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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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暢遊武隆天坑。無遺珠之憾，不但省時、省力又省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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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港龍)航空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飛行時間 

10/14  CX 5487 桃園 香港 10:50 12:45 1 小時 55 分 

        KA  453 高雄 香港 10:25 11:55 1 小時 30 分 

10/14  KA 840 香港 重慶  13:50 16:10 2 小時 20 分 

10/28  KA 841 重慶 香港 17:05 19:20 2 小時 15 分 

10/28  CX 5408 香港 桃園 22:51 00:35 1 小時 45 分 

KA  458 香港 高雄 21:30 23:15 1 小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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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桃園(高雄)  香港   成都         重慶                           

起飛前 2hr 前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經香港轉機飛往【重慶】再轉高鐵(二等位)前往歷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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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酒店。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 成都希爾頓酒店(豪華五星酒店)                                                 
 

第 2 天   成都  映秀  四姑娘山（長平溝含環保車未含騎馬費） 167km  4h r                                                                    

早驅車前往映秀穿過臥龍山隧道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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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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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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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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晚餐:酒店合菜 ¥50     

  住宿: 貴山商務酒店 (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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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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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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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牛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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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晚餐:酒店合菜 ¥ 50            

  住宿: 丹巴瀾峰大酒店(四星酒店)                                                 
 

第 4 天  丹巴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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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晚餐:酒店合菜 ¥ 50       

  住宿: 雅江驛都大酒店（全新豪華四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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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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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雅江縣  理塘縣  海子山  亞丁      393k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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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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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晚餐:酒店合菜 ¥ 50                  

  住宿: 稻城亞丁智選假日酒店(全新豪華四星 2017 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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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海   :另外小轉神山仙乃日山也要經過這裡由沖古寺出發，經洛絨牛場繞仙乃

日山轉一圈，全程階梯較多海拔較高須慢行緩走，因為是走回頭路，所以可放心在原地

集合盡情享受這宛如歐洲阿爾卑斯山的秀麗清新風光，再經原路返回亞丁。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便當簡餐 ¥ 50             晚餐:酒店合菜 ¥50          

  住宿: 智選假日酒店(豪華四星)                                                 

第 7 天   日瓦鄉  稻城縣（葒草灘）  馬熊溝  鄉城  得榮 6.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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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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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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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酒店合菜 ¥50                

 住宿: 太陽谷賓館  (三星 當地最好)                                                              
 

第 8 天   得榮  金沙江大轉彎  十三迎賓塔  德欽    340km  6.5hr                   

早餐後途經【金沙江大轉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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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晚餐:酒店合菜 ¥ 50         

住宿:  觀景天堂大酒店(準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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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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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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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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江 束河古鎮、玉水寨大、研古鎮                      

早餐後、乘車前往虎跳峽，虎跳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峽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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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進入峽谷。上虎跳是整個峽穀中最窄的一

段，峽寬僅 30 餘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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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大研古城建於宋元時期，於 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也是 3座古城中規模最大的一座，面積達 3.8平方公里，自古以來 

就是商業重鎮，街道依山勢而建，順水流而設，排列成八卦陣的形狀。因四周青山環繞，

外型就像一塊碧玉大硯，故取諧音叫「大研」；同時它也是中國歷史名城中唯一沒有城牆

的城，據悉是因為自古統治麗江地區的土司姓木，若加上城牆就好像在木字外圍加了框 

 

 

 

 

 

 

  

 

http://baike.haosou.com/doc/1869468.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1882372.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9245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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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困」字，因此沒有築城牆；整個城建造時是先開河再闢路，由黑龍潭引出的玉河

水在城中一分三、三分九、再分成無數水渠，因此從北門能順著水流入城走到中心的四

方街，萬一迷路，也能逆著水流出城；垂柳與石板路至今仍散發濃濃的浪漫古韻，白晝

夜晚景色大不同，足夠遊客在這耗上一整天。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 50             晚餐:酒店合菜 ¥ 50           

  住宿: 麗江國際大酒店  (豪華五星)                                                         
 

第 11 天 麗江（3-4 小時）  瀘沽湖 【遠眺格姆女神山、裡格半島觀景台、情人橋】                                                            

早麗江出發前往被摩梭人稱為“母親湖”的【瀘沽湖】，是瀘沽湖風景名勝自然景觀的重要

組成部分和背景，素有“高原明珠”之稱。湖的水域面積達 58 平方公里，海撥 2690 米，平

均水深 45 米，最深處 90 餘米，透明度高達 11 米。遠眺格姆女神山：也叫獅子山，海拔

3754.7 米，是瀘沽湖四周最高的山峰。獅子摩梭語稱「格姆」，藏語稱「森格格姆」，「森

格」意為獅子，「格姆」意為白色女神。裡格島：瀘沽湖海灣內一個美麗的半島，海島三

面環水，左右青山環抱，傍立格姆女神山。裡格半島位於瀘沽湖的北側，東西南三面環

水，北面是與陸地接壤的一條小路，只有 2 米寬，走完小路就是一個白色的轉山包，當

地居民會從轉山包的左側進島，然後會從轉山包的右側出島，這樣走就相當於繞著轉山

包轉了一圈。島上除了有當地居民幾百年的古老住所，另外還分佈著幾家景色很棒的臨

湖客棧，一個村民自用的小碼頭就在這 2 米多寬的接壤道路旁邊。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 50               晚餐:酒店合菜 ¥50            

