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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僅有的堅持: 1.不進購物店 2.晚上無自費行程 
◆市場僅有一次玩遍阿壩州所有美景，木格措、新都橋攝影家天堂、八美羌族雕樓群、 
  丹巴美人谷、四姑娘山雙橋溝、亞丁景區、洛絨牛場、德欽梅里雪山、香格里拉、獨 

  客宗古鎮、麗江虎跳峽、束河古鎮、麗江古城、女兒國瀘沽湖、西昌火箭發射中心、 

雅西高速公路(號稱天路)、遺珠之憾，不但省時、省力又省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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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航空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KA 451 高雄   香港 08:00 09:25 
KA 820 香港   成都  10:15 12:55 
KA 821 成都   香港 13:55 16:35 
KA 456 香港   高雄 18:5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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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律康豪廷名人酒店】 

房瑪律康豪廷名人酒店位於州府瑪律

康縣繁華的人口居住中心地段——美

穀街，毗鄰阿壩軍區，交通便利。旅

遊星級酒店。2013 年開業 127 間房酒

店擁有風格各異的各種房型客房以及

按五星級酒店標準設立的行政樓層會

客廳，配套有健身房。 

        【新四姑娘山】 

2003 年開業 2011 年裝修新四姑娘山

莊可容納 160 餘人就餐的中餐廳、裝

修雅致的會議廳，滿足賓客會務、宴

請等多元化消費需求；還設有棋牌

室、桌球室、乒乓球室、夜總會、茶

室等休閒、娛樂配套設施，提供免費

泊車、商務中心、叫醒、24小時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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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巴 318酒店】 

2011 年開業 149 間房 318 連鎖汽車旅

館（丹巴店）位於丹巴縣城章穀鎮，

地處川西自駕車黃金旅遊環線，距離

四姑娘山 160 公里、丹巴美人谷 6 公

里、塔公草原 119 公里，地理位置優

越，交通便利。占地面积 15 亩，是一

家以丹巴美女文化为特色的酒店。干

净舒适，滿足您的不同需求。 

      【雅江 雅江大酒店】 

2006 年開業酒店建築面積 6500 平方

米，共三幢，分別為 A 樓、紅樓、餐廳。

擁有豪華套房，豪華單間、豪華雙人

間、普間共 86 間，並且設有會議室、

休閒茶樓、保健浴足等休閒場所；餐廳

配備中餐，擁有 8 個豪華雅間及大廳，

同時可容納 300 人就餐。  
 



5 
 

 
 
 
 
 
 
 
 
 
 
 

 
 
 
 
 
 
 
 
 
 
 
 
 
 
 

 
 
 
 
 
 
 
 
 
 
 
 
 
 
 
 
 

      【稻城亞丁驛站酒店】 

2009 年開業 2014 年裝修 278 間房稻城

亞丁驛站酒店位於香格里拉鎮，地處青

山綠水環繞其間，方便前往稻城亞丁景

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還有

KTV、按摩室、棋牌室、茶室、足浴、

日光浴場、燒烤、SPA 康體娛樂設施，

讓你和孩子在這裡有豐富的玩耍、休閒

場地。 
 

        【太陽谷賓館】 

得榮太陽穀大酒店坐落於甘孜州得榮

縣松麥鎮河西上街，餐廳以川味為主，

並可烹飪各菜系佳餚，烹製特別，形成

了選料嚴格、製作精良、口味上佳、色

形具美的特色。可以盡情享受美味佳

餚。24小時熱水 餐廳 行李寄存 免費

停車場 空調 免費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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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來寺觀景天堂大酒店】 

2009年開業 2011年裝修 115間酒店飛

來寺唯一一家按藏式風格投資興建的

四星級綜合性酒店。酒店總占地面積

4666.68 平方米，建築面積 9727.06 平

方米，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是

中外遊客理想的下榻之地，酒店開業

兩年多來，有著良好的國際及國內客

源市場信益。 

      【月光國際大酒店】 

170 間房地處香格里拉市建塘鎮、康

定路，地處商業、文化、購物中心，

靠近香格里拉汽車客運站，入住、出

行都很方便。休閒中心設有大堂吧、

茶吧、棋牌室、足療室等。24 小時客

房服務、禮賓服務、送餐服務和商務

中心，為商務、旅人提供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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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瀘沽湖假日酒店】 

