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天空之旅 
 

四姑娘山 樂山峨嵋 彭州九隴山(慈悲三昧水懺聖地) 阿壩 10日  
 

 
出發日期：預定 2018 年 06 月 25 日(週一) 

團費：預估約 $42000 元 

 

第 01天 台北(高雄)香港成都峨嵋山【報國寺、伏虎寺+電瓶車】   

          KA 451  KHH/HKG   0800/0925  +  KA 820 HKG/CTU  1015/1255 

CX465  TPE/HKG    0705/0845  +  KA820  HKG/CTU  1015/1255 
    集合於台北桃園國際機場(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飛往四川省會【成都】。後專車前

往峨嵋山抵達後前往參觀【報國寺】在峨嵋山麓，是峨嵋山最大的一座寺廟，又是登山的大門，是遊峨眉

山的起點。該寺始建於明代萬曆年間，「報國寺」由康熙禦賜名，由當時的縣令手書。【伏虎寺】報國寺

左行 1 千米，過虎溪三橋即為，由於寺內殿宇隱于叢林之中，故有『密林隱伏虎』之稱。 

早餐：×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素食合菜 RMB40 

住宿：準★★★★★紅旗大酒店或同級  
 
第 02天 峨嵋山【金頂+纜車上下+電瓶車『包車』】樂山【樂山遊江】都江堰 
    早餐後前往【峨眉山】搭乘金頂纜車登上峨嵋金頂，觀看名聞遐邇的峨嵋雲海，只感覺氣勢磅礡，變

化萬千，令人感動。結束後返回雷洞坪，並乘車前往仙峰寺—這段路是峨嵋山上猴子最多的地方，樹上、

草叢間，所有地方到處都是猴子，訪如置身猴國一般；寺廟周圍迎接遊客的不是和尚，而是一群活蹦亂跳

的猴子，所有遊客經常被逗的手舞足蹈，樂而忘倦。 

 

   午餐後搭車返回成都， 途中經過樂山前往參觀【樂山大佛】遊船遊江參觀，樂山位於青衣江、岷江和

大渡河的三江匯合處。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一尊高達 71 米的大佛。面對這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的確有『山

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感覺。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 RMB40 晚餐：素食合菜 RMB40 

住宿：溫德姆酒店或同級 
 
 

第 03天 都江堰彭州九隴山--三昧禪林【三昧水聖地、上、中、下三昧水寺 】 

『1.5HR』映秀『2HR』臥龍【巴郎山口】『2HR』四姑娘山 



     

    早餐後，之後我們將前往【三昧禪林】出成都西北，由成彭公路驅車五十公里，沿鎮國寺塔西側的石

級小道，進山約 7、8 哩，便見聖境三昧水。三昧水有 5 處可觀，千佛崖、石牌樓、下三昧、中三昧和上三

昧。此五處沿至德山自下而上，由一條曲折的石級小道串聯在一起。千佛崖摩崖造像盤踞於至德山麓的千

佛崖上。造像至今尚存 37 龕，千姿百態，栩栩如生。 

    

  石刻中“引接衆生”的延命觀音，滿身纓珞飄帶．千手各執法器；以手支頭的羅漢，仰天依坐，神氣清

逸，體態安然；手執文卷的判官，頭戴雙翅官帽，神動欲語……一尊尊充滿著宗教和神話色彩的石刻像，

初創于唐，以後歷朝增刻，至於清末，終於集成了龐大的千佛崖石像群。 

 

   後專車前往【巴郎山口】可以遠拍攝四姑娘山，么妹兒最高。真如傳說中所言，四個姐妹化為屏障，阻

擋了墨爾多魔王傾泄的洪水，拯救了百姓，四個高峰雪山連成一排，確有氣勢。看到這樣的景致，我徹底

缺氧了，這不是大美可以評價的，這是缺氧的美，讓人窒息的美。四姑娘山，由四座毗連的雪峰組成,終年

銀裝素裹,如四個美麗的白衣仙女在群山之中，雄峻挺拔著名，山體陡峭、直指藍天，人稱“中國的阿爾卑

斯”。 

早餐：× 中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宿：四姑娘山風情大酒店或同級 
 
 

第 04天 四姑娘山【雙橋溝（含區間車 1.5HR/次）：紅杉林、布達拉峰、攆魚壩、盆景灘、

人參果坪】 

 
1.早上 0730 從酒店步行到景區大門約 07：40 

2.08：00 購票上景區區間車一路上到最頂端紅杉林景區，車程時間約 1.5HR；拍攝冰川，於此地享用餐

盒。 

3. 之後坐區間車延途停車拍攝再上車下山，延途拍攝重點：攆魚壩、盆景灘（拍攝雪山倒影） 

 

【雙橋溝(含觀光車)】，當地居民為了方便通行，在溝內搭建了兩座木橋，一座由楊柳木搭建稱楊柳橋；另

一座由紅杉木搭建稱便橋，因此得其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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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酒店晚餐 RMB50/人 

住宿：四姑娘山風情大酒店或同級 
 

http://d.lotour.com/chengdu/


第 05天  四姑娘山【長坪溝（步行）：喇嘛寺、虫虫腳瀑布、枯樹灘、唐柏古道、兩河口、

紅石陣】 

 

