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進人間的淨土香格里拉〜畢棚溝、四姑娘山、 

         稻城、亚丁(二次進)、海螺沟 13 日〜 
※ 畢棚溝、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康定、丹巴、新都桥、 

海螺沟、木格措、東方佛都、自貢、重慶民國街 ※ 

 
那是一個得天獨厚、獨具特色的自然生態聖地：雪山草原、高山湖泊、冰川、原始森林、

地熱溫泉和多元性文化歷史印記和鮮明地域特徵交織的地方；也是你一生中值得一去的

地方。 

4 月 20—5 月 25 日:稻城亞丁山青水綠漫山杜鵑花(觀花賞花)。 

6 月—9 月:沿途蔥翠的草原.湛藍的天空.體驗水天一色的神聖美景。 

10 月-11 月初:深秋紅葉.層林盡染.雪山皚皚.美不勝收！ 

    

    



行程特色： 

﹡東方阿爾卑斯山—四姑娘山   ﹡千碉之國、南國有佳人—丹巴 

﹡最後的香格里拉—稻城亞丁   ﹡攝影天堂—新都橋     ﹡情歌故鄉—康定     

＊隨車一瓶氧氣鋼瓶                     

【購物點安排】無購物 NO Shopping。 

 

第一天   台北—成都   CA418  20:10/23:25    宿：成都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五星)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妥登機手續後，搭機飛往四川省省會、素有「天府

之國」美稱的成都。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 機上輕食  

 

第二天  成都—（約 200KM、約 4h）畢棚溝（含觀光車）—(約 150KM)都江堰 

                                宿：岷江新濠酒店或百倫國際酒店(準五星)   

早餐後，專車前往【畢棚溝風景區】，畢棚溝位於阿壩州理縣樸頭鄉梭羅溝境內，四姑娘

山的北麓，是觀賞紅葉的理想選擇，每年秋季的 9-10 月，這裏便是一片豔紅。無論是徒

步穿越還是乘坐觀光車，都會給你不一樣的旅行體驗。之後返回都江堰酒店休息。 

早餐: 酒店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晚餐 80     

 

 

 

 

 

 

 

第三天  都江堰—四姑娘山（約 150km、3.5h，長坪溝，含觀光車，不含騎馬） 

                        宿：四姑娘山意境度假酒店或悅山度假酒店(四星)   

早餐後，前往【四姑娘山】景區；風景區內居住著藏、羌、回、漢等民族，藏族嘉戎文

化源遠流長，那古老動人的神話傳說，熱烈隆重的祭祀慶典，悠揚悅耳的山歌，矯健歡

快的鍋莊，片石壘就的寨樓，熱情好客的村民，還有香噴噴的青稞酒、酥油茶... ...構成了

一幅幅濃郁的風土人情畫卷。午餐後，換乘觀光車遊覽【長坪溝景區】；景點有：參觀喇

嘛寺遺址，頭道坪、二道坪、唐柏古道、枯樹灘、藏族村寨、蟲蟲腳瀑布兩河口、紅石

鎮、木騾子、蘑菇石、駱駝峰等景點。讓您體驗原始森林，小溪。下午可視天氣情況在

【貓鼻樑觀景台】觀看美麗日落，在這裏你會發現雪山是如此的接近，四姑娘山仿佛近

在咫尺，從右到左四姑娘山依次排開。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酒店內 80     

 

 

 

 

 

 

 

 



第四天  四姑娘山—雙橋溝（含觀光車）—丹巴(約 120KM、3h) 

                                    宿：丹巴吉美大酒店或同級(四星) 

早餐後，前往【雙橋溝景區】:主要景點有：陰陽穀、遠眺五色山、日月寶鏡、人參果坪，

沙棘林，盆景灘，棘林棧道，布達拉峰、紅杉林、獵人峰，牛棚子、牛心山。遊畢後，

驅車前往『丹巴』，丹巴素有“千碉之國”稱譽，在此遊覽的景點有【甲居藏寨】；從大

金河谷層層向上攀緣，一直伸延到卡帕瑪群峰腳下，整個山寨依著起伏的山勢迤邐連綿，

在相對高差近千米的山坡上，一幢幢藏式樓房灑落在綠樹叢中。遠眺【梭坡古碉樓群】；

古碉三五個一群，或獨立於山頭，碉與碉之間相互呼應，依山成勢，集中的地方，目力

所及，數十座碉樓連綿起伏，形成蔚為壯觀的碉樓群。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酒店內 80      