   住宿: 曉駐摩梭精品酒店（准五）                                              
 

第 12 天  瀘沽湖（5-6 小時）  西昌 【豬槽船登裡務比島或王妃島、邛海風光】                                                     

酒店早餐後、體驗摩梭人三絕（湖上之舟、舟上之人、人之歌聲），搭上摩梭人的諾亞方 

舟-【豬槽船】遊【裡務比島】，是瀘沽湖最大的島，一條蜿蜒的小道直接通往島嶼頂部，

花叢盡頭是黃教喇嘛寺-裡務比寺，始建於 1634 年，1989 年重建。遠眺格姆女神山：也

叫獅子山，海拔 3754.7 米，是瀘沽湖四周最高的山峰。 

(純介紹)【邛海】是四川省第二大淡水湖，臥於瀘山東北麓，螺髻山北側， 

山光雲影一碧千傾，是四川省十大風景名勝區之一。邛海水質清澈透明，面積約 31 平方

公里。誘人的邛海景色，與西昌晚間皎潔的明月，形成〝月出邛池多詩意情懷〞。如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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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在瀏覽邛海後對其景色大加讚嘆，興奮不已，並在其遊記《馬可

波羅遊記》中寫道〝碧水秀色，草茂魚豐，珍珠碩大，美不勝收，其氣候與恬靜遠勝地

中海，真是東方之珠啊。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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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西高速 、雙螺旋隧道、幹海子大橋   成都      重慶            

早餐後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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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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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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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晚餐: 中式合菜 ¥ 50           

 住宿:索菲特大酒店（豪華五星）                                                
 

第 14 天 重慶  武隆天坑三橋 、 龍水峽地縫                                     

前往明日之星的武隆天地縫景區，也是列入世界自然遺產的世界級景觀！【芙蓉江】芙蓉江是

繞城母親河古稱洋水又名盤古河，全長 243 公里的綠色玉帶上，旅遊資源十分豐富，江峽、峰 

岩、灘溪、瀑潭景景各異，自然風光尤其獨特，除高峽平湖外，既瑰麗又壯觀，古樹如虯參天！

再參觀武隆【天生三橋景區】遊覽。景區內遊覽路線從崖壁到穀底共５公里，以天龍橋、青龍

橋、黑龍橋天生三座規模龐大，氣熱磅礴的石拱橋稱奇於世，橋平均高 238 米以上，橋面寬約

100 米，在距離僅 1.2 里的範圍內就有如此龐大的三座天生橋實屬國內罕見、世界稀有，屬亞洲

最大的天生橋群。景區林森木秀、峰青嶺翠、懸崖萬丈、壁立千仞、綠草成茵，修竹搖曳、飛

泉流水，一派雄奇、蒼勁、神秘、靜幽的原始自然風貌，以山、水、瀑、峽、橋共同構成一幅

完美的自然山水畫卷，其中天生三橋，飛崖走壁、擎天一柱、綠茵生輝、翁嫗送歸，仙女洞等 

景點引人入勝，使人留連忘返更迷住張藝謀在此拍攝了由周杰倫主演的〝滿城盡帶黃金甲〞。 

【龍水峽地縫】遊覽，是喀斯特峽谷地貌的濃縮精華版，山道彎彎嵌綠樹，小溪潺潺揚迷霧，

幽邃的龍水峽地縫婉若一尾蛟龍盤繞於深谷水澗而遊刃有餘；是前所未見的地縫奇觀。景區玲 

瓏剔透，精雕細琢，全長 2 公里，最窄處僅 1 米，從谷頂到谷底高差可達 200—400 米。線路全棧

道設計，棧道穿 30 米瀑布水簾而出，地縫中老樹藤蘿盤繞，泉水流瀑掛壁，險峻幽深，怪石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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嶸，人在棧道行，水在腳邊流，咋咋稱奇、奇哉妙哉。抬眼望，壁立千仞，天光曦微，讓人渾

然不知身之何處，觀龍水峽地縫，可知地質變化。餐後可在這碧灣山城小逛一番！引人入勝，

使人留連忘返更迷住張藝謀在此拍攝了由周杰倫主演的〝滿城盡帶黃金甲〞。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 5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宿:渝珠花園大酒店或伊雲大酒店                                              
 

第 15 天  武隆  重慶  香港  桃園(高雄)                                                  

早餐後前往重慶，午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經香港轉機回桃園(高雄)。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 50            晚餐: 機上簡餐                             

 
 

出發日期 : 106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六) 
 

◎ 團費: NT$ 65,000 元  (不含證照費用)                                                  

內含:  1. 司機導遊領隊及行李小費   3500 /人   

      2. 交通費補助                600 /人   

      3. 刷卡不加價  現金退       1300 /人 

      4. 雅江-升級住宿驛都大酒店、成都-升級住宿希爾頓 

      5. 重慶/成都/重慶 的動車 搭一等艙 (¥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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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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