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寨溝～五星天堂洲際飯店、黃龍景區、船遊樂山、雙秀八日(無購物) 

【鋼友自組團】 

出發日：10 月 21 日   團費/每人 NT 40,500 元起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及台胞證)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九寨溝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國家公園 

位於四川西北部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海拔 2000～4300 米，以開樹正、日則、則查窪、紮

如等 24 條旅遊風景線，景觀分佈在樹正、諾日朗、劍岩、長海、紮如、天海六大景區，以三溝一百一十

八海為代表，包括五灘十二瀑，十流數十泉等水景為主要景點，與九寨十二峰聯合組成高山河谷自然景觀，

四季景色迷人，動植物資源豐富且種類繁多，原始森林遍佈，加上藏家木樓、晾架經幡、棧橋、磨房、傳

統習俗及神話傳說構成的人文景觀，被世人譽為美麗的童話世界。 

 

天堂島海洋樂園作為環球中心核心項目，占地約 8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25 萬平方米，由造浪區、遊樂區、

湯池區、美食廣場、洲際大飯店五大區域組成，可同時容納近萬名遊客，是一個高品質的室內恒溫水上樂

園。遊玩之餘，暢遊咫尺之遙的環球購物中心、樂天百貨、IMAX 巨幕影院、冰上運動中心，以及頂級

SPA，帶您盡享城市度假新模式。在天堂島海洋樂園，全年 365 天，您都能感受海濱度假的浪漫情調與獨

特魅力。 

 

1.洪崖洞夜景：一天之內，穿越三千年巴渝文化。 

2.大熊貓繁育基地：翠竹蔥蘢，綠樹成蔭，空氣清新，近距離觀看大熊貓的野外生活— 

3.松潘古城：歷史上有名的邊陲重鎮，被稱作《川西門戶》，古為用兵之地。 

4.九寨溝風景區：樹在水中生，水在林中流，魚遊雲端，鳥翔海底。 

5.黃龍風景區：如一條金色的巨龍自蒼蒼莽莽的原始森林中奔騰而出，在鈣化體上，數千個大小不等的鈣

化彩池，絢麗無比。 

6.黃龍溪古鎮：座落在黃龍溪省級風景名勝區中心，清代風格的街肆建築仍然保存完好。 

7.蜀風雅韻川劇變臉秀： 為地道的，親身體驗四川風土民情。 

8.藏羌歌舞秀：欣賞精彩絕倫的，在熱情的歌舞與高亢的歌聲中，體驗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 

9.特別贈送：每人每天礦泉水一瓶 

10.全程無購物。 



11.自費建議：聖象峨嵋山秀 NT1200/人。 

12.特別安排重慶到成都來回，搭乘和諧號動車是目前中國國內技術 先進的動車組列車。列車採用動力

分散式，運行時速達 200 公里以上， 高可達 350 公里。車窗採用減速玻璃材料制成，盡管車速很快，乘

客不會感到頭暈目眩。乘客還可對坐椅方向、傾斜度進行調節，可將坐椅轉向 180 度，欣賞窗外風景。 

 

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 

於 2013 年第三季度開業，坐落於全球 大單體建築新世紀環球中心內，這座由著名建築師紮哈•哈迪德

精心設計的建築，以“飛行之海鷗、漂浮之鯨、起伏之海浪”的建築形態，融合成都休閒旅遊城市的概念，

成為成都的新名片。酒店擁有 990 間豪華客房及套房，每間客房皆有獨特的海景觀景陽臺，將擁有 500

米細砂海岸線及 5,000 平米室內沙灘的天堂島海洋樂園攬入懷中，沿海岸風情小鎮，棧橋碼頭，無邊界湯

池，及 150 米室內 LED 屏等，壯麗的海天景象一覽無餘。迷人的地中海風情建築與別具一格的海洋主題

渾然一體，更有世界一流美食，為您傾力打造美輪美奐的入住體驗。 

 

九寨天堂甲蕃古城假日酒店 

位於九寨溝甘海子，背靠群山，具有極其濃郁的藏族特色。九寨天堂甲蕃古城假日酒店近 20 萬平方米的

建築均為原生態藏羌風格，不論官寨酒樓、大劇院、碉樓，還是一間小小的酒吧，外牆或採用當地片石裝

飾，或就用石塊砌成。舒適宜人的氣候與風景如畫的群山，使九寨天堂甲蕃古城假日酒店成為您休閒度假

的理想去處。 

 

 

班  機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CI593 高雄／重慶 16:20 19:25 
CI594 重慶／高雄 20:35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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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 01 天 10/21(三) 高雄／重慶～洪崖洞夜景～重慶  