 

 

 

 

 

 

 

第五天  丹巴—塔公（約 110KM、2.5h）—雅江(約 95KM、2h)   

                                      宿：雅江驛都大酒店或同級(四星)    

早餐後，途經雅拉雪山，藏語全稱為“夏學雅拉嘎波”（意為東方白犛牛山），系藏區著

名神山，繼續前往著名的【塔公景區】，欣賞壯闊的【塔公草原】，遊覽【塔公寺】。塔公

寺是一處藏傳佛教紅教的寺廟，是康巴地區的始祖廟之一，被當地信徒奉之為“小布達

拉宮”，也是康巴的聖地。之後翻越高爾寺山，跨越雅礱江峽谷，康巴小山城--雅江縣城，

抵達雅江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 酒店內 80       

  

 

 

 

 

 

第六天  雅江—香格里拉鎮(約 360 KM )       宿：華美達酒店或同級(準五星) 

享用早餐後，搭車翻越剪子彎山（主峰海拔 4659公尺）、卡子拉山（主峰海拔 4718公尺），

經世界高城，高原明珠－理塘縣（海拔 4000公尺），觀毛埡大草原風光，經無量河，翻

越傳說中龜兔賽跑－兔子山，途經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冰川遺址、稻城古冰帽－海子山自

然保護區(主峰海拔 4500公尺)。經過紅草灘，隨後驅車經『稻城』，前往『香格里拉鄉』。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酒店內 88 

 

 

』 

 

 

 



第七天  香格里拉鎮—亞丁景區（含環保車及電瓶車）—香格里拉鎮 

                                     宿：華美達酒店或同級(準五星) 

早餐後，沿途行經沖古寺，從沖古寺出發，大約半小時即可到達【珍珠海】，藏語稱為“卓

瑪拉措”。這裏是『拍仙乃日倒影的理想地點』。以及欣賞仙乃日神山的風光，仙乃日神

山（藏語意為觀世音菩薩，主峰海拔 6023公尺），之後換乘電瓶車，爾後抵達洛絨牛場

（今日的午餐為簡餐盒），在山上您可遠眺夏諾多吉神山（意為金剛手菩薩，主峰海拔 5958
公尺）、央邁勇神山（意為金文殊菩薩，主峰海拔 5958公尺），您還可觀賞高山野生動物、

高山花蕊、雪山、森林、冰川、湖泊、河流，體驗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天然妙趣。讓神

山聖水與心共聆，盡情沉醉在夢幻之地。 

攝影推薦：早上一定要早起欣賞晨暉中的亞丁，周圍有您意想不到的美景，涓涓的小溪、

零星點綴在小溪旁的河灘、以及鬱鬱蔥蔥的高原灌木叢，世外桃源般藏式村寨，神秘的

藏傳佛教寺廟，萬畝楊樹林公園，都是您攝影的絕好題材。 

早餐:酒店                     午餐:便當餐盒 40              晚餐:酒店內 88    

 

 

 

 

 

 

 

第八天  香格里拉—【二次進亞丁景區含觀光車及電瓶車（二次拍攝機會及挑戰牛奶海、

五色海】—稻城                      宿：稻城雪域花園或同級(準五星)   

早餐後，搭乘環保車，再次進入真正的香格里拉——【亞丁風景區】。如果前一天氣候不

佳未能拍攝到好的照片今天是第二次機會，敬請把握! 或是可以嘗試挑戰【牛奶海】！可

再次沉醉在【洛絨牛場】美麗風光之中! 再次欣賞夏諾多吉神山（意為金剛手菩薩，主峰

海拔 5958公尺）、央邁勇神山（意為金文殊菩薩，主峰海拔 5958公尺）兩座神山之美！

搭乘環保車，抵達亞丁風景區旅遊中心『沖古寺』(海拔 3880 公尺)－（電瓶車 7.4km、30

分鐘）—沖古寺位於仙乃日雪峰腳下。據說，這是希爾頓筆下香格里拉中美麗的藍月山

谷。 沖古寺前沖古草坪是大型冰川 U 型穀口，站在此地能一睹仙乃日和夏納多吉的風彩。 

早餐:酒店內                午餐:便當餐盒 40                晚餐: 80     

 

 

 

 

 

 

 

第九天  稻城—康定（約 420KM）    宿：岷山太陽部落大酒店或同級(準五星) 

