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傲遊世界自然遺產九寨溝體驗深度九寨旅程 -我們是大陸精緻旅遊的第一品牌 

                       

   

 

 

如詩如歌 

如畫似錦 

樹在水中生 

水在林間流 

此處勝仙境 

人在畫中遊 

 

金質旅遊品質有保障.全程優質尊爵 

1.別家也有的不叫特色，我們的特色是別家所沒 

  有的特色！ 

2.樂山遊船【價值 300 元台幣】 

3.雙秀：九寨藏羌歌舞秀+芙蓉國粹變臉 VIP 秀 

4.贈送有機高原咖啡旅行就是這麼享受. 

5.贈送大川藏旅遊攻略一份 

 

 

1.精心規劃最順暢完整的九寨溝行程，搭乘國航航空直

航班機，桃園飛往成都僅需 3.5 小時，是目前遊覽四川

最便捷的方式。  

2.暢遊四川省兩處最負盛名的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中

華水景之王—九寨溝與黃龍，以及全世界最大的佛像—

樂山大佛，各用一整天的時間細細遊賞整座景區，讓您



絕無遺珠之憾。 

3.【黃龍】這條溝的奇妙之處是溝底的岩石，晶瑩光滑，類似石灰岩溶洞中的鐘乳石，岩石跌宕起伏，順著山溝， 

  曲折蜿蜒，猶如一條黃龍盤旋而上。黃龍奇異的景色，使它擁有“黃龍天下絕”的美稱。 

4.貼心安排電瓶車等交通工具，節省您的保貴時間：九寨溝內安排搭乘環保公車，樂山景區安排遊船觀大佛， 

  伏虎寺及大熊貓繁育基地安排電瓶車往返，最完善細緻的遊程安排，讓您輕鬆 

暢遊免等待。 

6.【風味餐食安排】享用四川最負盛名風味餐，九寨溝藏式風味、正宗川菜風味、小天鵝麻辣火鍋、欽膳齋藥膳。 

7.購物安排：無購物   

8.◎全程不上攝影，不走中藥材，不走醫療諮詢。  

9.自費項目：聖象峨眉秀 NT1200/人、泡腳按摩 2 小時 NT900/人 

 

 

 

◆九寨溝─五星天源豪生渡假大酒店 (全新酒店) 
★大廳和房間有提供免費 WIFI。

酒店坐落於漳紮鎮中心右側，毗鄰千

古情、美食街和商業街，交通便利，

前往九寨溝風景區只需要 10 分鐘車

程。酒店前身為九寨溝中旅大酒店，

此次斥钜資精心設計改造後，酒店擁

有 968 間設計時尚優雅的客房和套房。

除此以外，酒店擁有總面積達 2000

㎡的卓越會議場地。豪生國際酒店集

團是全球頂級的酒店管理公司，業務

遍及世界 21 個國家和地區，管理超過

500 家酒店。1999 年 7 月，豪生國際

酒店集團進入中國，一直致力於將全

球最先進的酒店業經營管理理念引進

中國結合遍佈全球的銷售網路以及先進的科技技術，融和本土化的人文風情。  

 



◆成都─五星希爾頓大酒店 

 

    成都希爾頓酒店距離成都火車站有 34 分鐘的車程，距離成都雙流國際機場有 20 分鐘車程，距離寬窄巷子和

石人公園約有 0.5 小時的車程。 

    每間客房都配有 42 英寸的液晶衛星電視、迷你吧、沙發和辦公桌。私人浴室設有淋浴，配有浴袍、免費洗

浴用品和吹風機。其他設施還包括電熱水壺和拖鞋。   

    私人浴室酒店設有 24 小時服務的前臺。客人可以在 24 小時室內游泳池放鬆身心，在健身中心鍛煉身體，或

在酒店內的餐廳用餐。 

    酒店內設有多間用餐場所。豫西餐廳供應中國美食，而標準餐廳供應義大利美食。MIX 餐廳全天營業。酒店

還設有 Onyx 大堂酒吧和 Zen Six 茶館。 武侯區是辣味美食、文化居民友善的絕佳選擇。 

 
     

 

 

 

 

 

 



 

中國國際航空或四川航空 

航段 出發地點 交通工具 班機 出發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去程 桃園機場 中國國際航空 CA418 1945 成都雙流機場 2315 

回程 成都雙流機場 中國國際航空 CA417 1530 桃園機場 1840 

 

 

第一天 桃園成都 （參考航班 CA418-1945/2315）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直航客機飛往四川省省會─素有「天府之國」美稱的成

都，成都市區內名勝古跡眾多，郊外自然風光秀麗，終年遊人不絕。此外，成都是四川省陸路和航空的交通樞紐，

也自然形成全四川旅遊和中國大西南旅遊的中心城市，成都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人文景觀豐富，自然風貌也獨