    今日集合於高雄機場，搭機直飛中國著名山城～重慶。重慶是中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古稱江州，

後又稱巴郡、楚州、渝州、恭州。南北朝時，巴郡改為楚州。西元 581 年隋文帝改楚州為渝州，重慶始

簡稱《渝》。 

洪崖洞風景區穿越三千年巴渝文化，方寸之間，縱覽千里巴渝的大好江山，洪崖洞建築群沿嘉陵江而

建，長 600 多米，因水而生，順崖而長，高低錯落，依山就勢，當整個城市都在努力尋找自己文化根源

的時候，當每個城市都在竭力保護並向世界推薦自己的文化遺產之際，洪崖洞以它獨特的吊腳樓風貌展

現了重慶千年巴渝的精神。上海有新天地，北京有四合院，蘇州有周莊，重慶更有了洪崖洞。洪崖洞的

出現讓人讚歎巴渝先民的智慧，讓人瞻仰巴渝文化的浪漫。 

  

餐 食： （晚餐）機上簡餐  

住 宿： 申基索菲特大酒店  或  JW 萬豪酒店  或  海逸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2 天 10/22(四) 重慶～(搭和諧號動車約 2.5 小時)成都～熊貓基地～蜀風雅韻川劇變臉秀～成都  

上午安排搭乘和諧號動車前往成都，是目前中國國內技術 先進的動車組列車。列車採用動力分散式，

運行時速達 200 公里以上， 高可達 350 公里。車窗採用減速玻璃材料制成，盡管車速很快，乘客不會

感到頭暈目眩。乘客還可對坐椅方向、傾斜度進行調節，可將坐椅轉向 180 度，欣賞窗外風景。 

熊貓基地，乘坐電瓶車觀看可愛的大熊貓。熊貓是中國的國寶，並為全世界人民所喜愛，是世界生物

多樣性保護的標誌與和平友好的象徵。她僅分佈於我國的四川、陜西和甘肅三省，野外總數不足 1000

隻，80%以上的大熊貓分佈在四川境內。成都所屬的崇州、都江堰、大邑、彭州及邛崍等地均有大熊貓

出沒。她是四川獨特而寶貴的自然資源，凡是到四川來的中外賓客，都想一睹大熊貓風采。 

蜀風雅韻川劇變臉川劇的四大絕技“變臉”、“吐火”、“滾燈 ”、“木偶戲”。其中變臉，有扯、

揉、吹等形式，乾淨、迅速為川戲的絕活，變臉大師可一口氣變出 10 多張臉譜，非常精彩。保證讓你

拍案叫絕。 

  

餐 食：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成都小吃 RMB50  （晚餐）藥膳風味 RMB65  

住 宿： 準五星溫德姆酒店  或  準五星保利皇冠假日酒店  或  準五星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3 天 10/23(五) 成都～(車程約 4 小時)疊溪海子～(車程約 2 小時)松潘古城(不上城樓)～(車程約 3 小 

                 時)九寨溝  

疊溪海子湖面海拔 2258 米,原為疊溪城，為古代邊防重鎮。扼川西平原通松潘旱地及青海、甘肅交通

要塞。歷代為重兵把守。據《茂州志》記載；漢元點六年(元前 111 年)即在此置蠶陵縣，後歷代多變。

民國時屬茂縣所轄疊溪區，城內商賈雲集頗為繁華。疊溪海子實際上就是岷江主流的一段，是地震形

成的堰塞湖。湖面寬只有大約 1 公里，但是長卻有 10 公里之多，海子由上下兩處接連而成，形如腸狀。

海子周圍青山環抱，湖岸翠草叢生，湖水碧波蕩漾，景色優美迷人。 

松潘古城(不上城樓)內小橋流水，景觀獨特，一條湍急而清澈的河流從松潘古城的東端穿過環城路向

西流，在切過中央大街後，轉往南流，從南城門左側流出松潘古城，使得整個松潘古城頓時活潑生動起

來。尤其河兩岸的人家，依著河岸在河面上架起古意盎然的竹樓，欣賞遠山近水，非常寫意。 

註 1：此地區屬於高海拔地區 ，在 2000 米至 3500 米之間，不宜劇烈運動，宜少飲酒，多食蔬菜、水果，以防

高山反應，年老體弱或平日有服藥者，請備好常用藥品。 



註 2：景間日照強，紫外線高，戶外活動請戴上太陽眼鏡，防曬油以保護皮膚。另因海拔高，溫差大請帶好禦寒

藥物。 

註 3：九寨溝海拔約 3000 米，屬高原濕潤氣候，山頂終年積雪。春天氣溫較低且變化較大，平均氣溫多在 9℃至

18℃之間，4 月前有凍土及殘雪，建議不論何時前往都需備厚外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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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天高氣爽、氣候宜人，氣溫多在 7℃至 18℃，晝夜溫差較大，到了夜晚就