2006 年開業 2010 年裝修 99 間房占

地面積 128 畝，是集客房、餐飲、娛

樂、休閒、旅遊、會議於一體的四星

級酒店，有客房 100 間，164 個床位，

酒店會議廳可承接 200 多人的大、中

型會議，設備俱全，為您消除疲勞的

同時不忘塑造完美的體型。 

        【天季大酒店】 

2013 年開業 195 間房酒店為簡約大氣

的後現代建築風格，集旅遊度假、商

務辦公、會議休閒等諸多功能於一

體，建築面積 23000 平方米。酒店擁

有配套精良、設施完善的標準房與套

房兩百餘間，酒店內免費 WIFI 全覆

蓋，客房內免費提供國內長途電話。 



8 
 

 
       【保利皇冠大酒店】 

2012 年開業飯店客房數量: 345,典雅

的東方風情客房設有柔軟的地毯、平

板電視、沙發和迷你吧。酒店提供可

吸煙和禁煙客房。連接浴室提供浴缸

和吹風機。設有季節性室外游泳池、

全年開放的室內游泳池和免費

Wi-Fi，並提供舒適的 Spa 護理以及。 

        【官房大酒店】 

2003 年開業 1145 間房官房大酒店（麗

江花園別墅區）即“酒店別墅”，為納

西民居風格的聯排別墅百餘棟組成，

共設六百餘間客房；L 區即“精品別

墅，由七大高級接待院及座落在古城

的一個高檔接待院組成。內附設一大

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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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高雄  香港 成都  汶川  馬爾康                                                  
起飛前1.5hr前集合於小港機場搭機經香港飛往歷史名城…成都市, 成都地處中國內陸西

南，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殊的氣候，自古成都便有『天府之國』之美譽，也是古時

各個朝代的兵家必爭之地。午餐後前往【黃龍溪古】:位於成都市雙流縣境內。鎮上古牌

坊、古寺廟、古建築民居與古榕樹、古崖墓渾然一體，古色古香，與現代大都市形成鮮

明的對比。附近毛家灣，四川足球訓練基地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無論春秋，一派靜謐。

正街、新街、橫街、上河街、下河街、復興街等六條老街剛進行完一年的閉關維修改造，

全部鋪上了紅石街面，兩側建築也恢復了本色，古色古香。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名人豪庭大酒店(四星酒店)                                                  
第 2 天  馬爾康  卓克基土司官寨   四姑娘山（長平溝含環保車未含馬費） 167km  4h r                                                                    
早驅車前【卓克基土司官寨】:官寨依山而建，坐北朝南，被國際友人讚譽為“東方建築史

上的一顆明珠”。官寨始建於 1718 年清朝乾隆年間，為四層碉房，1936 年毀於大火，1938
年----1940 年，土司索觀贏組織人力進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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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四姑娘山】核心景區由長平溝、雙橋溝、海子溝、三條主溝組成。。途中翻越夢

筆山是紅軍長征途中翻越的第二座大雪山。最低山口海拔 3900 米，最高峰海拔 4470 米，

山頂終年積雪。四姑娘山位於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縣與汶川縣交界處，由四座連綿

不斷且長年被冰雪覆蓋的山峰組成:主峰麼妹峰海拔 6250 米，有東方的阿爾卑斯之稱，位

於東經 102.9 度，北緯 31.1 度，是邛崍山脈最高峰。麼妹峰南側毗連的有三姑娘峰（海

拔 5355 米），二姑娘峰（海拔 5276 米），大姑娘峰（海拔 5025 米）三座山峰。是邛崍山

脈最高峰。如同頭披白紗，姿容俊俏的四位少女。其中麼妹身材苗條、體態婀娜，常說

的“四姑娘”就是指這座最高最美的雪峰。四姑娘山巍然屹立，風姿綽約，被世人譽為“東
方阿爾卑斯”和“蜀山皇后”。 
【長坪溝】(含觀光車)、枯樹灘(唯一能見到四姑娘山全貌的地點)四姑娘山有三溝一山，