具一格，有著豐富的旅遊資源。 

餐食：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輕食 

下榻：賽侖吉地大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成都【熊貓基地+電瓶車】→汶川→茂縣  

【熊貓基地+電瓶車】:瞭解熊貓人工培育的過程及發展，近距離觀看大熊貓的野外生活，與大熊貓拍照合影。全

世界現存約 1000多隻大熊貓，其中的 85%生活在四川，成為大熊貓的故鄉，熊貓嬌麗端莊，姿容瀟灑，行動滑稽，

動作天真，滿臉稚氣，性情溫馴，憨態可掬，遏人喜愛，名聞世界。途經白石羌寨.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羌寨風味 RMB50  

住宿:準四星 西羌家園酒店或茂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茂縣-九寨溝→【黃龍風景區—含纜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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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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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公園高級官員歐伯特贊嘆道：“這裏有似加拿大的大雪山、懷俄明州的峽穀、科

羅拉多的原始森林、黃石公園的鈣華彩池，多類景觀，集中一地，世所罕見。黃龍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財富，也是

全人類的寶貴財富。返途中會經過泯江源頭，泯江為長江上游的支流，在這裡可以停下來拍個照，看看小時後地

理書上，講的長江，跟我們記憶中有甚麼不同。 

如遇天候因素，導致黃龍風景區關閉，更改為牟尼溝風景區，敬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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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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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五星 九寨天源豪生大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九寨溝 → (環保公車散票)【荷葉寨、盆景灘、蘆葦海、雙龍海、花火海、臥龍海、樹正

群海、樹正寨、犀牛海、諾日朗群海、諾日朗瀑布】九寨藏羌歌舞秀 

【九寨溝國家公園】遊覽區氣候宜人，冬無寒風，夏季涼爽，四季美麗，是世界上旅遊環境最佳的景區之一。九

寨溝原始秀麗的風景主要分佈在樹正主溝和則查窪、日則兩條支溝。自然景色以高山湖泊和瀑布群為主要特點，

集湖泊、瀑布、河灘、溪流、雪峰、森林及藏族風情為一體。九寨溝風景名勝區於 1992 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1997 年被納入世界人與生物圈保護區；2000 年評為中國首批 AAAA 級景區；2001年 2 月取得「綠色環球 21」證

書；九寨溝風景區是全國優秀風景名勝區；中國風景名勝 40佳。 

〈樹正溝〉號稱「九寨溝縮影」，主要景點有盆景灘、蘆葦海、火花海、臥龍海、樹正瀑布和諾日朗瀑布。而犀

牛海是樹正溝內最大的海子，也是九寨溝內景色變化最多的海子，其倒影似幻似真，與天地、樹林連成一體，如

夢似幻的絕美風景，令人流連忘返。 

〈日則溝〉溝內有珍珠灘、五花海、高瀑布、熊貓海、劍竹海等，其中珍珠灘瀑布猶如一面巨大晶瑩的珠簾，從

陡峭的斷層垂掛而下；而五花海的底部景觀更是妙不可言，湖水一邊是翠綠色的，一邊是湖綠色的，湖底的枯樹，

由於鈣化而變成一叢叢燦爛的珊瑚，在陽光的照射下，五光十色，非常迷人。 

〈則查窪〉則渣漥溝的長海，它是九寨溝內最大的海子，匯集南面雪峰的雪山和四水的流泉，沒有出水口，排水

靠蒸發和地下滲透，沿岸山巒疊彩，綠蔭幽深，並可見到色彩斑斕的五彩池、季節海等高山湖泊。 

【九寨溝藏羌歌舞秀】歌舞秀內容包括藏族歌舞、藏 族傳統活動表演、藏羌傳統服飾展示等，在表演中， 演員

會與遊客有熱烈、歡快的互動，如在舞臺上跳起 歡樂的鍋莊，熱情的為演員獻上潔白的哈達等等。 

PS:如遇秀場關閉，則改為藏族家訪（含鍋莊+烤羊） 

 

餐食：早//精緻早餐           午餐//景區 VIP 自助餐-RMB98/位        晚餐//酒店用餐 RMB138 位 

住宿: 五星 九寨天源豪生大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九寨溝→茂縣【松潘古城（不上城樓）、疊溪海子】→成都 

【松潘古城】松潘，古名松州，四川省歷史名城，是歷史上有名的邊陲重鎮，被稱作“川西門戶”，古為用兵之

地。史載古松州“扼岷嶺，控江源，左鄰河隴，右達康藏”，“遮罩天府，鎖陰陲”，故自漢唐以來，此處均設

關尉，屯有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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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8月 25 日 15 時 50分 30秒，疊溪發生 75 級地震。疊溪城中心部

分在劇震發生的幾分鐘內幾乎筆直地陷落，呈單條階梯狀地震的下滑距離達 500－600 米。曾溪城及附近 21個羌

寨全部覆滅．四周山峰崩塌；堵塞岷江；形成 11個堰塞湖。傷亡人數近萬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備的“中國疊溪