得穿毛衣甚至防寒服了，冬季較寒冷，氣溫多在 0℃以下。 

  

餐 食：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酒店合菜 RMB70  

住 宿： 九寨天堂甲蕃古城假日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4 天 10/24(六) 九寨溝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國家公園(奇溝、海景、樹影、瀑布、彩池、環保公車遊日 

                 則溝、則查窪溝、樹正群海溝)～藏羌歌舞秀晚會  

九寨溝風景區由溝口至荷葉壩 7000 米處為九寨溝的序幕，林木蔥籠，溪流歡唱，蘆葦叢生，鳥語花香。

荷葉壩到樹正景區，空間頓開，奏起了景觀序列中的第一樂章。 

金光燦燦的火花海，多姿多彩的盆景灘，神奇詭秘的臥龍海，大小 19 個碧樹相繞、群瀑飛瀉的樹正群

海和樹正瀑布，以及原始水磨和小木橋點綴其間的樹正灘流，和高 25 米、寬 82 米，似匹練空落的樹正

瀑布，呈現在眼前，使人目不暇接，驚歎大自然造景之神奇。 

從樹正景區上行為清澈透明、水面寬闊的犀牛海，給人以美麗而寧靜的感受；過了犀牛海，寬闊的諾

日朗瀑布似懸掛於綠色樹林中的白色幕簾，展開了樂曲的精華彩段，諾日朗以上的景點各具特色，是九

寨溝景觀之高潮；這個區域內集中了：長海、鏡海、五花海、五彩池、熊貓海、天鵝海等主要湖泊和三

個 大的瀑布。 寬闊的鈣華流灘，茂密的天然森林，長海海拔 3060 米，面積 1．5 平方千米，四周群

山環抱，雪峰皚皚，森林茂密，壯觀奇麗。 

鏡湖水平如鏡，藍天、雪峰、遠山、近樹盡納湖中，景色奇幻；五花湖的湖水 為豔麗，五彩斑讕，

似色彩鮮豔、變幻莫測的萬花筒；五彩池池水翠藍，猶似鑲嵌於墨綠色森林中的瑰麗寶石；天鵝湖和草

湖的碧水、清溪、草灘、鮮花在岩壁和森林的映襯下，更顯得原始、自然、幽深寧靜，置身其中，如入

仙境。 

瀑寬 320 米的諾日朗瀑布為《中國 寬的瀑布》，位於九寨溝中部，為九寨溝的象徵；寬 310 米、高

28 米的珍珠灘瀑布和珍珠灘相連，瀑面呈新月形，寬闊的水簾似拉開的巨大環形銀幕，瀑聲雷鳴，飛珠

濺玉，氣勢磅礡；高 78 米、寬 50 米的熊貓海瀑布，為九寨溝落差 大的瀑布，冬季冰凍，璀璨耀眼的

冰晶世界，蔚為奇觀；巨大的鈣華流灘～珍珠灘，灘面湍急的水流激起無數浪花，在陽光照射下，宛若

無數滾動的珍珠。 

而在長湖和日則溝的天然森林內，古木參天，苔蘚遍地，神秘之感油然而生。這些景點都是九寨溝

為突出的景點，每一個景點都給人以強烈的美的感受，使人激動不已。九寨溝景點排列有序，高低錯落，

抑揚頓挫，轉接自然，如詩如畫，讓您走進九寨溝，將陶醉於 高的美的享受  

晚餐後，欣賞九寨藏羌歌舞秀是九寨溝藏羌文化藝術中獨放異彩的一支奇葩，親臨晚會現場，是九寨溝

完整旅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註：如遇藏羌歌舞停演，團體將以藏羌家訪代替，不便之處請見諒。 

  

餐 食：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諾日朗溝內自助餐 RMB98  （晚餐）酒店合菜 RMB70  

住 宿： 九寨天堂甲蕃古城假日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5 天 10/25(日) 九寨溝～(車程約 3 小時)黃龍風景區(不含纜車)～(車程約 4 小時)茂縣  