長坪溝主要是生態遊。長坪溝溝口至溝尾長 29 公里，面積約 100 平方公里。在這條綠色

長廊上，分佈了 21 個觀景點。長坪溝內的原始植物種類非常豐富，而且植被保存完好。  
成片的原始森林裡，古柏高大挺拔，青松枝密葉茂，杉樹、楊柳密密匝匝，遮天蔽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916.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8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D%91%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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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上，陽光穿透樹冠，灑下萬縷金光；腳下，長滿青苔的沃土訴說著特有的幽靜與原始， 
儼然是一幅“林深不見人”、“清泉石上流”的詩情畫意般的美景圖。森林盡頭，豁然開朗， 
只見一片草甸置於群山環抱之中，其間有一條溪流潺潺流淌，蜿蜒回轉，儼然進入另一

番天地。雙橋溝，四姑娘山三溝之一，以雪峰、牧場、草地、森林見長。主要景點有陰

陽穀、日月寶鏡山、五色山、攆魚壩、人參果坪、沙棘林、尖山子、九架海等。 
  早餐: 山莊內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酒店合菜¥50     
  住宿: 新四姑娘山莊  (準四星)                                                     
第 3 天  四姑娘山【雙橋溝景區含環保車】  丹巴縣(甲居藏寨、百里畫廊)112km 2hr                 
早上雙橋溝，四姑娘山三溝之一，以雪峰、牧場、草地、森林見長。主要景點有陰陽穀、

日月寶鏡山、五色山、攆魚壩、人參果坪、沙棘林、尖山子、九架海等。 
【雙橋溝】:雙橋溝至溝尾停車的位置海拔高度為 3840 米。雙橋溝的得名是因為當地 
老百姓為了便於通行，在溝內搭建了兩座木橋，其中一座是由楊柳木搭建而成，俗稱楊

柳橋；另一座由紅杉木搭建而成，俗稱便橋。這裡是山峰的博覽會，是溝壑的陳列館。

溝內的觀光車道直通溝尾，讓你能夠更加方便、快捷、舒適的遊覽全程。雙橋溝全長 34.8
公里，初步探測有 17 個觀景點，54 個景點。景致如錦簇畫廊，令人流連忘返。加之山水

相依，草木相間，雲遮霧繞，置身其中，宛若仙境。 
※本景區有 6 個觀景站但會因當日入園人數多寡來決定停幾站，請大家見諒配合！丹巴，

為甘孜州的東大門，嘉絨藏族的主要聚居地。由於女的一定是大美女，男的一定是挺拔

帥氣的康巴美俊男，大人小孩老老少少無一例外，而被外界譽為“美人谷”，來了肯定能見

證這句美言！接著前往中國最美的鄉村……. 
【甲居藏寨】是康巴高原上一張靚麗的民俗風情名片；像鑲在高山草甸上的一顆明珠令

人不禁流下貪色的口水！藏寨現有住戶 140 餘家，其建築像群星般撒落在依山起伏向上

的緩坡上，或星落棋布，或稠密集中，或在高山懸崖上，或在河壩綠茵間，不時炊煙嫋

嫋，煙雲繚繞，若幻若真，別有天地。藏寨對岸，但見萬丈絕壁淩空筆立，縱橫連綿的

群峰象徵一幅幅看不盡的畫廊，每座山峰都有一個美麗動人的神話傳說。素有百里畫廊

美譽的【犛牛穀】，植物資源豐富，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奇峰異石、天然盆景遍佈，急流

險灘飛珠濺玉。 
【梭坡碉樓觀景臺】: 於梭坡鄉河對岸觀看，建築奇觀的隘碉、烽火碉、寨碉、家碉，歷

經歲月洗禮，依舊巍然屹立，令人難以想像古時情景。（重點關注的拍攝對象有：頗具特

色的嘉絨甲居藏寨、秀美的丹巴婦女、各式各樣的四角、六角，甚至十三角碉）。 
【沃日土司官寨】:位於小金縣沃日鄉駐地。清乾隆十五年（西元 1750 年）由沃日安撫司

所建。民國重建。樓臨沃日河，石木結構，為五層三重簷、四角攢尖頂的單體建築，蔚

為壯觀。至今還可遠眺清朝乾隆時期修建的【金川古城牆】。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酒店合菜¥50            
  住宿: 丹巴 318 酒店(準四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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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丹巴縣  塔公寺塔公草原 147km 3hr 新都橋  75km 2hr 雅江               
薩迦派著名寺廟之一，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是康巴地區藏民族朝拜的聖地之一。  
【塔公草原】地處康定西北塔公鎮，大雪山西側。夏秋之季，塔公草原風光如畫 ，在茵