大地震”。疊溪海子就是由於這次大地震而形成。其最深處達 98 米，平均深度 82 米，蓄水量達 1．5 億立方米，

湖面面積 350 多萬平方米。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東坡樓 RMB50                晚餐/正宗川菜 RMB50 

住宿: 賽侖吉地大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成都-黃龍溪古鎮-峨嵋山【乘船觀樂山大佛 】 

【黃龍溪古鎮】，古鎮之所以引起影視界人士關注，是因這裏清代風格的街肆建築仍然存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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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內還有 6 棵松齡在 300 年以上

的黃桷樹，枝繁葉茂，遮天蔽日，給古鎮增添了許多靈氣。鎮內現保存有鎮江寺、潮音寺和古龍寺三座古廟。這

裏山青水秀，沒有大城市的喧囂和嘈雜；這裏彎彎曲曲的石徑古道，河邊飛簷翹角的木質吊腳樓，街道上的茶樓

店鋪，古廟內的繚繞青煙等，無處不展現出一幅四川鄉鎮的民俗風情圖，給人一種古樸而又新奇的感受。 

【乘船觀樂山大佛】樂山，樂山古稱嘉州，建制的歷史可上溯兩千多年，因城南有至樂山，清初更名為樂山。樂

山古代盛產色香俱佳的海棠，又有「海棠香國」之稱，自然與人文景觀構成獨特的旅遊資源。參觀世界第一大石

刻佛像─樂山大佛，它始建於唐朝，巍峨高聳，歷時九十年建造完成。大佛通高 71 公尺，髮髻有 1021 個，光是

中指就長達 8.3公尺，佛腳更可圍坐百人以上；「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歷經千年風霜淬鍊，令人由衷讚嘆

古人的藝術與智慧。我們將特別搭乘遊船，由江面上觀賞大佛，將可一覽大佛的全貌，並可清楚看到在樂山大佛

外圍，有一尊全身長達 4000 餘米，由幾座山體組成的「巨型睡佛」。這尊睡佛四肢齊全，輪廓清晰，宛如陷入熟

睡之中，呈仰面朝天之勢，姿態端詳凝重著名的樂山大佛不偏不倚正好端坐在巨佛心臟部位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樂山豆腐-RMB50/位              晚餐//中式合菜-RMB50/位 

住宿 :華生酒店 禪園雅舍或同級 



 

第七天 峨嵋山-報國寺、伏虎寺(含瓶車) →成都◎芙蓉國粹變臉秀 VIP 

【報國寺】,前對鳳凰堡，後倚鳳凰坪，左瀕鳳凰湖，右挽來鳳亭，朝迎旭日，晚送落霞。報國寺建於明萬曆年

間，原名會宗堂，由明光道人建于伏虎寺右，取儒、釋、道三教會宗之意；根據《四恩四報》中《報國主恩》之

意，禦題“報國寺”匾額而易名。 

【伏虎寺】離開報國寺，有左右兩條山路上山。左行 1 千米，沿途林木森森景色清幽，過虎溪三橋即為伏虎寺。

由於寺內殿宇隱于叢林之中，故有《密林隱伏虎》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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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博物館】是一座具有地方特色的綜合性省級歷史博物館。在過去的四十年內，該館曾發掘、清理了數以

千計的古代遺址和墓葬。目前這裡除經常陳列展出三千三百多件古代和近、現代文物外，還舉辦各種臨時性或紀

念性的專題展覽。通過這些陳列展覽對群眾進行生動形象的歷史知識和革命傳統教育，使人們從中瞭解四川歷史

發展簡況和地方文化的特徵。 

【浣花溪公園】是浣花溪歷史文化風景區的核心區域，北接杜甫草堂，東連四川省博物館，將自然景觀和城市景

觀，古典園林和現代建築藝術，民俗空間和時代氛圍有機結合，以自然、雅致的景觀和建築凸現川西濃厚的歷史

文化底蘊。公園分為萬樹山、滄浪湖和白鷺洲三大主題園區。被評為成都市唯一的五星級公園。 

【芙蓉國粹川劇變臉 V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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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                 午餐/中式風味 RMB50             晚餐/小天鵝火鍋 RMB68 

下榻：五星成都希爾頓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成都【錦裡古街】/桃園                              CA417   15:30/18:40 

歡樂的時光總是很短暫的，錦裡古街是這趟旅程最後一個景點，為西蜀歷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業氣息的街道之

一，早在秦漢、三國時期便聞名全國。錦裡依託成都武侯祠，北鄰錦江，東望彩虹橋，以秦漢、三國精神為靈魂，

明、清風貌作外表，川西民風、民俗作內容，歷史與現代有機結合，擴大了三國文化的外延，古老的祠堂又注入

了新的活力。用完餐我們前往成都雙流機場搭乘班機返回台灣，結束這一趟令你回味無窮的九寨溝八天之旅。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欽膳齋藥膳-RMB85/位 (包廂 VIP)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 超☆☆☆☆☆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