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6.21-28 瀘沽湖、西昌、海螺溝國家公園 8天(無購物‧無自費) 

NT:43,5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 
 

行程特色 
◎報價為團體票優惠價，恕不退敬老優惠價。       

◎全程無自費、無購物，有車購(車上販售當地各式名產，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特別贈送：上網卡。 

◎每人每天一罐礦泉水。 



 



 

 

 



參考飯店 
瀘沽湖牧雲山莊 或同級 

  
 

  
瀘沽湖牧雲山莊位於瀘沽湖裡格村，地理位置優越，看湖上日出方便。 

酒店採用中國傳統中式建築風格，讓你在摩梭風情中感受到中國傳統建築的魅力，酒

店依山而建，層次錯落有序，精緻簡約的現代藝術與摩梭民族風情融合為一體，環境

清靜、優美，開門便可見格姆女神山。客房設施簡潔舒適，清潔衛生，適合休閒度假。 

這裡有明凈的陽光，清澈的湖水，綿白的雲朵，還有一可愛的人;這裏適合發呆，適合

神遊，適合遇見最本質的自己。 

 

參考航班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 1 天 中華航空 CI 551 桃園 成都 08:25 12:00 

第 8 天 中華航空 CI 552 成都 桃園 13:10 16:45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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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第 1 天 桃園 / 成都(車程約 40 分)【熊貓基地、錦里古街】 
上午前往機場航空公司櫃台前，辦理好登機手續後，搭乘客機前往四川省省會－成都。 

【熊貓基地】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是國家 AAAA 級景區、聯合國環保最高獎「全球 500 佳」獲得

者、全國科普教育基地、全國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更是成都新十景之一。 

大熊貓基地是為拯救瀕危野生動物大熊貓而建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大熊貓繁育科研機構，可稱為「熊貓

之家」。 

【錦里古街】是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條古商業街，於 2004 年打造，以傳統川西古鎮為其建築

風格，街道呈南北走向，蜿蜒曲折近四百公尺，建築面積約六千五百二十平方公尺，以黑、白、灰爲
主要色調，沿路青磚瓦牆，銜接小橋流水，更顯古樸典雅，集各式茶坊、客棧、酒樓、酒吧、戲台、

各種風味小吃、工藝品、土特產等，混合三國文化以及川西文化，為成都著名的旅遊休閒古街區，人

們懷舊尋夢的好去處。 

住宿：成都泰合索菲特大飯店或同級 

早餐： 機上餐食 中餐：巴國布衣 RMB60 晚餐：葯膳風味 RMB80 



 

第 2 天 成都 →(雲端之路-雅西高速) →(車程約 6.5 小時)西昌【邛海、廬山、光福寺】 
※路程中會安排休息點。 

【邛海】又名邛池，位於西昌市東南市郊，是四川省第二大天然淡水湖。邛海盛產魚蝦，是有名的天

然漁場，湖畔綠樹成蔭，遠處群山環抱，因距離市區極近，每當週末這裡本地人雲集，被稱為西昌市

民的後花園。邛海如同一些高原湖景一樣，以恬靜著稱，景色四季各異，春日天光水色，上下一碧，

一片浩瀚波光閃耀在蒼山碧野之中， “舟行碧波上，人在畫中游”，岸邊柳眉桃腮，燕語呢喃。夏

日湖水盈盈，彩霞耀眼，山寺漁村，相映生輝。秋日天高氣爽，落霞孤鶩，秋水天長，使人流連忘返。

冬季天淨水明，紅楓翠柏，倒映湖面。 

【廬山】又稱匡山、匡廬，位於中國江西省九江市南郊，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文化遺產和世界

地質公園，同時還是中國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和文明旅遊風景區、世界名山大會的發起者。廬山形成

於第四紀冰川時期，是一座地壘式斷塊山脈，是中國自古以來重要的遊覽勝地。 

廬山位於長江的南岸，鄱陽湖平原的北部，鄱陽湖西北岸，以「雄」、「奇」、「險」、「秀」聞名，被稱

為「匡廬奇秀甲天下」。廬山的最高峰漢陽峰，海拔 1474 公尺。瀑布飛流直下，雲霧變幻無常，景區

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夏季氣溫比山下低 10 攝氏度左右，為中國知名避暑勝地之一。 

住宿：准西昌美麗山水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西昌晚宴 RMB80 

 

