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購物安排】 

全程不進購物站，旅遊品質有保障、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讓您輕鬆玩~無壓力！  

※【特別贈送】 

(1)每人一天一瓶礦泉水！ 

※【航班參考】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A-418 桃園 成都 19：55 23：40 

CA-417 成都 桃園 15：05 18：35 

 



 

◆第一天   桃園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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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入住酒店。【成都市】別稱「蓉城」、「錦官城」，

簡稱「蓉」，地處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腹地，為中國國家中心城市之一，四川省省會、副省級城市。

成都是中國西南地區物流、商貿、金融、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國家統籌城鄉綜合

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自古被譽為「天府之國」，是中國開發最早、持續繁榮時間最長的城市之一 

早:  X          午:  X          晚:  X 

住宿：準五星 溫江皇冠假日酒店 或 凱悅嘉軒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成都【疊溪海子、松潘古城（不上樓）】/ 九寨溝  

【疊溪海子】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地震遺跡之一，原屬疊溪

古鎮所在地，1933 年 8 月 25 日 7.5 級的地震，使整個古

鎮瞬間下陷 50 米，使岷江斷流而形成了岷江上游最大的一

個堰塞湖，即這片疊溪海子。【松潘古城】古名松州，四

川省歷史名城，是歷史上有名的邊陲重鎮，被稱作“川西

門戶”，古為用兵之地。史載古松州“扼岷嶺，控江源，

左鄰河隴，右達康藏”，“遮罩天府，鎖陰陲”，故自漢

唐以來，此處均設關尉，屯有重兵。 

早:  酒店內          午:  羌族風味￥50          晚:  酒店晚餐￥138 

住宿：五星 九寨天源豪生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九寨溝【九寨溝景區（含環保公車）】 

【九寨溝景區】座落在四川省北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的九寨溝風景名勝區為中國 5A 級旅遊景區，也是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所列的世界遺產，溝中因有 9 個藏族村寨

而得名，而其緻麗的水景則讓它揚名天下。「水」可謂

九寨溝的靈魂，溝裡清澄的河流順著山峰，佈置出大大

小小的湖潭，翠綠的峰林則倒映其中，在晴空下交錯勾

勒出斑斕的色彩，如今更衍伸出「翠海、疊瀑、彩林、

雪峰、藏情、藍冰」的六絕美景，猶如夢幻仙境般，吸

引各國遊客慕名前往。 九寨溝地勢南高北低，海拔高度

自 2000 多公尺上升到 4000 多公尺，其由 3 條溝谷相交構成，呈「丫」字狀的分布，其中規畫 5 個景

區，分別為原始森林生態景區、長海景區、日則景區、樹正景區、寶鏡崖景。 溝中四季風景各有特色，

春季覆雪慢慢融化，萬物復甦顯得嬌嫩欲滴；夏季蓊鬱的山林映著湖景更顯碧綠；秋季樹林漸變的色彩

伴著藍天、白雲、碧湖，紅、黃、藍、綠，色彩極為豐富，無怪乎成為九寨溝最為熱門的觀光季節；而

冬季隨著覆蓋山林的白雪邁入寂靜，然而銀白世界還有冰瀑、冰掛等冬日景象可期待。 

早:  酒店內          午:  景區自助餐￥60          晚:  酒店合菜￥100 

住宿：五星 九寨天源豪生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九寨溝【牟尼溝風景區】/ 都江堰【中國古羌城】 

【牟尼溝風景區】位於松潘縣西南牟尼鄉鏡內。 佔地面積 160

平方公里，最低海拔 2800 公尺，最高海拔 4070 公尺，年平

均氣溫約 4 度。 景區內山、林、洞、海等相應成輝，林木遍

野，大小海子可與九寨彩池比美，鈣化池瀑布可與黃龍“瑤

池”爭輝。 牟尼溝內的扎嘎瀑布，景區的森林、山嶽、草甸、

溫泉以及藏族佛教寺院和藏式村落，使紮嘎具備了療養、休

閒、遊玩的綜合性和多樣性的特點，整個景區結構獨特、風光

旖旎、山、水、林、巧妙地融合為一體，遊人至此，流連往返。

【中國古羌城】全國羌族最大的聚居區和羌文化底蘊最厚重的地區。5.12 汶川特大地震，使羌族文化遭

受了近乎毀滅性的損毀，振救和保護瀕危的羌文化遺產和重建羌文化已刻不容緩，而中國古羌城作為羌

文化集中展示地，在 2008 年汶川地震中損毀嚴重。為恢復古城原貌，保留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古羌族