茵草地上，種類繁多的野花競相綻放，絢麗多彩。當遊客徜徉於花海之中，頓感飄飄欲

仙。傍晚抵達新都橋鎮。【新都橋】處在川藏線南北分叉路口，這裡神奇的光線、無垠的

草原、彎彎的小溪、金黃的柏楊、起伏的山巒、散落的藏寨、安詳的牛羊....構成了一幅

多姿多彩的高原全景圖，一直以來備受攝影人喜愛，因此，也獲得了“攝影家的天堂”的
美譽。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酒店合菜¥50      
  住宿: 雅江大酒店（三星酒店)                                                      
第 5 天  雅江縣  理塘縣  海子山  亞丁  393km 6.5 hr                      
早由新都橋出發，經雅江縣、理塘縣、海子山前往稻城縣。途中先後翻越高爾士山 4412
米，剪子彎山(4659 米)，卡子拉山(4718 米)等高山埡口。理塘縣海拔(4014)米，是世界上

海拔最高的縣城，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區的 48％。這裡有廣袤的草原濕地，有康區歷史最

悠久，規模最大的藏佛教黃教寺廟---【長青春科爾寺】寺廟建築依山而上，高低錯落，

層次分明，大殿佛舍位於寺廟中央高處，體勢巍峨，拾級而上，給人以極目雲天，絕塵

歸神之感。途經海子山冰河遺跡 是大大小小的的花崗石漂礫組成的石河、石海及形態各

異的冰蝕岩盆（海子），目光所及沒有木、河流，就連野草也很稀少，蠻荒得像是火星表

面。 

  早餐:賓館內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酒店合菜¥60                  
  住宿:亞丁驛站酒店(豪華四星)                                                    
第 6 天    亞丁景區（三座聖山、洛絨牛場）  日瓦鄉                              
早由稻城縣出發前往日瓦鄉。搭乘景區觀光車前往亞丁景區，抵達終點站後徒步 500 米

至沖古寺電瓶車始發站，由此乘電瓶車（6.7 千米）到達【洛絨牛場】。 
【亞丁】::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香格里拉鎮亞丁村境內，具有我國橫斷山區

最獨特的雪山景觀和與之相適應的森林生態系統、高山湖泊、冰川寬谷、高原曲流、峽

谷、草甸等。其中主要由“仙乃日 5980 米(藏語觀世音菩薩)、央邁勇 5480 米(藏語文殊菩

薩)、夏諾多吉 5950 米(藏語金手菩薩)”三座雪峰神山是景區的核心和周圍的河流、湖泊

和高山草甸組成， 最完整的一處自然生態系統。洛絨牛場被三座神山環繞，貢嘎河從草

場穿梭，林間溪流潺潺，與牧場木屋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原始而又迷人的景色，令人

進入返樸歸真的境界。牛奶海（海拔 4500 米），古冰川湖，面積 0.5 公頃，四周雪山環繞，

湖水清瑩碧藍，山上成瀑，以其玲瓏秀雅，水色翠藍而著名。（牛奶海目前尚未正式對外

開放，故不在本行程安排之列。遊客可視體力酌情選擇遊覽）。 

【洛絨牛場】被三座神山環繞，貢嘎河從草場穿梭，林間溪流潺潺，與牧場木屋交相輝

映，構成了一幅原始而又迷人的景色，令人進入返樸歸真的境界。牛奶海（海拔 4500 米），

http://www.yododo.com/area/1-01-25-20-4012
http://www.yododo.com/area/1-01-25-20-01
http://www.yododo.com/area/1-01-13-18-8359
http://www.yododo.com/area/1-01-22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85.htm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A0%BC%E9%87%8C%E6%8B%89%E9%95%87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40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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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冰川湖，面積 0.5 公頃，四周雪山環繞，湖水清瑩碧藍，山上成瀑，以其玲瓏秀雅，水

