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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函 

 地址：10486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 59巷 6號 2樓 
電話：02-2508-4002 
傳真：02-2507-5224 

受文者： 本處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5年 09月 07日 
發文字號： 臺區水工會北市辦字第 105034號 
速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行程+報名表 

主旨： 本處訂於 105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2 日舉辦 105 年度會

員國外聯誼自強活動「貴州黃果樹 8日遊」；凡願參加者，

請於 105 年 9月 22 日前檢附資料向本處報名，以利安排，

凡願參加者請儘速報名，逾期恕不再受理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處第 18 屆第 11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案辦理。 

 
二、本次旅遊活動每人費用為新台幣 29,300 元整（費用不

包括新辦護照、台胞證及個人消費）。 

 

三、本處擬由年度相關經費提撥補助新台幣 3,000 元，依

例補助負責人、負責人配偶、會員代表三者擇一（限為

本案發文前於公會登記有案者，國內外旅遊限補助壹

次），於活動開始後，再發給符合補助之對象。 

 
四、旅遊行程請參閱附件，確認之行程由本處與旅行社議

定之。 

 五、報名時，請繳納下列資料： 

  (1) 報名表（請詳細填寫個人資料）； 

 
 (2) 護照正本(效期為回國日起算六個月以上)、台胞

證正本； 

  (3) 保證金 5,000 元。 

 
 ※證照費：新辦護照 1,400 元、電子台胞證 1,700 元、

單人房差費用 8,000 元。 

 六、注意事項： 



 

 (1) 組團人數最少 16 人(含)以上始予成行，未達組

團人數則不予舉辦，已繳費者無息退還（如有代

辦護照者，規費照扣之）。 

 

 (2) 住宿以兩人同宿一間套房為原則，請事先協商友

好同宿，並於報名時聲明，否則由本處逕行安排

不得異議。 

 
 (3) 未詳述其他各項事宜，均依本處與旅行社所訂合

約為準。 

  (4) 會員請繳交 105 年度常年會費，始受理旅遊報名。 

 
 (5) 凡參加活動有年長者或行動不便人員，請家屬陪

同始受理報名。 
正本： 本處全體會員 

副本：  

 
 

主任委員  



 

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臺北市辦事處 
貴州黃果樹. 馬嶺河峽谷.西江千戶苗寨.雙乳峰 8 日 

 
第一天 臺北貴陽（車程 20 分鐘）小車河濕地公園多彩貴州秀 
今早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貴州省省會─貴陽市，其位於雲貴高原東部，

素有〝公園省中盆景市〞美稱，它地處山地丘陵之間，享有“山國之都”的美譽。喀斯特地貌

發育完全，地形多樣。地上奇峰翠穀，山環水繞﹔地下溶洞群落，別有洞天。形成了雄奇秀

麗、獨具特色的高原自然景觀。【小車河濕地公園】一片自然生態林地整合，發揮了生態多

樣性的優勢，彰顯了良好的河谷生態風貌。打造了落英飛雪、碧溪雲霞、木蘭林語、芰荷深

處、茗泉問茶、梓木林香、水磨時光等 13 個景點。形成了“顯山、露水、見林、透氣”的

獨特風格。【多彩貴州風】貴州省打造的一台以濃鬱的民族風情和鮮明的時代特色集中展現

了貴州 17 個民族的英姿俊采與《雲南映象》、《印象劉三姐》並稱「西南三部曲」。其創作

靈感來源於古老而神秘的貴州高原，以充滿貴州民族文化特色和現代觀念的藝術激情對貴

州的人文資源和自然風光進行了濃縮式的展現。其中有獲得國家級大獎的《侗族大歌》也

有來自田間地頭的原生態藝術瑰寶，還有從遠古流傳至今的民族習俗和民間絕技。 
 
早餐：XXX  午餐：中式合菜（50RMB）  晚餐：貴州風味（60RMB ） 

酒店：准 5 星萬麗酒店 
 
第二天 貴陽（車程 2.5 小時黃果樹瀑布景區（單程扶梯+景區環保車/遊覽 1.5 小時）陡

坡塘瀑布遊覽 40 分）天星橋景區(纜車上/遊覽 2.5 小時）黃果樹 

早餐後前往【黃果樹瀑布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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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天星橋風景區】,此處號稱‘有水皆成瀑、是石總盤根’ 天星橋風景
區是由地下河塌陷形成,寬約 300 公尺的「天生橋」,上下奇壁立,瀑布飛瀉,激流滾滾被暗河
吞沒的【銀鏈墜潭瀑布】。露出水面【水上石林】景觀,禿石上長滿了巨大的仙人掌。河水從
石林的上面分開，環流兩側，又在下麵交彙，把一座石林圍在水中，【陡坡塘瀑布】位於黃
果樹瀑布上游 1 公里處，瀑頂寬 105 米，高 21 米，是黃果樹瀑布群中瀑頂最寬的瀑布。陡
坡塘瀑布頂上是一個面積達 1.5 萬平方的巨大溶潭，瀑布則是形成在逶迤 100 多米長的鈣化
灘壩上。 
 