1.早上 0730 出發到景區大門約 08：00 

2.建議騎馬上山到紅石陣約 3.5HR 費用約 250-300RMB/人，之後拍攝四姑娘－四座山峰！於紅石陣享用

餐盒。 

3.之後步行回走下山，延途拍攝重點：枯樹灘、虫虫腳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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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姑娘山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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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坪溝也是戶外運動愛好者的天堂，因為她是登三峰、四峰的重要營地，也是攀岩攀

冰的理想場所，同時，從長坪溝還可以穿越到理縣的畢棚溝。 

 

早餐：酒店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酒店合菜 RMB60/

人 

 住宿：四姑娘山風情大酒店或同級 

 

第 06天  四姑娘山4 HR馬爾康4 HR阿壩縣 
    早餐後，一路開車到宗教旅遊勝地【阿壩縣】，

有著名的藏族寺廟各莫寺景觀。境內丘頂平緩之汪山

與谷地交頒，溪流縱橫。神奇神秘的藏傳佛教寺廟文

化、安多藏區縱橫。各莫寺位於四川省阿壩縣城西北

部各莫鄉唐麥村阿久公路旁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古寺，

距縣城13公里，佔地18000平方米，是一座顯密兼修的

格便派別寺院。以其宏大的寺廟建築、大佛塔和神秘

的藏秘修鍊而著稱。 

 

 

    各莫寺又稱慧園寺，為阿壩州三大格魯派寺院之一，是黃教六大寺之拉卜楞寺的分寺之一。 

   建於乾隆56年(1790年)，由拉卜楞寺大赤巴貢卻德慶按第二世嘉木祥大活佛之意創建的。原名法相寺，

距今200餘年。 

pm18:30 晚餐 

http://www.57uu.com/sc/abz/109/


早餐：酒店用 中餐：素食合菜 RMB40 晚餐：素食合菜 

住宿：貴賓招待所 
 
第 07天  參觀阿壩風景區 朝禮藏族寺廟 
   今天參觀法喜苑，聽取法師說明修建法喜苑的因緣

及過程，可以親自感受到寺廟規模之宏偉及壯觀，興建

之不易、過程之艱辛不是佛菩薩龍天護法的護持是難以

成辦。會讓人發自內心不由自主的讚嘆!驚呼! 
am07:30 早餐 

am09:00~10:30 由阿克桑丹講法喜苑的興建過程及佛爺     

        的功德（地點：慈興園 3F 咖啡廳） 

am11:00 暫定佛爺接見全體人員並開示 

       （地點：法喜苑內） 

pm12:30 午餐 

pm14:40 集合上大巴（地點：法喜苑，參訪博物館 佛舍利） 

pm19:00 晚餐 

 

早餐：素食合菜 中餐：素食合菜 晚餐：素食合菜 

住宿：貴賓招待所 
 
第 08天 阿壩縣 
早餐後，朝禮法喜苑 

am08:30 參拜菩提寶塔、供燈 

am09:30 繞寺院、轉經、大經堂 

am11:30 結束參拜 

pm12:30 午餐 

pm15:00 法喜苑出坡 

前往縣城眺望阿壩縣城美景，居高臨下，美不勝收。 

早餐：素食合菜 中餐：素食合菜 晚餐：素食合菜 

住宿：貴賓招待所 
 
第 09 天 阿壩縣理縣【沿途風光、月亮灣風景區、紅原大草原、米亞羅 】10 HR 成都 
am06:30 早餐 

am07:30 賦歸 

早餐後，之後我們將前往成都 

 

早餐：素食合菜 中餐：中式素食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素食合菜 RMB40 

住宿：溫德姆酒店或同級 
 
 

7/4 第 10天  成都香港台北 (高雄)    

    KA 821  CTU/HKG   1355/1640 + KA 482  HKG/TPE   1815/2010 

     KA 821  CTU/HKG   1355/1640 + KA 456  HKG/KHH   1900/2025 

※ 整理好行囊，揮別成都，帶著滿滿的回憶與笑聲驅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高雄)。 

早餐：酒店用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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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 出 團 日 期        (  共計 10 日) 

  2018 / 06 /25（一） ~  07/4（三）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兩地機場

稅、燃油稅、安檢費）+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團費不含： (1)行李、床頭小費及個人消費。 

(2) 其他費用，如國際電話費、數據漫遊費、洗衣費等個人性質的費用。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真誠的服務！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交觀﹙甲﹚字第7167號       旅品字No:北1755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77號2樓之1  台北客服專線： (02)2545-3148  客服傳真：(02)2545-3144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99號1樓  聯絡人：王貞又 高雄客服專線： (07) 974-4210   客服傳真：(07)380-6314 

台東辦事處 :  (089)  345-169  ，0963-712-062         台東市更生路 308 號 

       台中辦事處 : (04)2315-1036，(04)2315-1046, 0937-487095  台中市西屯區大有東街18號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BLOG：http://blog.yam.com/hctravel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尋根之旅、西藏青藏鐵路-藏傳寺院巡禮13日- 翔舟 榮獲品保協會『2013金質旅遊行程』~ 

~最後的香格里拉-純不丹王國11日快樂之旅- 翔舟 榮獲品保協會『2012金質旅遊行程』 
※  

http://hctravelark.com/
http://blog.yam.com/hctravel
mailto:t@hctravelar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