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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rila Yunnan 8 or 9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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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ႀ݂݀
Arrive Kunming

՞ஜȈМ༘ନ۹ܖӣ
今天抵達昆明，接機後送往酒店下榻或自行入住。免
費接機時段：抵達當天全天接機。
Transfer to hotel or check in by self .

Day

2

3

Adult

$99

$199

$290

ᱹᆡ+100

ᱹᆡ+70

Compulsory Program

USD$250

Tips

USD$80

（9ࠦۯUSD$90）
ィࠜ⮽፯ Ǘ⨡ Extra transfer㙊$30ᑚ᷋ᑚȫ

ⲵȭ ⾴Ǘฃᑚ Pre/post Hotel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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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抵達昆明日期 Arrive Kunming Date：
2016年1月1、22、29日；2月19、26日；3月4、7、11、14、18、21、25、28日；4月至12月每週四抵達
（注：9/29-10/7不開團）；2017年1-3月每週四抵達（注：1/26不開團）
錄世界最大【轉經筒】，遊覽指定自費【壇城】，藏語
稱吉柯，意思是中心或環境。以供奉時輪金剛大佛為中
心的立體實體壇城叫時輪金剛壇城。
可自由選擇參加推薦自費【虎跳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
峽谷，以奇險雄壯著稱於世。其次是水險，由於山岩的
斷層塌陷，造成無數石樑跌坎，兩岸山坡陡峻，山石風
化，巨石崩塌谷底，形成江中礁石林立，犬牙交錯，險
ᓡȈŃġİġōġİġŅ
灘密佈，飛瀑薈萃。
Yuhu Villige-Luoke Old House-Spirulina Shop-Turtle Hill
Park-Prayer Wheel-Mandala-Tiger Leaping Gorge(optional by
own expense)

Day

4

ॷਿ٨ܜ.σ౩
Shangrila-Dali

՞ஜȈϛ֫ڷନ۹ܖӣ
早餐後參觀指定自費【松贊林寺】，是雲南省規模最大
的藏傳佛教寺院，也是康區有名的大寺院之一，被譽為“
小布達拉宮”。該寺依山而建，外形猶如一座古堡，集藏
族造型藝術之大成，又有“藏族藝術博物館”之稱。乘車
前往大理，參觀【大理白族花園】，在宅院中品味白族
獨特的【三道茶】，詮釋人生中的“一苦、二甜、三回味
ᓡȈŃġİġōġİġŅ
”。 參觀【銀器店】 。
Songzanlin Lamasery-Dali Bai Garden- The Three-Course Tea
of the Bai ethnic minority

5

՞ஜȈ੫Փࡊීܖନ۹
早餐後遊覽指定自費【玉湖村+洛克故居】玉湖中，雪
水清澈，水草搖曳，藍天白雲襯托著高大的玉龍雪峰
倒映湖中。是著名的“玉龍十二景”之一。參觀【螺旋藻
】，前往香格里拉，遊覽【龜山公園】，站在龜山之
上，整個香格里拉市盡收您眼底。遊覽獲得吉尼斯記

؏ฃଭ ຍী⊑⧋ਅሑ㘸ࠥԁ͑㘹 ӽᅁѝ⧋㘸ࠥԁ͑㘹

ᱹᆡ+100

Kunming-Dali-Lijiang

Lijiang-Shangrila

ᐚǲƈȲஐ

Non-adult under 12yrs with bed Single Supp

$99

݂݀.σ౩.ᝋ

ᝋ.ॷਿ٨ܜ

Non-adult under 12yrs w/o bed

ᱹᆡ+100

Day

՞ஜȈߜሬܖӣ
早餐後乘車前往大理遊覽洱海八景之一的【小普陀】相
傳觀音開闢大理壩子時，在海上丟下一顆鎮海大印，即
為小島，以鎮風浪保護漁民，因此漁民們在小島上建觀
音閣紀念觀音，將小島叫做小普陀山，將觀音閣改為小
普陀，意為觀音修行之處。遊覽【麗江古城、四方街】
是一座風景秀麗，歷史悠久和文化燦爛的名城，也是中
國罕見的保存完好的少數民族古鎮。麗江街道依山勢而
建，順水流而設，質感細膩，雨季不泥濘旱季不飛灰，
ᓡȈŃġİġōġİġŅ
石上花紋圖案自然雅致，質感細膩。
Little Putuo-Lijiang Ancient Town-Square