早餐：酒店內  中餐：瀑布土雞風味（50RMB）  晚餐：酒店料理  (60RMB） 
酒店：准 5 星黃果樹迎賓館/迎賓園    2016 年新開業 
 
第三天 黃果樹（車程 1H 花江大峽谷(俯瞰)/北盤江大橋（車程 2 小時馬嶺河峽谷（天

星畫廊電梯上）馬嶺河峽谷奇石館（車程 15 分鐘興義（1 個鐘按摩/客人自付小

費 10 元） 

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亞洲第一高公路大橋【北盤江大橋】從北盤江大小盤江之間河段跨

越北盤江大峽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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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橋上俯瞰【花江大峽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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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專車前往遊覽國家級風景名勝

區〜【馬嶺河大峽谷】長約 15 公里的峽穀中，兩岸峭崖對峙，這是一個以雄、奇、險、秀

為特色，由彩崖峽、天賜石窟、彩虹鎖天、回峰崖、五裏幽谷、瀑布群、壁掛崖、龍頭島等

景點組成的自然風景區。馬嶺河發源於烏蒙山脈，是南盤江北岸的重要支流，由於水量充

沛，落差大，河水的下切能力強，竟在平川上沏出一條狹窄幽深的地縫峽穀。人稱此縫為

【地球上美麗的疤痕】，這種結構在全球極為罕見，因而馬嶺河峽谷有【天下第一縫】之稱。



而聞名於全世界的【天星畫廊  ◎註若遇到下雨天，天星橋纜車檢修停開的話，套票原因，

景區不予退費！】是全中國峽穀風光中最美麗最精華的，其規模宏大，氣勢壯觀。整個景區

集山泉、小溪、河流、古寨、古棧道、瀑布群、鈣化壁畫於一身，號稱【百畫之穀】並參觀

【馬嶺河峽谷奇石館】。爾後前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興義】。 
 

早餐：酒店內  中餐：菌王火鍋（50RMB）  晚餐：興義小吃+烤鴨（60RMB） 

酒店：准 5 星國龍雅閣大酒店     2015 年新開業/國際品牌連鎖酒店 
 
第四天 興義（車程 50 分萬峰湖遊船/遊覽 1.5 小時）（車程 30 分東峰林（十萬大山）

（車程 10 分萬峰林（西峰林/八卦田/電瓶車（車程 2 小時貞豐{雙乳峰度假景

區體驗度假風情/布衣風情表演} 

早餐後前往【萬峰湖】因位於萬峰叢巒之中而得名，湖面面積 176 平方公里，湖內有 30 餘

個島嶼，58 個半島，82 個港灣，湖水環繞，峰巒參差，湖光山色，盡收眼底。前往有十萬

大山之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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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嶺河爲界，河東的峰林爲東峰林，河西的峰林稱爲西峰林。東峰林的特點是呈現喀斯

特峰型式，為寶劍型粗獷大氣，西峰林的特點是呈現高原喀斯特山峰陣型式，山峰連延,宛

若兵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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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專車前往貞豐縣新近開發雙乳峰景區，晚餐後，安排觀看布衣民族風情表

演 ◎註：此為入住酒店客人免費觀看，若遇下雨天停演的話，此節目不予退費！-八音座唱

後，客人可自行在景區漫步，或自費泡溫泉漂浮死海，或於母親河河畔啤酒一條街，幾串燒

烤幾杯啤酒體驗一下難得的度假風情。 
 

早餐：酒店內  中餐：萬峰湖魚餐（50RMB）  晚餐：貞豐風味（60RMB） 

酒店：准 4 星貴峰賓館或奇峰酒店當地最好 

 

第五天 貞豐{雙乳峰度假景區+電瓶車往返：觀峰台觀雙乳峰（車程 2H 龍宮遊船+電梯

上下/漩塘/觀音洞（遊覽 2.5 小時）（車程 50 分安順） 

早餐後遊覽【雙乳峰】兩座兀立的石峰形同女性豐滿的雙乳，且逼真得讓女人看了臉紅，男
人看了心跳，被世代居住在這裏的布依族人親切的稱之為“聖母峰”。布依觀峰台的角度
看，是 20 來歲年齡的雙乳峰，換 500 米角度觀看是 40 來歲年齡的雙乳峰，再換 500 米角
度觀看是 60 歲年齡的雙乳峰，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前往【龍宮風景區】橫跨 20 多座
山頭、90 多個洞穴。泛舟湖上，可作洞中游。龍宮前是一開闊深潭，名“龍潭”池邊崖石
壁立，古樹藤蘿覆蓋。特地安排泛舟穿行溶洞間，宛如蕩舟“龍王水晶宮”。前往漩塘景
區爲一個面積約爲 1 萬平方米的圓形水面，塘水一年四季按順時針方向旋轉不停，被人譽
爲是"山不轉水轉"的獨特絕景。其周圍山景綺麗，風景迷人，特別是田園風光，更是引人入
勝。續前往觀音洞爲西南地區較大的一個洞中佛堂，建在兩個洞穴之中，非常獨特，洞中
塑有如來、觀音、十八羅漢等佛像，而觀音像高 12.6 米，塑像表情豐富，俊秀莊嚴，氣勢
宏大。洞中有盆景等映襯，洞外有成片的水竹，環境極優雅，令人流連忘返。 
 

