣農家宴， 黃果樹花開富貴，荔波簸箕宴/荔波竹筒宴，凱里
西江千戶苗寨-長桌宴

*全程不進購物店，無採購壓力
*優質服務: 中文及英文導遊服務

天數
Days

團費(不含機票)
Land Only

單房差
SGL sup.

12   5人$1380
10人$1180 $330

報名條款/Book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報名訂金每人$800，訂金不退 $800 non-refundable deposit per person when make a booking
·團出發前60天以上繳交全款 Full payment requires at least 60 days before tour departure
·強烈建議客人買個人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團費包含 / Package Inclusions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Tour Code : GZ12Tour Code : GZ12

‧國際、國內段機票，機場稅及燃油費
‧簽證及相關i費用
‧小費  USD$100 /人   報名時預付
‧其他自費項目，個人消費及以上“費用包含”中未提及的
‧旅遊保險(強烈建議客人購買各類保險) (如：醫療，失
竊，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Air ticket , taxes and fuel surcharges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Tipping (>2yrs): Total $100 /person  (prepay )
‧Other optional programs, personal expenses and anything 
not stated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行程特色

貴州省位於中國西南的東南部，全省地貌高原山地居多，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是全國唯一沒有
平原支撐的省份。 貴州秀麗古樸、風景如畫，是世界上巖溶地貌發育最典型的地區之一，有最絢麗多彩
的喀斯特景觀著名景點有黃果樹瀑布、織金洞、萬峰林、梵淨山、馬嶺河峽谷等。

$1180起



飛往貴州。
fly to Guiyan.

此行程屬文字及圖片描述性質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不構成
爭議性。本公司及導遊有權視實際情況（天氣，航班原因，原定酒
店已滿及其他特殊或不可抗力因素）做出適當的安排及調整。如因
個人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未能及時配合行程時間而產生的額外
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
This itinerary and pictures detailed are purely for reference only. 
Premier Vacations and tour guide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Travellers must follow the set itinerary at all times. Premier 
Vacations ha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from incidents which Premier Vacations has no control. Premier 
Vacations reserve the right of final explanation.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請以當地實際景觀為準
*The pict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Day1 原居地出發 DEPARTURE

歡迎來到森林覆蓋率31.6%的“森林之城”-貴陽。抵達後，導遊會在機場抵達廳舉牌接機後，送往酒店休息。
Welcome to the “Forest City” - Guiyang. Upon arrival, our tour representative will meet you at KWE airport arrival hall area to holding 
a sign and transfer to your hotel. 
酒店: 貴陽麥克達溫得姆大酒店或同級 Microtel By Wyndham Guiyang  or equivalent

Day2 抵達貴陽 GUIYANG

早餐後出發前往【黔靈山公園】貴陽的一座綜合性公園，來到園內既可以爬山，遊湖，逛動物園。山頂有一座始建
於清代的弘福寺，據說寺裏祈福很靈驗。弘福寺後再爬一段山路，就到象王嶺的瞰築亭，在亭子處可以俯看整個城
市，是個不錯的拍攝點。接著我們來到貴陽的地標景點【甲秀樓】始建於明代，坐落於市區內南明河中的一塊巨石
上，是一座三層的木質閣樓。樓旁邊有浮玉橋和翠微園。登上甲秀樓，可以俯瞰南明河岸風光。
隨後自由活動。可自行前往貴陽市區花果園購物中心附近感受一下網紅城市地標--白宮及雙子塔的魅力；也可以到南
明河畔或中華路，體驗一下這個慵懶的城市，慢節奏的生活。體驗貴州風味小吃，感受“酸、辣”美食文化的魅力。
‧QIANLINGSHAN PARK‧JIAXIU BUILDING
酒店: 貴陽麥克達溫得姆大酒店或同級 Microtel By Wyndham Guiyang  or equivalent

Day3 貴陽 GUIYANG (早/午餐 B/L) 

早餐後出發前往被評為中國旅遊勝地四十佳之一的【織金洞景區】(含電瓶車)是一座規模宏偉、造型奇特的洞穴資
源寶庫。洞內空間開闊，岩質複雜，擁有40多種岩溶堆積形態，被稱為「岩溶博物館」。遍佈有各種形狀的石筍、
石柱、石芽、鐘旗等，洞道縱橫曲折，石峰星羅四布。整個洞穴是單向遊覽路線，只要進洞就必須走完全程，從出
口出來後，再搭乘電瓶車才能回到景區門口。
‧ZHIJIN CAVE SCENIC AREA
酒店: 安順華通大酒店或同級Huatong Hotel Anshun or equivalent

