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失中的藏佛天堂 
紅色佛國色達/畢棚溝//丹巴/四姑娘山/馬爾康/米亞羅尊爵 8 日 

【行程特色】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 世界上最大的藏傳佛學院。五千在家出家僧眾在此修行居住。 

★畢棚溝：旅遊聖地.更勝九寨溝【畢棚溝風景區（含景區車＋電瓶車）】 

★米亞羅:米亞羅〞是藏語，意即〝好玩的壩子〞。我國最大的紅葉景區之一 

★四姑娘山:“中國的阿爾卑斯” 甲居藏寨(觀景台拍照攝影，另特別安排家訪行程，體驗藏民生活) 

★色達：一個佛國天堂。觀音橋景區、阿寇里高山草原區、太陽河谷風情河谷區、觀音廟宗教文化區 

★【天葬儀式】是藏族的一種傳統喪葬方式(視當日.當地旅遊局指定觀禮) 

★升等入住:超★★★★★級成都棕櫚泉費爾蒙酒店 

 



 



 

 
【成都棕櫚泉費爾蒙酒店】享受宛如明星待遇的世界級服務，成都棕櫚泉費爾蒙酒店位於蓉城，地理位

置優越，位於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中心，毗鄰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毗鄰新成立的熱門購物娛樂區，提

供覆蓋各處的免費Wi-Fi。成都棕櫚泉費爾蒙酒店享有成都便利的現代地鐵系統，距離文殊院36公里，

距離杜甫草堂36公里，距離最近的機場- 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僅有25分鐘的車程。酒店共有336間寬敞的

客房和套房，融合了當代優雅與當地成都文化風格的傳統元素。酒店的每間客房均配有空調和帶衛星頻

道的平板電視，提供咖啡機和燒水壺，用於帶熱水浴池和浴缸的私人浴室。為給客人營造舒適的住宿體

驗，客房還提供浴袍和拖鞋。成都棕櫚泉費爾蒙酒店用於11件設備齊全的專用會議室和一個730平方米

的費爾蒙宴會廳。客人可以在室內游泳池暢遊，或在健身中心鍛煉身體，其中配備了最新的有氧運動器

材和健身器材。酒店還提供可以免費使用的自行車以及自行車租賃服務。成都棕櫚泉費爾蒙酒店提供各

種口味的美食。Chang Yi餐廳供應創新而具有藝術特色的四川美食。Cube餐廳提供休息室、別緻而現

代的雞尾酒吧和優雅的日本餐廳。Spectrum餐廳及其開放式廚房台全天供應各種亞洲和西方美食。

Manhattan餐廳享用城市全景，擁有秘密“Speakeasy威士忌酒吧”，提供多樣性的紐約國際美食。 

 



 
(每周2.7出團)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機場 成都 中華航空 CI-551 08：05 12：00 

成都 桃園機場 中華航空 CI-552 13：05 16：40 

(每周 1.5 出團 )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機場 成都 長榮航空 BR-765 14:45 18:15 

成都 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BR-766 19:15 22:35 

 

 (時間若有調整，正確時間航空公司公佈為主 ) 

【購物安排】 ◆全程無購物站+保証絕不安排上隨團攝影。 

【自費行程】 ◆全程無自費(個人消費.按摩除外) 

【特別贈送】 ◆礦泉水不限量 

 

 
 

第 1 天 
桃園 成都--●景點: 都江堰灌縣古城 

08:05/12:00 桃園/成都 中華航空  CI551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機場，並以電話聯絡我們領隊或機場服務人員報到，由我們為您

準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成都】。 

【成都】成都市位於中國西部四川省，是四川省的省會，佔地約為 12390 平方公里，歷經約 4000 年以

來的歷史，擁有「天府之國」的美稱，從夏朝金沙文明的發展，古蜀文化顛峰時期命名成都，稱為「錦

官城」、簡稱「錦城」，至五代後蜀後主孟昶在成都城牆上遍植芙蓉花，又被稱為「芙蓉城」、簡稱「蓉

城」或「蓉」，悠久的歷史發展是中國第一批 24 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加上豐富的自然景觀，成都自

