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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馬古道 - 普洱茶七天之旅 

(旅程日期：21/11/2014-27/11/2014) 

秦嶺巴山蜀道天塹，自古把大西南與中原分隔，儼然化外世界。雲南、四川高山險峻，河谷深峭，
千年馬幫用人、馬和雪域牦牛，馱運茶葉，一步一步的穿越川、滇、青、藏，西入印度，南下東
南亞，織佈了一張古代商道網——茶馬古道。這趟旅程我們將向南出發，穿越多姿多彩的民族走
廊和著名茶山，抵滇緬邊界，再訪茶馬古道。 

 
推薦人：吳瑞卿博士 
               ( 學者、食家、旅行家，主修歷史及中國文學，經常穿梭於中美，著有《美國文化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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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航班資料： 
21 /11 / 2014   香港  昆明               KA 760 11:55 14:30 
26 /11 / 2014   西雙版納  昆明       MU 5592 19:20 20:15 
27 /11 / 2014   昆明  香港               KA761 15:30 17:40 

 
第一天 21 November 2014 (含晚餐)  

香港  昆明機場（3.5 小時）→ 建水  參考航班：KA760    11:55 / 14:30 

早上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搭客機前往昆明。 

抵達昆明後，乘車前往建水。 

 

第二天 22 November 2014 (含早、午、晚餐) 

雙龍橋 → 團山村（豆腐坊）→ 建水紫陶製作基地  

早上前往【雙龍橋】，俗稱“十七孔橋”，是座三閣十七孔大石拱橋。它坐落於建水古城城
西5里處，橫跨瀘江與塌沖河交匯之水面上，是雲南省著名古跡之一。 

遊覽【團山村】，建水團山村歷史上曾是彝族人的居住地。團山至今完整保存了十九世紀滇
南鄉村的特色風貌與社會人文環境。 

參觀【建水紫陶製作基地】建水紫陶歷史悠久，距今已逾千年，器形具有“質如鐵、亮如鏡、
潤如玉、聲如磬”的特點，因而與江蘇宜興陶、廣東石灣陶、四川榮昌陶一起被譽為“中國
四大名陶”。 

如有垂詢，請致電 安達文化之旅：2316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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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馬古道 

雙龍橋 團山村 建水紫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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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馬古道 

第三天 23 November 2014 (含早、午、晚餐) 

建水（1小時）→ 石屏 → 鄭營村（4小時）→ 元江  

前往石屏縣參觀已有600多年歷史，省級歷史文化名村【鄭營村】，依山傍水，景色如畫。
村內的宗祠、樓閣、學校和典型的民居建築，集寶塔古刹的巍峨壯觀，宮殿寺廟的氣宇軒昂，
樓閣亭台的玲瓏別緻，古典園林的幽靜淡雅，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歷史文化特色風貌。 

遊覽【元江】元江山川毓秀，物華天寶，古有“滇南雄鎮”盛名，今得“天然溫室”、“哀
牢明珠”美譽。 

 

第四天 24 November 2014 (含早、午、晚餐) 

元江（1小時）→ 墨江 → 北回歸線標誌園（2小時）→ 萬畝茶園   

早餐後前往墨江，參觀【墨江北回歸線標誌園】，一個融天文、地理、氣候、植物等科普知
識和園林藝術、民族文化、觀賞旅遊為一體的地理標誌實體和旅遊觀光景點。  

參觀普洱營盤山【萬畝茶園】及於其中品嘗普洱茶。 

萬畝茶園  鄭營村 墨江北回歸線標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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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馬古道 

第五天 25 November 2014 (含早、午、晚餐) 

普洱（3小時）→ 西雙版納 → 曼聽公園 → 總佛寺 → 佛學院 → 勐海南糯山古茶樹園 → 雲河茶廳 

早餐後驅車前往版納，參觀【曼聽公園】，西雙版納最古老的公園，是個天然的村寨式公園。
當地人習慣稱之為：春歡園。意為：靈魂之園。 

參觀【總佛寺】及【佛學院】，是西雙版納佛教信徒拜佛的中心。佛寺所在地為一矩形大院，
還可以看到傍晚僧人修習。 

午餐後，驅車前往勐海，參觀【勐海南糯山古茶樹園】觀賞千年茶樹。 

後抵達【雲河茶廠】，參觀普洱茶製作流程。 
 

第六天  26 November 2014 (含早、午、晚餐) 