文化，國家投入大量資金進行了重建。，打造的是集文化傳承保護、休閒體驗、遊樂觀光為一體的品牌

獨特的羌文化濃縮展示地和人文景區。古羌城內分為中國羌族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中心、羌文

化廣場、羌王官寨、歌仙坪、演藝中心、金龜神山、銀龜聖山、先農坪、鳳儀坪、古羌城酒店、羌鄉古

寨等 12 個組團。其中，中國羌族博物館擁有近萬件珍貴文物藏品（其中，國家一、二、三級文物 313

件），是羌族悠久歷史和文化源遠流長的實證。遊人在羌城內不僅可以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羌族文化，還

可以體驗羌風、羌韻、羌情等羌族風貌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早:  酒店內          午:  遊客中心餐廳￥50          晚:  青城四絕￥50 

住宿：四星 都江堰中堰國際酒店 或 古城假日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都江堰【黃龍溪古鎮】/ 峨嵋山【夾江千佛岩】 

【黃龍溪古鎮】黃龍溪古鎮是中國西部保存明清古居最完整的古城鎮之一，走在鋪滿古樸的青石板路

上，欣賞獨具特色的川西田園古鎮風貌，體會黃龍溪古鎮悠久的人文歷史，走在其中，繁華雖已不復見，

但古寺古居卻依然透出濃濃的思古幽情。這裡的古樸之美保留完整且獨特，已吸引了許多古裝影視大片

作為取材攝影的重要拍攝基地。【夾江千佛岩】位於四川省樂山市夾江縣城西 3 公里處。夾江，於隋朝

開皇年間（公元 593 年）建縣，因城西北有”兩山對峙，

一水中流”的自然形勝而得名，而夾江千佛岩景區正是

位於夾江縣城西 3 公里”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的地方。

夾江千佛岩是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相結合的文物風景

區。主要文物景觀有：省級重點文物唐代摩崖造像、金

像寺、宋代紫府洞題刻，全中國首家手工造紙博物館、

古棧道遺址、點將台遺址、聚賢街居民、關帝廟、金龍

寺等。 

早:  酒店內          午:  聚和軒￥50          晚:  酒店晚餐￥50 

住宿：準五星 華生禪泉雅舍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峨嵋山 / 樂山【樂山大佛（上山）+凌雲寺+九曲棧道】/ 峨嵋山【峨嵋山

藝術博物館】 

【樂山大佛】大佛地處四川省樂山縣城東，岷江、青衣

江、大渡河三江匯合的淩雲山上，「佛是一座山，山是

一尊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石刻佛像；樂山大佛依

山傍水，風光奇絕，名勝衆多，景點相連，恰似一幅美

不勝收的畫卷。【凌雲寺】淩雲寺在淩雲山頂，被淩雲

九峰環抱，寺宇輝煌。因是大佛所在，所以又叫大佛寺。

淩雲寺創建于唐代，據史料記載，早於大佛開鑿之前，

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九曲栈道】淩雲棧道又稱九

曲棧道，被人們譽為“崖壁上的交響詩”。它削壁穿洞，

架虛構空，藏奇露險，蜿蜒曲折，似一條騰空而起的巨龍，隱藏在樂山大佛左側棲鸞、兌悅兩個山峰的

懸崖絕壁間。棧道開鑿於 1983 年初，1984 年峻工，同年十月開放，全長 500 米，北端與大佛相連，

南端與壁津樓相連，與大佛右側的九曲棧道一起構成一條回環曲折的旅遊路線。繞過佛腳，穿“洞天”，

便到了棧道北端。相傳這裡龍王三太子求學于蘇東坡的上山路徑，因此被稱為“三太子入海處”。【峨

嵋山藝術博物館】坐落于峨嵋山風景區報國寺的鳳凰湖畔，是中國風景區首座集地質、動植物、歷史、

宗教、民俗等內容於一體的現代化地志性博物館。它前有全國一流的遊人中心，後有峨嵋山十景之一的

聖積晚鐘，掩映的環境優雅，蒼翠叢林之中。博物館展覽面積達 5200 平方米，由遊人諮詢服務中心、

地質廳、動植物廳、古蜀峨嵋文化廳、佛教文化廳、道教文化廳、書畫廳及影視廳組成。 

早:  酒店內          午:  豆腐宴￥50          晚:  酒店晚餐￥50 

住宿：準五星 華生禪泉雅舍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峨嵋山【金頂（含纜車上下）、報國寺、伏虎寺（含電瓶車）】 