Day

團號 Tour Code：YNX8/9
ǗޑԂ⧋ ᐚǲƈƊȲஐ Ɗѵႄヶ

$99

σ౩.ཿ
Dali-Chuxiong

՞ஜȈ੫Փନ۹ܖӣ
早餐後參觀【玉文化】，遊覽白族手工藝之鄉【周城】
，是大理最大的白族村鎮。在周城可以看到豐富的民族
紮染製品。紮染是周城白族人民明末清初以來的民間傳
統工藝，紮染工藝品集文化、藝術為一體。遊覽【大理
古城、洋人街】，原名“護國路”，意為民國初雲南人民
反對袁世凱稱帝，起兵護國而得名,到了大理“洋人街”，
欣賞白族建築的靈秀，體會白族金花的善解人意。結束
ᓡȈŃġİġōġİġŅ
之後乘車前往楚雄，入住酒店。
Jade Store - Zhou City - Dali Ancient Town - Foreigner’ Street Chuxiong

Day

6

ཿ.݂݀
Chuxiong-Kunming

՞ஜȈМ༘ନ۹ܖӣ
早餐後乘車前往昆明，抵達後參觀【茶文化交流中心】
遊覽指定自費【大觀樓】，始建於康熙年間,因其面臨滇
池,遠望西山,盡攬湖光山色而得名。入園後可遊覽湧月亭,
凝碧堂,攬勝閣,觀稼堂等樓臺亭榭。
可選擇參加推薦自費:【雲南映象】。由著名舞蹈藝術家

楊麗萍傾情打造的藝術精品，是一台融傳統和現代一體
的舞臺新作，將原生的鄉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經典全新
整合重構，展現了雲南濃郁的民族風情。 ᓡȈŃġİġōġİġŅ
Tea Shop-Grand View Pavilion-Dynamic Yunnan(optional by
own expense)

Day

7

݂݀
Kunming

՞ஜȈМ༘ନ۹ܖӣ
早餐後參觀【雲南翡翠珠寶館】，遊覽【翠湖】，因垂
柳和碧水为其主要特色而定名為翠湖，以“翠堤春曉”而
聞名四方，人們稱之“鑲嵌在昆明城裡的一顆綠寶石”。
參觀【絲綢館】，遊覽【花之城】或【鮮花土特綜合市
場】全球最大花卉主題溫室。項目包括花園商城、植物
護膚體驗中心、花卉主題溫室、中法300年香料貿易文化
ᓡȈŃġİġōġİġŅ
體驗式博物館、4D弧形穹幕影廳等。
Jade & Jewelry Shop-Green Lake Park-Silk Store-Flower City

Day

8

ᚔ݂݀
Depart Kunming

早餐後送往機場，搭乘航班前往下一目的地。
免費送機時段：11:00離開酒店，請預訂14:00之後的航班
Transfer to airport, please book the flight after 14:00pm

₹✞᷋

Day

8

݂݀.үݓ
Kunming-Stone Forest

՞ஜȈМ༘ନ۹ܖӣ
乘車前往遊覽“天下第一奇觀”、世界最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奇觀—【石林】有雄奇的峰林、湖泊、瀑布、溶洞。
天造奇觀，美不勝收，素有“造型地貌天然博物館”之稱，
是中國的四大自然景觀之一。被聯合國文教科評為“世界
ᓡȈŃġİġōġİġŅ
地質公園”，“世界自然遺產風光”。
Full day trip to Stone Forest.

Day

9

ᚔ݂݀
Depart Kunming

早餐後送往機場，搭乘航班前往下一目的地。
免費送機時段：11:00離開酒店，請預訂14:00之後的航班
Transfer to airport, please book the flight after 14: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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