茶馬古道景區（1小時）→西雙版納 → 傣族園 →西雙版納  

西雙版納  昆明   參考航班：MU5592    19:20 / 20:15 

早餐後參觀雲南省農業科學院茶業研究所內的【茶馬古道景區】，體驗採摘茶葉及自製DIY
茶餅活動。 

參觀【傣族園】，全稱西雙版納傣族園。位於中國雲南省西雙版納橄欖壩。景區內有保存最
完好的五個傣族自然村寨。 

晚餐後往西雙版納機場乘機前往昆明機場。 

曼聽公園 茶馬古道景區 傣族園 

第七天 27 November 2014 (含早、午餐) 

昆明  香港    參考航班：KA761    15:30 / 17:40 

驅車至昆明機場，乘搭客機回港，結束愉快的7天文化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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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地區 酒店名稱 星級 

第一天 建水 建水同心大酒店 4星 

第二天 建水 建水同心大酒店 4星 

第三天 元江 元江大酒店 4星 

第四天 營盤山 萬畝茶園  特色住宿 

第五天 勐海 勐海國威大酒店 4星 

第六天 昆明 佳華廣場酒店 5星 

第七天 - - - 

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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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一.  費用 
 
 

 
 
 
 

 
 
 
 
備註:     1.  以上所述之團費費用並未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司機及導遊小費。 
              2.  以上所述之團費，以兩人一房計算。單人報名者，若出發時未能安排與其他團友共用 
                    一雙人房，即使未有要求入住單人房，仍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3.  以上所述之團費以15人成團計算。 
              4.  以上所述價錢只供參考。行程及機位並未確定，價格隨時變更，一切以旅行社通知為                                          
                    準。   
 
 
二. 團費費用包括: 
 
1. 來回香港/昆明及一程版納/昆明，經濟客位機票（航機班次以航空公司最後確認為準） 
2. 航空公司名稱  ：航空公司的選用會根據不同行程及景點而作出安排 
3. 限制       ：不得轉換航空公司、不得轉換所經航線、不得退票。 
4. 酒店住宿將按行程內所列或同級酒店，以二人一房為原則。12歲以下與父母同房的小童，如

加床，另行收費，以酒店作準。 
5. 行程內所列各項遊覽項目及入場費用。 
6. 採用空氣調旅遊巴及旅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 
7. 導遊及司機隨團服務。 
8. 旅遊業議會0.15% 印花稅及參加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最高賠償額為港幣十萬元）。 
 
三. 團費費用不包括: 
 
1. 簽証費 
2. 各國之離境機場稅 (各國之離境機場稅需視乎兌換率而定及當地政府公佈為準) 
3. 當地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  
4. 額外或行程安排以外之節目 
5. 行李超重之附加費 
6. 各種純屬私人開銷如洗衣、電話費、傳真費及酒水等 
7. 行程內沒有列明之所有膳食。 
8. 個人平安保險，行李保險 
9. 其他沒有在第二項"費用包括"上列明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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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團費 
(以兩人一房計算) 

單人房附加費 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導遊及司機 

【全程建議服務費】 

港幣8,499元   (標準房) 港幣2,000 (6晚) 港幣670元 港幣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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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  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1件。 

• 團費並不包括保險費及各項小費 (詳情請參閱”團費費用不包括”項目)。 

• 本公司及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 

• 以上行程、用餐、住宿地區及酒店安排只供參考，如有變動均以實際交通情況及當地接待
社之安排為準。 

• 行程中安排入住之酒店或旅館在未獲有關單位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下，是本公司
以”特色標準” 為其評級，只供旅客參考。 

• 本團不設特定購物點，若中途用餐及休憩處出現商品販賣人士，乃非本公司安排。 

• 為確保旅客權益，請詳細參閱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臨時取消細則。 

• 如受天災及意外影響而引致之額外費用如車資、住宿及餐飲等，需由團友各自分擔。 

•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全程港幣80元 X 7天，共港幣560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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