【金頂】峨眉山是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是普賢菩薩

的道場。峨眉山自古便以優美的自然風光和博大的佛教

文化而馳名中外，成就了“「峨眉天下秀」的千古美譽。

峨眉金頂在聞名遐邇的日出、雲海、佛光、聖燈四大奇

觀之外，又添兩大壯麗景觀。【報國寺】報國寺位於峨

嵋山麓，是步入峨嵋的門戶。該寺創建於明萬曆年間，

曾名「會宗堂」，寺內供奉著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的大第

子普賢菩薩、道教創始人的化身廣成子、春秋名士陸

通，取儒、道、釋三教會宗合祀之意。清康熙帝取佛門

「報國主恩」之意，改名報國寺。【伏虎寺】伏虎寺始建于唐代，相傳“林中多虎，常出為害，始建尊

勝幢于無量殿前以鎮之，使其患遂絕，故名伏虎寺。”南宋紹興年間改建，清順治年間，貫之和尚重建，

歷時二十載，為全山最大寺廟之一。 

早:  酒店內          午:  中式合菜￥50          晚:  酒店晚餐￥50 

住宿：準五星 華生禪泉雅舍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峨嵋山 / 成都【錦里古街】 桃園  

【錦里古街】是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條古商業街，最早可追溯到秦漢時期便已存在。靠近成都武

侯祠，頗有古蜀國民風。現在已經被開發成一條民俗商業街，混合三國文化以及川西文化。 

＊此時 8 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的

時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搭乘兩岸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  酒店內          午:  巴國布衣川菜￥50          晚:  機上簡餐 

住宿： 溫暖的家 
九寨溝旅遊貼心提醒 

A:此行程地區為高海拔地區，高度約在 2000 米至 3500 米之間，屬高體能消耗並具有高山症風險（高山

肺、腦水腫；急性或慢性高山病）、低血氧及失溫風險，不宜劇烈運動，請多喝開水及多吃水果，以防

高山反應。建議年長者或行動不便之貴賓，應攜伴參加，避免單獨參團。(九寨溝海拔高度約 2000~3100

米左右；黃龍海拔高度約 3500 米左右；達古冰川海拔高度約 3800-5000 米左右) 

B:九寨溝機場海拔 3,448 公尺，為大陸第三高海拔機場。常因高原天候因素，飛機無法正常起降，航班

延誤已成常態，如有遇上述情況發生導遊領隊會適時調整行程，敬請見諒!! 

C:高海拔地區日照時間長，紫外線特別強，山區溫差氣候變化大，建議準備禦寒衣物及防曬、護唇膏、

感冒或頭痛藥品、防滑鞋等以備不實之需。 

D:如發生嚴重高原反應，而需要後送，所有後送的費用，如機票住宿等需由旅客自理。 

E:九寨溝平均海拔約 3000 米，屬高原濕潤氣候，山頂終年積雪。  

《春》春天氣溫較低且變化較大，平均氣溫約 9℃至 18℃之間，4 月前有凍土及殘雪。 

《夏》夏天氣溫回升較快且穩定，平均氣溫在 19℃至 22℃，夜晚較涼，宜備薄毛衣。 

《秋》7、8 月是典型的雨季。秋季天高氣爽、氣候宜人，氣溫約在 7℃至 18℃，晝夜溫差較大，特別是

10 月後的深秋，10 月下旬即有凍土出現。 

《冬》冬季較寒冷，氣溫多在 0℃以下。九寨溝降雨少而集中(年降雨量不足 600mm)，晝夜溫差不大，

此時九寨溝天氣干冷，請旅遊者帶足保暖用品和保濕用品。  

 

 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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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全程飯店皆為二人一室，大陸沒有自然單間。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旅客，需補單人房

差，敬請見諒。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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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

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此行程機票為團體機票，不能更改日期及延回及退票，一但開票後取消敬請補足機票款。 

 使用全素客人，因大陸一般餐聽的素食餐，菜色變化少及質量也較差。敬請見諒。飛機上若有特

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五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此行程價格已經分攤老人優惠票價差，旅途期間景區如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

示檢查，恕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  

 以上行程，十六人以上出團！  

~~祝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