然而然成為民眾前往四川旅遊的勝地。 

【都江堰灌縣古城】都江堰灌縣古城以「世界水文化旅遊古城」為主題，是一處「城中有景，景中有城，

半山半城」的文化休閑景區。歷史上，灌縣古城在國內、國外有著獨一無二的「水文化」特質並享有盛

譽，從李冰父子開鑿都江堰水利工程開始，2000 多年來「水文化」一直滋養著這座不平凡的城市。 

 

 餐 食 早餐: X 
午餐: 成都風味 RMB50         

(限搭華航班機提拱) 
晚餐: 歡迎晚宴 RMB80 

 
 住 宿 準★★★★★級都江堰岷江新濠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都江堰馬爾康-●景點: 畢棚溝風景區（含景區車＋電瓶車）、米亞羅、西索民居 

【畢棚溝風景區（含景區車＋電瓶車）】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縣樸頭鄉梭羅溝境內，是國

內非常知名的紅葉觀賞聖地。是一個集原生態景觀博覽、登山穿越、極地探險、滑雪滑冰、休閒度假於

一體的大型原生態旅遊風景區。畢棚溝以其優美的自然風光、完美的自然生態景觀、優良的生態環境著

稱。景區內紅葉、杜鵑花種類繁多，森林原始、瀑布飛掛、冰川奇特。畢棚溝以其優美的自然風光、完

美的自然生態景觀、優良的生態環境著稱。景區內紅葉、杜鵑花種類繁多，森林原始、瀑布飛掛、冰川

奇特。 

【西索民居】獨具嘉絨藏族特色，保持了嘉絨先民〝壘石為室〞的傳統建築風格，寨子鱗次櫛比、錯落



有致，遠目望去猶如一座壁壘森嚴的古堡。整個民居從遠處鳥瞰，便會驚奇地發現西索藏寨酷似藏族八

寶圖案中的〝花依〞圖案(狀如〝中華結〞，代表釋迦牟尼的心)，寨子中直來豎往、彎來拐去的青石板

小道，把圖案的線條展現的非常清晰。石頭壘起來的民居，是這裡的特色。西索民居的藏族風格似乎與

其他地方的不同，這大概就是嘉絨藏族的特色。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這裡家家戶戶都有一個露臺或者窗

臺，窗臺上都種著色彩艷麗的鮮花，把民居裝點得更加清新雅致。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合菜饗宴 RMB50 晚餐: 酒店饗宴 RMB60 

 
 住 宿 ★★★★級瑪律康豪庭名人酒店或瑪律康金晶隆酒店(當地最好) 

 

第 3 天 
馬爾康色達-●景點: 觀音橋景區、阿寇里高山草原區、太陽河谷風情河谷區、觀音廟宗

教文化區 

【觀音橋景區】金川觀音橋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位於阿壩州金川縣觀音鎮境內，地處高原與平原的結合