Day4 貴陽-織金洞-安順 GUIYANG-ZHIJIN CAVE-ANSHUN(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出發前往【平塘天眼景區(中國天眼)】位於貴州省平塘縣航龍‧未來國際天文小鎮，景區包含FAST觀景台、天
文體驗館和文化園等。以射電望遠鏡臺址為圓心，半徑5公里內為電磁波寧靜區核心區，核心區即為中國天眼景區。
‧TIANYAN (FAST)‧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
酒店: 荔波嘉和大酒店或同級Jiahe Hotel Libo or equivalent 

Day7 安順-中國天眼景區-荔波 ANSHUN-TIANYAN-LIBO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出發前往【黃果樹景區】(含電瓶車+黃果樹大瀑布往返扶梯)。首先抵達的是位於黃果樹大瀑布下遊的【天星
橋景區】。天星橋景區分為天星盆景區、天星洞和水上石林三大區，這裏主要觀賞石、樹、水的美妙結合，是水上
石林變化而成的天然景區。如果說黃果樹大瀑布的特點是氣勢磅礴，天星橋區則是玲瓏秀美。隨後前往列入世界吉
尼斯記錄的“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黃果樹瀑布】位於中國貴州省安順市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白水河上，因兩岸
生長有當地特有的植物“黃果樹”而得名。以黃果樹瀑布為核心，在上下遊20公裏的河段上，有風格各異的瀑布18個
，以雄、奇、險、秀著稱。
【陡坡塘瀑布】有兩面，當平水期的時候，因為上遊白水河水量較小，水流清澈，陡坡塘瀑布緩緩的灑下，清秀嫵媚
如一層面紗，被戲稱為：新娘面紗。每當雨季來臨，白水河攜帶著大量泥沙洶湧而下，陡坡塘瀑布便失去了往日的
溫柔，洶湧咆哮如奔騰的野馬，雄壯威武。【水簾洞】位於黃果樹主瀑布後面的巖壁上的，由六個洞窗、五個洞廳
、三股洞泉和六個通道組成，主要景點有：倒掛仙人掌、古榕懸根、藤簾、袖珍花園、鼓風口、水晶宮、摸瀑臺等
。穿越水簾洞，還有一個絕妙奇景，從各個洞窗中觀賞到犀牛潭上的彩虹，這裏的彩虹不僅是七彩俱全的雙道而且
是動態的，只要天晴，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都能看到，並隨你的走動而變化和移動。電視連續劇《西遊記》中
的“花果山”、“水簾洞”，曾給中外觀眾留下過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也使“水簾洞”外景拍攝地黃果樹瀑布錦上添花、
聲名遠播,吸引了無數遊客不遠萬裏,來此一睹為快。
‧TIANXING BRIDGE SCENIC AREA‧HUANGGUOSHU WATERFALL‧DOUPOTANG FALLS‧SHUILIAN CAVE
酒店: 興義夢樂城大酒店或同級Best Dream Land Hotel Xingyi or equivalent 

Day5 貴陽-黃果樹景區-興義 GUIYANG-HUANGGUOSHU SCENIC AREA-XINGYI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出發前往遊覽享有「地球上美麗的疤痕」之稱的【馬嶺河峽谷】(含往返電梯)位於興義市東北4公裏處，峽谷
長約15公裏，兩岸峭崖對峙，河谷幽深，以雄、奇、險、秀而獨具特色。國家馬嶺河地縫景區，人稱「天下雙絕」
。擁有國家自然遺產、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地質公園三大桂冠。山峰壯闊雄偉，奇險幽深。
隨後來到天下山峰何其多，獨有此處峰成林的【萬峰林景區】(含電瓶車+小火車)萬峰林氣勢宏大壯闊，山峰密集奇
特，造型和諧優美，明河暗流溝壑縱橫，溶洞峰林此起彼伏，有著鬼斧神工人間仙境的韻味。該峰林被「選美中國
」活動評選為「中國較美的五大峰林」之一。這裏的田園風光，布依風情，讓人依依不捨，戀戀不忘,其間包含了將
軍峰、八卦田、蝸牛峰、睡美人峰、六順峰、等等景點，美不勝收這裏的田園風光，布依風情，讓人依依不捨，戀
戀不忘。
‧MALINGHE CANYON SCENIC AREA‧WANFENGLIN SCENIC AREA
酒店: 安順萬豪大酒店酒店或同級Wanhao Hotel Anshun or equivalent