黃龍風景區(不含纜車)如一條金色的巨龍自蒼蒼莽莽的原始森林中奔騰而出，在鈣化體上，數千個大



小不等的鈣化彩池：洗花池群、流輝池群、盆景池群、明鏡池群、爭艷池群、流芳池群、欲玉池群等幾

組巧妙分佈其中，絢麗無比。黃龍是一條由南向北，逐漸隆起的鈣華體山脊，地勢極像一條昂首騰躍的

巨龍，歇息在雪峰冰川晶瑩的懷抱中。 

朵朵浮雲飄蕩在湛藍的天空中，艷陽之下的五彩池，晶瑩剔透，璀璨無比，其令人心驚的顏色，絕非

人間所有！黃龍是一個以彩池、雪山、峽谷、森林《四絕》著稱於世。壯觀地表鈣華流蜿蜒于原始林海，

酷似一條金色巨龍，騰遊天地，故名黃龍。 

  

餐 食：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游人中心 RMB50  （晚餐）羌族風味 RMB50  

住 宿： 準四星西羌家園酒店  或  準四星茂縣國際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6 天 10/26(一) 茂縣～(車程約 4.5 小時)樂山～樂山大佛(游江)～(車程約 40 分鐘)峨嵋山～報國寺～ 

                伏虎寺(含電瓶車)～峨嵋山  

樂山大佛(含遊船)臨岷江與大渡河、青衣江的匯流之處，背靠淩雲山西壁，大佛通高 71 公尺，是世界

上 大的石造佛像。整個大佛比例勻稱，面相端莊，姿態雍容，氣魄雄偉。1996 年《峨嵋山樂山大佛》

作為一項被列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名錄 

報國寺為峨嵋山第一大寺，是峨嵋山進山的門戶。寺中有三件珍寶，一是七佛殿內的巨型瓷佛；二是

高 7 米的 14 層紫銅《華嚴塔》；三是高 2.3 米，重 25 噸的大銅鐘。 

伏虎寺(含電瓶車)始建於唐朝，相傳：林中多虎，常出為害，始建尊勝幢於無量殿前以鎮之，使其患

遂絕，故名《伏虎寺》。寺院周圍古木參天，環境清幽而秀麗，伏虎寺雖在密林之中，屋頂卻一塵不染，

堪稱一絕，康熙題有《離垢園》匾額一方。 

自費建議：聖象峨嵋山秀 NT1200/人 

  

餐 食：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酒店合菜 RMB50  

住 宿： 準四星世紀陽光 4 星樓  或  準四星華生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7 天 10/27(二) 峨嵋山～(車程約 2.5 小時)成都～黃龍溪古鎮～環球中心天堂島園區自由活動～成都  

黃龍溪古鎮座落在黃龍溪省級風景名勝區中心，位於成都市雙流縣境內，清代風格的街肆建築仍然保

存完好；青石板鋪就的街面，木柱青瓦的樓閣房舍，鏤刻精美的欄杆窗櫺，無不給人以古樸寧靜的感受。

鎮內有 6 棵樹齡在 300 年以上的黃角樹，枝繁葉茂，遮天蔽日，給古鎮更增添了許多靈氣。 

鎮內現還保存有鎮江寺、潮音寺和古龍寺三座古廟，鎮上古牌坊、古寺廟、古建築民居與古榕樹、古

崖墓渾然一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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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古鎮風味 RMB50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 宿： 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8 天 10/28(三) 成都～重慶(搭和諧號動車約 2.5 小時)～三峽博物館～重慶大禮堂(外觀)～機場／高雄  

搭乘和諧號動車返回重慶 

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是保護、研究、展示重慶和三峽地區歷史文化遺產與人類環境物

證的公益性文化教育機構，是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基礎設施。全館薈萃了各類文物 17 萬餘

件，陳列了反映三峽歷史文化精神的《壯麗三峽》、反映地方歷史源流的《遠古巴渝》、反映重慶城市變



遷的《城市之路》和反映重慶抗戰文化的《抗戰歲月》四個主要展廳，以及反映三峽人文風光的環幕電

影和《重慶大轟炸》半景畫等特色展廳，是中外遊客到訪重慶的必遊景觀。 

重慶大禮堂(外觀)重慶市的象徵、標誌性建築，而金頂則是大禮堂的標誌。 

在重慶作 後的瀏覽，隨後整理行裝後，搭機返回高雄，結束這愉快之旅。 

  

餐 食：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川渝風味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 宿： 溫暖的家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兩人一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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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 

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１８歲以下小孩，價錢另議。 

※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60 歲以上人士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 以上出發日期會因客滿或行程變更而有調整，本公司會在出發前 10 天與貴賓確認是否如期出團，屆時再請假。 

※ 團體旅遊價格較便宜，但受限也較多（如限制同進同出、行程需配合多數團員而略作變更），須配合基本成行

出發人數，若未達出團人數將協助變更出發日期。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4.05.28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