第 3 天 西昌 →(車程約 6.5 小時) 瀘沽湖【摩梭民俗博物館+摩梭家訪、里格半島觀景

台、草海子、走婚橋】 
※路程中會安排休息點。 

【摩梭民俗博物館】摩梭民俗博物館有摩梭女兒國風格的花樓、祖母屋、經堂、文物館、圖片資料、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題的大小型展館，擁有深受千千萬萬遊客喜愛的"走婚爬花樓"民俗表演。館

內參觀場所溫馨、舒適，活動場地寬敞、透亮，展館設施衛生、安全，是一所集綠化、體驗、民俗化、

教育化於一體的博物館是最具有摩梭民居建築風格的四合院，以及最經典的古摩梭大戶人家的木楞

房，祖母房的親切，母系大家庭的仁愛慈祥，火塘邊的冉冉焰火，燦爛心靈深處的縷縷輝煌，花樓戀

歌，生動演繹摩梭阿夏走婚的情真衝撞，經堂的神聖，烙印天宇間的平和在胸膛。 

【摩梭家訪】摩梭人的「花樓」主要供母系氏族大家庭中的年輕女子居住，以便她們單獨結交男「阿

夏」；摩梭人的婚姻稱為「阿夏婚」，「阿夏」為摩梭人走婚生活雙方的互稱，確立了阿夏關系的，彼

此互稱「阿注」，意為「親切的伴侶」，不稱夫妻，在摩梭人家裡不宜問及子女的父親，只稱呼舅舅，

女方的孩子也都是由舅舅撫養長大。 

【里格半島觀景台】最惹人垂愛的便是山頂公路旁的觀景台，在這可以俯瞰整個里格半島，眺望遠處

的駱駝峰、湖心島、鳥島。客棧外的湖邊停泊了許多五顏六色遊船，供遊客遊湖看日出、日落，上駱

駝島爬山觀光。 

【草海子】這裡因為湖水較淺，佈滿了很多蘆葦，使得整個湖面一片蔥蔥郁鬱的綠色，環境清新優美，

是瀘沽湖邊觀光攝影的熱門地點。一路欣賞風景，輕鬆又愜意。 

【走婚橋】橋下由於長年泥沙淤積，導致水深變淺，長有茂密的蘆葦，遠遠望去，像一片草的海洋，

故當地人稱其為「草海」。走婚橋是 摩梭男女約會的地方， 瀘沽湖畔的摩梭人奉行「男不娶，女不

嫁」的「走婚」習俗。白天，成年摩梭男女在聚會上以舞蹈、歌唱的方式對意中人表達心意。男子若

對女子傾心，則在白天約好女子後，於半夜前往女子的「花樓」（指摩梭成年女性的房間）。在這裡，

男性稱女情人為「阿夏」，女性稱男情人為「阿注」。夜幕降臨，走婚橋上來往著赴約的「阿注」們。 

住宿：里格牧雲山莊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納西風味 RMB80 

 

第 4 天 瀘沽湖【格姆女神山觀瀘沽湖全景、瀘沽湖遊船、里務比島、瀘沽湖觀景台、

篝火晚會】 
【格姆女神山觀瀘沽湖全景】格姆女神山也叫獅子山，海拔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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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爲獅子，“格姆”意爲白色女神，在摩梭族