Day6 興義-馬嶺河-萬峰林-安順 XINGYI-MALINGHE-WANFENGLIN-ANSHUN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出發前往【荔波小七孔景區】(含景區電瓶車)位於荔波縣城南部的群峰之中，景區響水河上橫跨著一座青石砌
成的七孔拱橋，而得名。景區融山、水、林、洞、湖泊和瀑布為一體，有68級跌水大瀑布、水上森林、鴛鴦湖等景點，
加上濃郁的土家和瑤族風情，使得小七孔景區聲名大噪，是避暑勝地。
【拉雅瀑布】瀑寬十余米，落差約三十米，瀑勢如山倒，聲響似雷，頗為壯觀，與響水河縱向錯落的68級瀑布構成一
幅美妙的瀑布群景觀。
【水上森林】是荔波小七孔的一個知名景觀，是屬於罕見的巖溶地貌水上森林區。這裏的千百株樹木，包括珍奇樹木
數十種，全都植根於水中的頑石上，又透過頑石紮根於河床，造就了這幅水中有石，石上有樹，樹植水中，水、石、
樹相偎相依的奇景。
【68級跌水瀑布】毗鄰小七孔橋，源頭就在拉雅瀑布前。此瀑布的形狀，是沿喀斯特地形，層層疊疊的瀑布淙淙嘩嘩傾
瀉而下。因為河床和兩岸景色千變萬化，所以每級瀑布都呈現出不同的風貌，非常壯觀。
【鴛鴦湖】是一個天然的喀斯特高原湖，劃船入內仔細觀察，這裏的樹木植根於水中的石頭，又透過石頭紮根於河床
。由於地形、水深和光線的變化，可以看到五顏六色的景色。
【臥龍潭】暗河從崖底湧出，由於潭邊向下處有一道弧弓向內的擋水壩把水攔住，所以潭面猶如鏡子般平靜。其源源
不斷的綠水從壩上滾下，形成規模龐大的瀑布，水聲轟鳴，薄霧濛濛，宛若仙境，讓人震撼不已。
【荔波大七孔景區】位於荔波風景區內，以峽谷為奇，因孟塘河上有一座七個孔大橋而得名。大七孔主要看點是喀斯
特峽谷和天生橋，它比小七孔小很多，與小七孔成熟的開發度相比，大七孔帶有更多的探險趣味。遊覽結束後前往
西江欣賞【西江夜景】你會發現整個西江千戶苗寨變成了燈的海洋，可以看到苗寨呈現那牛頭的形狀，蔚為壯觀，
讓人印象深刻，留連忘返。
‧XIAOQIKONG SCENIC AREA‧RAYA FALLS‧68-LEVEL DROP WATERFALL‧WATER FOREST‧YUANYANG LAKE‧WOLONGTAN
‧DAQIKONG SCENIC AREA‧XIJIANG NIGHT VIEW
酒店: 西江觀山閣別院客棧或同級Xijiang Guan Shange Courtyard or equivalent

Day8 荔波-荔波大小七孔景區-西江 LIBO-DA XIAO QIKONG SCENIC AREA-XIJIANG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出發前往【西江千戶苗寨】(含景區電瓶車)由十幾個依山而建的村寨組成，是個超大型的苗族村寨。寨子中都
是獨特的苗家木質吊腳樓，每到黃昏時分，夜晚燈光亮起，可前往【觀景臺】除了看景色，就是體驗苗家風情了。
這裏可以吃到特有的長桌宴，還有各種苗族特色美食，味道都以酸辣為主。
隨後驅車前往【鎮遠古城】位於黔東南鎮遠縣舞陽河畔，河水以「S」形穿城而過，形成一個類似太極圖的樣式，所
以也叫八卦古鎮。鎮遠古城被舞陽河分成了兩半，南岸是舊衛城，北岸是舊府城，都是明代所建。城裏還有依山而
建的古建築，層層疊疊，頗為壯觀。
‧XIJIANG QIANHU MIAOZHAI‧OBSERVATION DECK‧ZHENYUAN ANCIENT  TOWN
酒店: 江口鳳棲大酒店或同級Fengqi Hotel Jiangkou or equivalent

Day9 西江千戶苗寨-鎮遠-江口 (早/午/晚餐 B/L/D) 
               XIJIANG MIAO NATIONALITY VILLAGE  - ZHENYUAN - JIANGKOU

早餐後出發前往梵淨山(約3.5小時車程)。抵達後遊覽【梵
凈山景區】(含景區電瓶車+索道)是武陵山脈的主峰，位於
江口、印江、松桃三縣交界處。梵凈山山體龐大雄渾，摩
雲接天，早在明初就被尊為名嶽之宗，是有名的佛教聖地
。此外，這裏還有成片的紅葉觀賞區，每到秋天，層林盡
染，紅葉與山上的廟宇交相輝映。結束後驅車前往銅仁。
‧FANJINGSHAN SCENIC AREA
酒店: 貴陽麥克達溫得姆大酒店或同級
Microtel By Wyndham Guiyang  or equivalent

Day10 江口-梵淨山-貴陽 (早/午/晚餐 B/L/D) 
JIANGKOU - FANJINGSHAN SCENIC AREA - GUIYANG

Day11 貴陽離開 (早 B) 
LEAVING GUIYANG
早餐後，自由活動，隨後送往貴陽機場 結束愉快的旅程。
After breakfast, transfer to KWE airport for the flight to your next 
destination.

Day12 抵達家園 ARRIVE HOME 

您的特約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