色翠藍而著名。（牛奶海目前尚未正式對外開放，故不在本行程安排之列。遊客可視體力

酌情選擇遊覽）。PS:含亞丁景區環保車至紮灌崩車程約 1h 及沖古寺至洛絨牛場段電瓶車

往返車程單程 30 分鐘，不含洛絨牛場至牛奶海段騎馬費 RMB300/人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便當簡餐¥ 40            晚餐:酒店合菜¥60         
  住宿: 亞丁驛站酒店(豪華四星)                                                     
第 7 天  日瓦鄉  稻城縣（葒草灘）  馬熊溝  鄉城  得榮   189km 3.5h                 
早餐後前往鄉城。繼後經過著名【紅草灘】所在地-桑堆，沿途欣賞原始古樸的藏族民居

村落，眺望雄神奇的巴姆神山。出稻城翻越馬熊溝抵達鄉城，沿途美景不斷。鄉城，藏語

譯意為“手中佛珠”！因為碩曲.瑪依.定曲三條河流由北向南眾貫全境.宛如一串串佛珠！鄉

城由此得名！站在鄉城巴姆山的山坡上俯看整個鄉城,只見薄霧輕繚在城郊之間，遠處一座

座的白藏房象浸在牛奶中的乳酪塊，煞是好看。突然，橘紅的太陽從東邊的山谷一躍而起，

象探照燈在墨綠天鵝絨般的田野上畫出一條光帶，把其中白藏房的輪廓一下子勾勒了出

來。輕紗似的薄霧、白藏房和田野裡莊稼不斷的變換著色彩，黃、橘、紫、白、青、藍……
這景色實在是壯美已極！翻過沙魯裡山（ 4800 米）抵達【得榮】。得榮古名“得隆”藏語意

味峽穀這地。東漢時為白狼國屬地，唐宋時屬吐番、元屬吐番等路宣慰司，明屬朵甘都司；

清屬巴塘宣撫司，清宣統三年脫離巴塘開始設治。民國際法 28 年（1939 年）西康省成立，

得榮屬西康省第五行政監察區，1950 年，西康省撤銷，得榮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至今

乘車沿定曲河谷而下，抵達川滇交界的奔子欄，舊時為滇藏茶馬古道上有名的古渡口，其

藏式手工藝別具一格。 
遊覽順序（日瓦 78KM 稻城縣 28KM 桑堆鎮 84KM 鄉城）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189KM）。柏油路行車約 3.5 小時。海拔：2920 米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酒店合菜¥50                
 住宿: 太陽谷賓館                                                               
第 8 天   得榮  金沙江大轉彎  十三迎賓塔  德欽    340km 9h                   
早餐後途觀【金沙少大轉灣】之後赴東竹林寺,它乃迪慶第二大藏傳佛教寺廟，藏有鍍金彌

勒法輪佛像、白度母像、三世諸佛像、文殊菩薩像等珍貴文物，寺內一幅長 8.5 米，寬 5.2
米的大型唐卡護法神像，每年跳神法會均會展示。之後翻越被稱為“寒溫性高山動植物王

國”的白茫雪山自然保護區，最大的原始森林和完整的自然生態環境，是高山寒帶植物最

豐富的天然園地；是金沙江與瀾滄江的分水嶺，由於地理位置獨特，物種資源極為豐富，

僅我國珍貴特有動物滇金絲猴就有 600 餘隻。從中甸方向進入德欽 214 國道上離德軟縣城

9 公里的霧濃頂梅裡【十三塔觀景台】：，建有 13 座白塔，地勢開闊此處傍晚可觀雪山日

落，景色壯觀。繼後抵達德欽飛來寺。晚餐於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酒店合菜¥50                
 

http://baike.baidu.com/view/19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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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觀景天堂大酒店五星樓                                                     
第 9 天德欽 中甸（普達措國家公園 屬都湖、獨克宗古城）3hr                           
早晨拍攝梅裡雪山日出。飛來寺燒香台位於德欽往西藏 214 國道上，離德欽縣城 11 公里。