傳說中是格姆女神的化身。 

註:如因天氣原因索道停運，則退費 RMB110/人。 

【瀘沽湖遊船】瀘沽湖整體狀若馬蹄，南北長而東西窄，形如曲頸葫蘆，瀘沽湖的美，美在纖塵不染，

一年四季景色變幻無窮；秀麗的山光水色與濃郁的民族風情，充滿了神秘的色彩，身臨其境，水天一

色，緩緩滑行于碧波之上的豬槽船和徐徐漂浮于水天之間的摩梭民歌，讓人倍感古樸寧靜。  

【里務比島】它是湖中五個全島中面積最大，植被最好的一個，里務比島上的寺廟屬於黃教喇嘛寺院，

始建於公元 1634 年， 1989 年在羅桑益世活佛的倡導下，由縣旅遊局重建，成為當地人的信仰中心。

在此更可眺望著名的「瀘沽三島」，200 多年前的《永北府志》就將瀘沽三島列為勝景之一，許多人

慕名遠道來遊，絕妙景致引人驚嘆。 

【瀘沽湖觀景台】在此可一覽瀘沽湖全景。瀘沽湖四周崇山峻嶺，一年有三個月以上的積雪期。森林

資源豐富，山清水秀，空氣清新，景色迷人，瀘沽湖被當地摩梭人奉為"母親湖"，也被人們譽為"蓬

萊仙境"。 

【摩梭族篝火晚會】是摩梭女性挑選自己情郎的佳期。晚會時男女手牽手圍成一圈，中間燃起篝火載

歌載舞，姑娘們穿戴整齊，所有飾品都戴在身上，頭纏黑布大包頭，身穿白色百褶裙，高聲對唱情歌，

再端上一碗「蘇理瑪」酒，要情郎當眾誓言忠誠。隨著輕快的音樂，摩梭族人將帶領您進入少數民族

能歌善舞的歡樂時光。 

住宿：里格牧雲山莊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摩梭風味 RMB80 

 

第 5 天 瀘沽湖~晨曦美景 → (車程約 6.5 小時)西昌【黃聯土林】 
※路程中會安排休息點。 

【黃聯土林】是黃土風化形成的奇特造型景觀十分奇特有趣，汽車、火車來往其間，由市區乘汽車到

達黃聯關鎮后沿鎮旁一條小道進去不遠處一座闊 1 平方多公里龐大而形狀奇特的土林景觀即刻展現

在遊人眼前，左看金色土柱林立；右觀黃白嫩筍參天。有的身上一圈沙石似玉帶纏腰；有的頂上茅草

叢生像怒髮衝冠。一個是抑鬱寡歡離群索立，一對則情侶依偎竊竊私語。看那土林酷似一座座歐式古

堡遺址森嚴壁壘令人肅然起敬。土林若人若物若禽若獸任人想像任人比擬。土林形態各異越看越真，

越看越奇，越看越神，使人倍感新奇流連忘返回味無窮。地質專家稱土林的形成最遠可追溯到 8000

萬年到一億年的冰河時期。 

住宿：准西昌美麗山水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酒店晚餐 RMB80 

 

第 6 天 西昌 → (車程約 4小時) 海螺溝【磨西古鎮、泡湯】 
※路程中會安排休息點。 

【磨西古鎮】磨西古鎮歷史悠久，自古既是漢、藏、彝等民族的聚居地，鎮內大多為明清時期遺留下

來的古建築，古樸寧靜。鎮上值得駐足的是當年法國傳教士在這裡修建的哥特式教堂，風格迥異，在

這樣一個古鎮上出現，雖然極為另類，但也別有一番風味。教堂還是當年紅軍長征時候的臨時駐地，

1935 年的“磨西會議”就是在此召開。 

住宿：貢嘎神湯溫泉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野菌風味 RMB80 

 

第 7 天 海螺溝【海螺溝國家公園(含觀景纜車+觀光車）】→ (車程約 5小時)成都 
※路程中會安排休息點。 

【海螺溝國家公園( (含觀景纜車+觀光車）】位于貢嘎雪峰腳下，以低海拔現代冰川著稱于世。冰川

大都位于海拔較高處，然而海螺溝卻是亞洲東部海拔最低、離大城市最近、最容易進入的冰川。巨大

的冰洞、險峻的冰橋，如入水晶宮殿。舉世無雙的大冰瀑布，高 1080 米，寬 1100 米，比貴州黃果樹

瀑布大上 10 倍。更奇妙的是，在這片冰天雪地中，有著高達 90℃的沸泉水，遊人可以一邊欣賞“冷



凝”的景致，一邊感受溫暖的泉水。海螺溝內還有大片原始森林，林中有 4000 多種植物，春夏季節，

奇花異卉，爭奇鬥艷。而景區內的 400 多種野生動物中，有 28 種屬于國家保護的珍貴動物，所以海

螺溝也被稱為“動植物大觀園”。此外，身處山腳的海螺溝，可以遠望終年積雪不化的貢嘎雪山，氣

勢恢宏，令人肅然起敬。 

 

住宿：成都泰合索菲特大飯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火鍋風味 RMB80 

 

第 8 天 成都 / 桃園 
早餐後，驅車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回台北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內  中餐： 機上餐食 晚餐：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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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溫度 
成都:約 25~32 度 

瀘沽湖:約 16~19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