部、草地和山地的過渡帶，是九寨溝旅遊環線與川西旅遊環線連接線上藏羌文化走廊的重要旅遊節點。

景區總面積達 300 餘平方公里，分為觀音廟宗教文化區、太陽河谷風情河谷區、阿寇里高山草甸區等三

大板塊，境內自然風光壯美雄奇、歷史人文璀璨奪目、生態氣候宜居宜旅，是深藏在高原腹地的一處美

麗而神秘的旅遊珍寶，有“聖地秘境、度假天堂”的美譽。 

【阿寇里高山草原區】位於金川縣阿寇里鄉境內，海拔由 3800 米直線上升到 5000 米。它由高山草甸、

高原濕地、高山藏寨等景觀組成。阿寇里高山草原區包括：月亮坡、金沙灘、賽馬場等十二個景點組成。 

【太陽河谷區】以高原森林、高原湖泊、山地河谷等原生態自然風光為主，分佈著情人海、神泉景、納

海、百里彩林、格薩爾穀等十二個主要景觀。綿延百里的太陽河峽谷四季風景各異，百里之外的太陽河

谷，春天和夏天的鮮花的東西取笑，深秋使得層層疊疊，冬天的雪花遍布天空，就像一個天堂，一個人

間天堂。而最壯觀的是秋天的顏色森林樹木，灌木，草粉紅黃色，使一條道路，生動，令人目不暇接。

長 30 多公里，植被茂盛，空氣清新，環境幽靜。森林覆蓋率達到 90％以上，一年四季河水明顯觸底。

其中以秋天的彩林為最。太陽河峽谷長 30 多公里，植被茂密，空氣清新，環境清幽。 

【觀音橋風景區宗教文化區】位于金川縣觀音橋鎮納勒神山，由觀音廟、觀音廣場、蓮花廣場、放生池、

水轉經、煨桑廣場、大轉經路、佛塔、象山、嘛呢牆、龍達台、歐都廟等十二個景觀構成，即“一山（納

勒神山）十二景”，其核心景觀是觀音廟。觀音廟屬於藏傳佛教之中的寧瑪派系。寧瑪派，即紅教，屬於

舊教派，其創始人是蓮花生大師。是藏傳佛教之中立教最早吸收原始苯波教最多，供奉神靈最多的教派。

在四川整個藏區寧瑪派的寺廟比格魯派的多 89座。觀音廟因寺內供奉著四臂觀音而得名，迄今已有 1300

多年的歷史。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合菜饗宴 RMB50 晚餐: 酒店饗宴 RMB60 

 
 住 宿 ★★★★級色達麗楓酒店或色達世紀酒店(當地最好) 

 

第 4 天 
色達-●景點: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天葬儀式、壇城、觀景台、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                

(色達夜景)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簡稱是五明佛學院（教授五明的佛學院都有五明佛學院）：坐落在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色達縣境縣城東南方約 20 公里處，海拔 3600 米上。在重重的群山環繞之中，溝裡的僧舍，

以佛學院的大經堂為中心，密密麻麻搭滿了四面的山坡，為數眾多的絳紅色小木屋，延綿起伏，蔚為壯

觀。這些紅色小木屋，是五千名僧俗的住所（出家男子稱紮巴，出家女子稱覺姆即女尊者）。它與亞青

寺都是位列前茅的大型寺廟。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是由晉美彭措法王 1980 年創辦，在短短 30 年間從藏

區一個山谷深處迅速崛起，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藏傳佛學院。五千在家出家僧眾在此修行居住。佛學

院戒律十分嚴格，男眾女眾的僧舍涇渭分明。 

【天葬儀式】是藏族的一種傳統喪葬方式，人死後把屍體拿到指定的地點讓禿鷲(或者其他的鳥類、獸類

等)吞食，天葬核心是靈魂不滅和輪回往復，觀看天葬儀式，需在中午 12 點左右乘擺渡車前往天葬台等

待，天葬師會根據當天天氣狀況來安排，焚香誦經等舉行天葬儀式。 

【壇城】在五明佛學院最高的山峰上，有一個金碧輝煌的建築，叫做“壇城”（音譯）。壇城的梵文名稱

為“曼荼羅”，意思是按佛教密宗儀規進行某種祭供活動的道場，平時是人們轉經的場所。它的上半部分

是轉經的地方，據說如果你有什麼疾病，在這裡轉上一百圈就能夠好；下面一層是轉經筒，金色的圓筒

在人們乾枯的手轉過之後留下一串悠長的嘎吱嘎吱的響聲。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合菜饗宴 RMB50 晚餐: 酒店饗宴 RMB60 

 
 住 宿 ★★★★級色達麗楓酒店或色達世紀酒店(當地最好) 

 

第 5 天 色達丹巴-●景點: 龍燈草原、珠姆措、然姑寺、道孚民居 

【龍燈草原】在甘孜州道孚縣龍燈鄉境內，分佈于川藏公路兩側，坦蕩寬闊，形如吉祥八寶圖。當年格



薩爾王曾在龍燈大草原安營紮寨，因而這片草原在藏語叫作“格薩爾通”，意為“格薩爾王征戰過的草原”。 

【珠姆措】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的龍燈鄉境內，川藏北線上側，緊鄰然姑寺，交通方便，