當地藏民及過往行人均在此燒香祈福，此地為觀賞日出日落之佳境。之後乘車經白馬雪

山海拔 4292 米的丫口返回川滇重鎮奔子欄。午餐後前往【中甸】。抵達後參觀普達措國

家公園-碧塔海與屬都湖生態旅遊區組成的香格里拉是迪慶州極為重要的景區。香格里拉

普達措國家公園內有明鏡般的高山湖泊【屬都湖】兩個美麗的淡水湖泊素有高原明珠之

稱；秋冬季節原始森林裏的各種林木千姿百態，氣象萬千。之後我們前往遊覽獨克宗古

城。在香格里拉，有一座被藏人稱作“獨克宗”的古城，它是按照佛經中的香巴拉理想國

建成的。古城依山勢而建，路面起伏不平，那是一些歲月久遠的舊石頭就著自然地勢鋪

成的，至今，石板路上還留著深深的馬蹄印，那是當年的馬幫給時間留下的信物.晚餐後

返回酒店。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40             晚餐:酒店合菜¥50                  
 住宿: 月光國際大酒店或同級（准五）                                                
第 10 天  中甸【虎跳峽、遠眺長江第一灣】－麗江【束河古鎮】                    
早餐後、乘車前往虎跳峽，虎跳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峽穀，以奇險雄壯著稱。從虎跳峽

鎮過沖江河沿哈巴雪山山麓順江而下 ，即可進入峽穀。上虎跳是整個峽穀中最窄的一

段，峽寬僅 30 余米，江心有一個 13 米高的大石虎跳石，相傳猛虎曾借此石而躍過大峽。

江水與巨石相搏擊發出山轟穀鳴的濤聲。束河，納西語稱“紹塢”，因村後聚寶山形如堆

壘之高峰，以山名村，流傳變異而成，意為“高峰之下的村寨”。是納西先民在麗江壩子

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是茶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鎮，也是納西先民從農耕文明向

商業文明過渡的活標本，是對外開放和馬幫活動形成的集鎮建設典範。束河是世界文化

遺產麗江古城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40             晚餐:酒店合菜¥50      
 住宿: 官房大酒店                                                                 
第 11 天 麗江  瀘沽湖                                                               
早餐後，前往納西族的分支－摩梭人的故鄉【瀘沽湖】瀘沽湖畔居住著納西族支系的摩

梭人，其民族風情獨特，至今仍保留著母系爲中心的社會，被人們稱爲"女兒國"。瀘沽湖

是由斷層陷落而形成的高原湖泊，海拔 2688m，水域面積 58 平方公里。最深處達 93 米，

為中國第二深水湖，其水質純淨清澈，能見度最高達 12 米。當地摩梭人稱景色迷人的瀘

沽湖為“謝納咪”（意為大海、母湖），奉其為“母親湖”，也被人們譽為“蓬萊仙境”。瀘沽

湖的美，美在纖塵不染，一年四季景色變幻無窮。多姿多態，變幻無窮。晨曦初露，湖

水如染，一片金紅；朝陽徐徐上升，則為翠綠；待夕陽西下，又成一片靛藍。而且也是

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社會。他們奇特的『走婚習俗』更為世人稱奇。因此摩梭 

http://baike.haosou.com/doc/1869468.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1882372.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924549.html


14 
 

 
 
 
 
 
有 
 
 
 
 
句諺語『女人是跟骨,缺了就斷種』。【篝火晚會】與摩梭女兒同樂。品嚐摩梭家庭的風 
味餐或圍坐在火爐旁欣賞歌舞。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酒店合菜¥50            
 住宿: 瀘沽湖假日酒店或同級（准四）                                                
第 12 天 瀘沽湖  西昌                                                      
早餐後，早餐後，乘坐豬槽船，暢遊最後一個處女湖－【瀘沽湖】湖中有阿候、木候、

左所三島，海拔 2685 公尺，湖水清碧，隨天空色彩時而爲孔雀藍色，時而爲橙藍、灰白

色，變幻莫測。同時欣賞筏船姑娘特有高昂的歌聲。下午前往【西昌】。出發前往西昌遊

覽邛海風光。邛海，古稱邛池，屬更新世早期斷陷湖，至今約 180 萬年。邛海之名見於

《漢書》：“邛都南山出銅，有邛也有澤”；《後漢書》：“邛池南以為邛河，縱廣二十裡，

深百餘丈，多大魚………”其形狀如蝸牛的邛海不僅景色秀美，還有許多美妙的民間傳

說，更烘托出他的神秘和美麗。邛海是富饒的它貢獻給人們的物質財富，世代不絕，就

連西昌丹迪的一則民間傳說也是以造福人們二成其美談呀。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酒店合菜¥50         
 住宿: 天季大酒店或同級（四星.2013 年開業）                                                  
第 13 天 西昌  成都  衛星發射基地、雅西高速 、雙螺旋隧道、幹海子大橋             
早餐後參觀中國唯一發射地球同步衛星的航太西昌：奔月樓，發射塔架、長征三號火箭