早餐後，沿途欣賞折多山迷人風光，欣賞晨暉中景色如畫的小橋、流水、人家、藏式民

居風光，感受濃郁高原藏家風情。後驅車至甘孜州首府康定。 一首熱辣的康定情歌唱紅

了康定，也唱紅了跑馬山。康定既是情歌的故鄉，又是茶馬古道的重要驛站，更是康巴

鍋莊文化的發祥地。 

早餐:酒店內                 午餐: 50                     晚餐:酒店內 80    



 

 

 

 

 

 

 

第十天  康定—（20KM/0.5h）木格錯—瀘定橋—海螺溝（120KM/3h）  

                                    宿：貢嘎神湯溫泉酒店或同級(五星) 

早餐後，前往木格措景區（含景區環保車，含遊船）【木格措景區】是貢嘎山國家級風景

名勝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海拔 2600-3780 米，地處橫斷山北麓，屬大雪山脈，景區總面積

達 350 平方公里。景區由芳草坪、七色海、杜鵑峽、藥池沸泉、木格措（野人海）和紅海、

黑海等景點組成。遊畢，驅車前往【瀘定橋】參觀，始建於清康熙 44 年(1705 年)。橋長

102 米，寬 3 米，距水面 14.5 米，為古時交通要道。再續往【海螺溝】。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 酒店內 80    

 

 

 

 

 

 

        

第十一天   海螺溝—樂山（270KM、4h）     宿：樂山華美達酒店或同級(五星) 

早餐後，前往【海螺溝風景區】；搭乘園區的觀光車，前往纜車站，再換乘纜車登上觀景

台，欣賞蒼郁的原始森林，以及高耸的冰蝕山峰奇景。其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區瀘

定縣內，距離成都 319 公里，是亞東緯度最低的現代冰川，海拔高度為 2850 公尺，全年

的平均溫度約在攝氏 15 度。海螺溝國家公園發源于貢嘎山主峰東坡的一條冰融河谷，終

年積雪不化的貢嘎雪山，在陽光的照射下，更顯氣勢輝宏；其是中國境內緯度最低的冰

川，形成於 1600 年前，其中最大的冰川瀑布高度有 1080 公尺，最寬處近 1100 公尺，遇

冰雪崩塌時，每每呈現雪霧天，遠在數公里之外，皆能清楚的聽見那如雷的聲響，蔚為

一大奇觀。隨後專車前往『樂山市』。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80 

 

 

 

 

 

 

 
第十二天  樂山—自貢（120KM/1.5h）—重慶（210KM 2.5h） 
                                         宿：重慶南坪萬豪酒店(五星) 
早餐後，乘車前往遊覽【東方佛都】，一座規模宏大的佛教藝術寶庫，於 1994 年 5 月在
中國樂山市建成開放，集中仿製了國內外佛像三千多尊，充分體現了中國佛教和東南亞
佛教藝術的風格。隨後專車前往『自貢』，抵達後參觀【鹽業博物館】，是中國博物館發



展歷史上最早建立的專業博物館之一，目前仍是中國唯一的鹽業史博物館。再驅車前往
『重慶』，晚餐後，遊覽【洪崖洞】，特別是夜景真的很美很美，真的是現實版千與千尋。
從洪崖洞走出來，一定要走到千廝門嘉陵江大橋上看洪崖洞夜景，美輪美奐。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粵菜風味 80 

 
第十三天  重慶—臺北   CA 469   15:20/ 18:30 
早餐後，乘車前往【民國街】，是以“ 民國歷史” 、“ 巴渝特色” 為主題的特色街區，位於重
慶兩江國際影視城。馮小剛執導、重慶電影集團首部投資的影片《一九四二》以該街道
作為重要取景地。重現了民國時期重慶的著名建築和景致，有國泰戲院、新華日報、馨
雅咖啡、皇宮照相館，還有一些具有舊重慶特色的博物館、酒吧、商店、火鍋博物館、
相機博物館、民國主題酒吧等。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 機上輕食 

出發日期: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團 費 : NT96000 元  現金特惠價   /  NT98000 元  刷卡價 
       單人房差: NT 20500 元 
(含領隊、導遊、司機、行李小費；台北、新竹—桃園國際機場—台北、
新竹 來回接送) 

 
富邦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 劉 斌 小姐  
手 機: 0910-014961 / 0958-288862  
電 話：(02) 2515-7077 、2515-7075 

傳 真：(02) 2515-7055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29 號 4 樓 

   交觀甲 0818    北品保 0409 
     更多精彩旅遊行程請點閱: 

       http://www.travel1688.com.tw (1688 全球旅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