傳說珠母措，格薩爾的一位愛妃曾在此洗頭，留下了一個千古絕唱的風流佳話，湖水碧波蕩漾，水草豐

饒，五顏六色，黃鴨成群，嬉戲自如。 

【然姑寺】位於道孚縣龍燈鄉龍燈草原上的然姑村，感受神秘的歡喜佛。這是個紅教小寺廟，塔樓金碧

輝煌，十分惹眼。塔樓的樓上樓下供奉了 108 尊歡喜佛塑像，一尊巨型的歡喜佛居中，周圍有四尊大歡

喜佛面對四個方向，其餘為奇形怪狀，神態各異的小佛像。歡喜佛都是男女兩兩相抱，男佛像或憤怒狀、

或端莊狀，癡迷狀的女佛像摟著男佛像，四周牆壁上是神態各異的歡喜佛壁畫。 

【道孚民居】甘孜州道孚縣的藏族民居，堪稱世界民居建築“雙絕”:一絕是其與眾不同的特色，二絕是因

為天然林保護工程的實施，如此這般的“大木屋”恐怕難以再造，絕版了。從後者的意義看，道孚民居因

此而彌足珍貴。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合菜饗宴 RMB50 晚餐: 酒店饗宴 RMB50 

 
 住 宿 ★★★★級丹巴吉美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丹巴四姑娘山-●景點: 甲居藏寨(觀景台拍照攝影，另特別安排家訪行程，體驗藏民生
活)、遠觀梭坡碉樓、雙橋溝景區(含環保公車) 

【甲居藏寨】「甲居」的藏語是百戶人家之意，藏寨從大金河谷層層向上攀沿，一直延伸到卡帕瑪群峰

腳下，整個山寨依著起伏的山勢迤邐連綿，在相對高差近千米的山坡上，一幢幢藏式樓房灑落在綠樹叢

中。或星羅棋佈，或稠密集中，或在高山懸崖上，或在河壩綠茵間，不時炊煙繚繞，與充滿靈氣的山谷、

清澈的溪流、皚皚的雪峰一起，將田園牧歌式的畫卷展示在眼前。2005 年由《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組

織的「選美中國」活動中，以甲居藏寨為代表的「丹巴藏寨」，被評為「中國最美的六大鄉村古鎮」之

首。 

【遠觀梭坡碉樓】碉樓主要集中在河谷兩岸，尤以梭坡和中路兩鄉境內的碉樓群最為稠密壯觀，古碉保

存完整，並與村寨民居相容一地。碉樓外形美觀，碉基牢實，一般為四角、六角。因此最佳觀景點在村

子對面、大渡河的另一側，遠望碉樓非常壯觀。 

【雙橋溝景區(含環保公車)】景區內山勢陡峭、蒼勁粗獷，山溝內奇山異峰、冰川飛泉，大小高山湖和

廣闊的森林、草地，構成了獨具特色的高原山地風光。在此溝內可觀賞景點風光不斷：陰陽谷、日月寶

鏡、五色山、獵人峰、尖子山、野人峰、阿妣山...等等。全程約主要景點有：陰陽穀、遠眺五色山、日

月寶鏡、人參果坪，沙棘林，盆景灘，棘林棧道，不達拉峰、紅杉林、獵人峰，牛棚子、牛心山。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合菜饗宴 RMB50 晚餐: 酒店饗宴 RMB60 

 
 住 宿 四姑娘山雲天商務酒店或悦山酒店或雲天度假酒店或同級(當地最好) 

 

【巴郎山】藏語叫巴郎拉，意為怪柳山，海拔 5040 米。舉目遠眺，峰巒重疊。沿途高山草甸，風景秀

麗，猶如一幅幅巨大的地毯覆蓋山間，成群的牛羊怡然自得。藍天白雲間，茫茫的雲海浮動山腰，將雄

渾的山脈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面是野花繽紛的高山草甸，下面是神秘幽深的原始森林。巴郎山的上下山

路和埡口地區，海拔超過 4000 米，山高坡陡，但其景色極為美麗，白雲如海，雪山連綿，草甸起伏，“無

限風光在險峰”。 

【貓鼻樑】是觀賞四姑娘山全貌和日出、日落的最佳地點。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字排開的四姑娘山，