實體、科技公園，觀看衛星發射實況錄影，感受我國航太科技的神秘力量。繼後經【雅

西高速】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地形多變，為了克服地勢的障礙「天路」因應而生，說到天

路或許有很多人中國的天路所指的是青藏鐵路，但其實最名符其實的「天」路，是位於

四川省中南部的雅西高速公路，這條公路全長 240 公里，橋底至橋面落差高達 220 尺高，

又有「雲端上的高速公路」之稱。也被稱作是高速公路建設史上的「逆天工程」，它就是

從四川省中南部的雅安市到涼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的雅西高速公路。是 G5 京昆高速公

路（北京至昆明）在四川省境內的一段。它經由四川盆地邊緣向橫斷脈爬升，跨越青衣

江、大渡河、安寧河等水系和 12 條地震斷層帶，山巒重疊、地勢險惡，幾乎沒有平地，

只有超高的高架橋和總長 41 公里的 25 座隧道結合而成，是全世界自然環境最惡劣，工

程難度最高的高速公路之一。為了因應地形，其中一座「幹海子」大橋位於四川省中部

的石棉縣境內，外型超像雲霄飛車軌道，總長 1811 公尺，寬度 24.5 公尺，最高橋墩達 110
公尺。另外一座「臘八斤特」大橋，全長 1106 公尺，從橋的底部到橋面高度達 220 公尺，

相當於 73 層樓的高度，因此這條雅西高速，被比喻為「雲端上的高速公路」。此公路以

盡量不破壞生態環境建造，隧道設計也採用不會影響山體的 8 字形螺旋隧道，2012 年建

成後，歷經了四川雅安地震卻完好無恙，這是由於建設時考慮到經過 12 條地震斷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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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採用具有強度大、避震高特點的材質建造，也對地震活動頻繁地區作不良地質的處 
理，其設計美感也獨樹一幟，讓人開車在這條公路上，向四周望去，仿佛在空中飛馳，

那種 身歷其境的震撼讓人不禁讚嘆。 
【幹海子大橋】幹海子特大橋位於石棉縣境內，海拔 2500 米，橋總長 1811 米，設計寬度 
24.5 米，共 36 跨，最高橋墩高達 110 米。幹海子隧道進口處海拔 1889 米，鐵寨子 1 號隧

道出口處海拔 2215.79 米，10 公里路程需行車約 10 分鐘，爬升高度 300 多米。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 成都小吃¥50          
 住宿: 天季大酒店或同級（四星.2013 年開業）                                                 
  
第 14 天 成都  香港  高雄                                                    
上前往【寬窄巷子】是成都遺留下來的較成規模的清朝古街道，是早期民族歧視政策制

度的遺跡；是為滿人貴族所提供的一個封閉型豪宅深院，漢人不得入，只為王公貴族服

務的特區，如今是成都這個古老又年輕的城市往昔的縮影，代表了最成都、最市井的民

間文化；原住民、龍堂客棧、精美的門頭、梧桐樹、街簷下的老茶館……寬巷子，呈現

了現代人對於一個城市的記憶！午餐後搭機飛往香港再轉返高雄。 
 早餐: 酒店內          午餐:欽善齋藥膳 50            晚餐: 機上簡餐             
  
◎ 現金價: NT$  68000    (不含護照,台胞證費用)  
◎ 內含:1.司機導遊小費 NT$2800+行李小費 NT$700    
        2.刷卡不加價,現金退 NT$1500 
◎ 應備資料: 

    1. 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三張、退伍令… . NT$1,400 
   2. 台胞證新辦－護照正本、身份證影本、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NT$1,400 
 
 
 
 
 
 
 
 
金驛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中正三路 129 號 9 樓-1 電話: (07) 261-0909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3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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