早餐：酒店內  中餐：山野風味（50RMB）  晚餐：多彩生態宴（60RMB） 
酒店：准 5 星百靈希爾頓逸林酒店 

 

第六天 安順（車程 35 分天臺山/五龍寺/屯堡古鎮/地戲/遊覽 3 小時）（車程 3、5 小時

凱裏） 

早餐後前往【天臺山】從古鎮東南面的山槽間即可遠眺。該山四周群翠環抱，似不高不大，

然有孤石兀立，蘊雄奇險峻之勢；山頂建有屯堡人的廟宇，名【五龍寺】。遠觀該寺猶似古

堡，森森肅穆，是一尋幽探古的絕佳去處。五龍寺千柱落地，有大小房間 40 餘間，皆靈施

巧布，是屯堡寺廟建築的力作。【天龍屯堡古鎮】是一個典型的屯堡村寨她地處滇黔古驛道

上，很早以前就進行屯軍了。安順民間傳統戲劇---地戲表演、演員帶上俗稱「臉子」的面具、

演出一個個民間故事、臉譜以白楊木精雕而成、造型生動、色彩豐富、神態誇張詭秘。驅車



前往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凱裏。 

 

早餐：酒店內  中餐：屯堡風味（50RMB）  晚餐：酸湯魚貴州風味（60RMB） 
酒店：准 5 星嘉瑞禾維景國際大酒店或龍都璟怡 
 
第七天 凱裏(車程 50 分西江千戶苗寨(民居家訪+大型表演秀 1130 演出)(車程 2、5 小

時貴陽甲秀樓夜景 

早餐後，前往天下西江、世界第一大苗族自然村寨【西江千戶苗寨】，苗寨以青石板路串

連，楓樹成林，楓香撲鼻。約有 1000 多戶人家，所以稱為“千戶苗寨”。這裏的房屋大多

是木吊腳樓，都是用楓木搭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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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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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沿著村中小路來到苗寨高處的「採歌堂」（舉行大型民間歌舞表演的廣場），欣賞

最道地的【傳統民族歌舞表演◎註：若遇到下雨天演出取消，由於套票原因，不予退費。】

還可深入【訪問苗族民居】之中，深度瞭解少數民族風情。搭車返回貴陽，前往遊覽貴陽的

象徵、著名的古樓閣—【甲秀樓】，位於貴陽城南南明河中的一塊巨石之上(這塊石頭酷似

傳說中的巨鼇)，有浮玉橋銜接兩岸，集山光水色於一體的甲秀樓有一種獨具魅力的美，當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到此一遊又是一番別有情趣的魅力。 
 

早餐：酒店內  中餐：苗族長桌宴（50RMB）  晚餐：萬麗酒店小火鍋（60RMB） 
酒店：萬麗酒店或同級國際品牌連鎖 5 星酒店 
 
第 8 天 貴陽臺北  中國南方航空 CZ3021 08:50／11:20 

早餐後隨後前往機場結束難忘的貴州黃果樹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盒  午餐：XXX  晚餐：（溫暖的家） 

 

團費包含： 1. 桃園/貴陽/ 桃園南方航空公司往返團體機票 1 張+2 地機場稅 

 2. 景點內所列門票.交市通.餐食.保險 

 3. 500 萬履約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4.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5. 公會至桃園來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6. 酒店上下行李小費 

團費不含： 1. 電子台胞新証、護照証照費 

 

 

2. 個人消費 

單人房差費用:新台幣 8000 元整 

【證照費】：護照 1400.-元 台胞新證 1700.-元  

 (1).無謢照無台胞証者:1.身份証正本. 2.退伍令正本.(年紀未滿 37 歲之男性)  

    3.二吋大頭彩色相片 3 張 (三個月內近照.頭頂到下巴須 3.2~3.6 公分之間) 

 (2).有護照無台胞証者:1.身份証影本. 2.護照正本. 3.二吋相片 1 張 

 (3).有護照有台胞証者:1.護照正本.2 台胞証正本 
 

 

PS.未曾辦過護照者在臺設有戶籍國民本人未能親自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外交部中部、雲嘉

南、南部、東部辦事處（以下簡稱各辦事處）之首次申請普通護照者，必須親自持憑申請護照

應備文件，向主管機關委辦之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臨櫃辦理「人別確認」。已持有舊護照者，

則免辦人別確認。 



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105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報 名 表】 

貴州黃果樹. 馬嶺河峽谷.⻄江千⼾苗寨.雙乳峰 8 日遊 

編

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備註 
(素食者, 

請註記) 身份證字號 

１  

 

 

 

 

  

２  

 

 

 

 

  

３  

 

 

 

 

  

４  

 

 

 

 

  

５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會籍號碼： 甲級 ⼄級 丙級 污水 

公司名稱：  

負責人：  會員代表：  

TEL：  FAX：  

中 華 ⺠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