日落時分，還有可能看到日照金山。 在貓鼻樑遠眺，前面是海子溝，後面是四姑娘山，風景絕對的震

撼。 

【寬窄巷子】是由寬巷子、窄巷子及井巷子，三條平行的老式街道，及其間的四合院落群組成，是成都

市三大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閒在寬巷子，品在窄巷子，泡在井巷子」就是寬窄巷子最好的寫照。寬

巷子是老成都生活的再現，井巷子裡還有一段 4 百公尺長的古老磚牆，靜靜述說著千年古成都的故事，

是中國現今唯一的「牆磚文化博物館」!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合菜饗宴 RMB50 晚餐: 歡送晚宴 RMB80 

 
 住 宿 超★★★★★級成都棕櫚泉費爾蒙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成都 桃園 ●景點: 觀音閣老茶館 

13:05/16:40 成都/桃園 中華航空  CI552 

【觀音閣老茶館】成都人喜歡泡茶館，據記載老成都街巷 516 條，茶館就有 454 家，幾乎每條街巷都有

茶館。“觀音閣”老茶館據說因供奉著一座觀音像而得名，真實的名字緣於茶館所在這座建築前身是一座

觀音廟，民國十年，觀音廟改做茶館，至今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來歷不可考，都是聽來的。與老街上別

的建築一樣，茶館是木樑青瓦的老平房，泥土地被踩得不僅緊實，而且高低不平，形成凹凸不平的魚尾

紋。牆壁上斑駁的毛主席頭像和標語口號昭示著曾經經歷過的那個紅色年代，清晰的保留著幾十年前文

革歲月的痕跡讓人回味。 

 

第 7 天 四姑娘山成都-●景點: 巴郎山風光、貓鼻樑觀四姑娘山全景、寬窄巷子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團票說明  

．團票限制需團進團出，一經開票不接受改名、改期或更改航班或轉讓，亦不可退票。（一切依航空公司規

定之）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旅客需與主團體一起辦理機場報到手續。 

．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若持團體機票旅客以特惠加價方式升等至商務艙座位時，恕不提供機場貴賓室服務，且託運行李重量仍依

經濟艙標準計算。（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詳情請洽詢服務人員。） 

．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 

特別說明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 34 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

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兩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另

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或加床；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需另行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

情況，尚請諒解。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成都風味 RMB50         

(限搭長榮班機提供) 
晚餐: XXXX 

 
 住 宿 溫暖的家 



．大陸一般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依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為三菜一

湯，四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 75歲以上之貴賓或長

者欲參與本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個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或友人隨同參團，且經貴我雙方確認後，確實

並無不適於參加本團體行程之虞者，方可接受報名，非常感謝您的配合。亦建議行動不便、年滿 75歲以上、

未滿 2 歲之貴賓(之隨行家長)或長者，可依個人需求選購 MINI TOUR、自由行、親子團或其他為貴賓們量身

打造之旅遊商品；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

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敬祝旅途愉快！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

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65 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本行程設定為團

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

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旅遊小叮嚀  

．電壓：中國大陸電壓為 220 伏特，插座為 2 孔圓形、2 孔扁型，（建議可自帶轉換插頭）。在很多中、高

檔酒店洗手間裝有供刮鬍刀、吹風機用的 110 伏特的電源插座。 

．時差：中國大陸跟台灣無時差，格林威治標準時間+8 小時。（唯有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作息時間晚中原

時間 2 小時(因時區的關係)，但全中國統一為一個中原標準時間。） 

．氣溫：中國氣候具有大陸性季風型氣候和氣候複雜多樣兩大特徵。冬季盛行偏北風，夏季盛行偏南風，四

季分明，雨熱同季。每年 9 月到次年 4 月間，乾寒的冬季風從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吹來，由北向南勢力逐漸

減弱，形成寒冷乾燥、南北溫差很大的狀況。夏季風影響時間較短，每年的 4 至 9 月，暖濕氣流從海洋上吹

來，形成普遍高溫多雨、南北溫差很小的狀況。 

成都 01 月 02 月 03 月 04 月 05 月 06 月 07 月 08 月 0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高溫 10 12 16 22 26 28 30 30 25 21 16 11 

平均低溫 3 5 9 13 17 20 22 22 19 15 10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