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峨嵋金頂樂山大佛大熊貓苑四姑娘山五星 8 日
(寒假搶頭香無購物、無自費)

【航空公司】搭乘【四川國際航空】直航
【出發時間】1080120
【團
費】30000 元
《去程時間》松山 TSA/成都 CTU

3U8978

1745/2125

《回程時間》成都 CTU/松山 TSA

3U8977

1335/1645

※航空時間若有調整，以航空公司公告為主。

行程特色

【四姑娘山】：是世界自然遺產，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級地質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四川大熊
貓棲息地世界遺產，全國十大登山名山。四姑娘山雄峻奇異的山峰，鬼斧神工的地貌，豐富獨特的景觀，
被譽為東方聖山，使她成為觀光者的勝地、登山者的天堂、徒步人的迷宮、攝影家的樂園。
樂山大佛－世界最大的石造佛像，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峨嵋山(金頂)(普賢菩薩道場): 中國佛教四大名山，四季晨鐘暮鼓，秋季滿山楓紅.冬季白雪皚皚。

優質住宿
成都【五星百悅希爾頓逸林酒店】 3 晚 或同級
成都百悅希爾頓逸林酒店坐落於成都發展最迅速地區之一的龍泉驛區腹地，近鄰知名高爾夫球會--臥龍
谷高爾夫球場，是商務及休閒的理想選擇之地。酒店囊括了三百餘間配置齊全、優良採光的房間。無論
是單獨旅行的商務客人，還是全家出行的休閒遊客，酒店定能滿足您的需求。

四姑娘山【準四星悅山度假酒店】 1 晚 或同級
四姑娘山悅山度假酒店精心打造風格特異的客房，賓客可享受一系列的尊貴服務，如品牌舒壓床、衛星
電視、免費使用無線和寬帶上網等設施，同時提供貼心且性價比高的管家式服務。星空套房、星空房、
家庭套房、親子套房、山景房等房型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酒店配套有特色中餐廳、商務雅間、精緻早

餐廳。餐廳收集並選用當地天然食材，精細加工，極具地域特色，口味純正，生態健康相融合。酒店設
有豐富的康樂項目，如音樂酒吧、茶室、棋牌等，為來自四方賓客提供輕鬆愉悅的康體休閒環境。

都江堰【準五星玉瑞大酒店】1 晚 或同級
都江堰玉瑞酒店位於擁有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國家 5A 級風景名勝區的——都江堰市。背倚靈巖山，毗
鄰川農大。酒店門口的觀景路是至風景區——“龍池” “虹口”的必經之路；距離“二王廟”、“離
堆公園”也僅 10 分鐘車程。酒店經新加坡首席設計師按國家星級標準精心設計，建築面積約 2.5 萬平
方米，獨特的水幕大壩設計外觀，高標準的抗震等級選材、施工。是一家以商務、會議、婚宴接待為主
的綜合型綠色酒店。

樂山【五星盤龍開元名都酒店】 1 晚 或同級
樂山盤龍開元名都大酒店地處樂山市市中區新城中心板塊，毗鄰成樂高速路入口與客運中心站，高鐵站
近在咫尺；距樂山大佛和峨眉山風景區分別只需 15 和 30 分鐘車程。酒店總建築面積 35000 平方米，
集住宿、餐飲、娛樂、商務，購物於一體，採用“後現代風格”設計，秉承傳統文化元素，擁有各類豪
華的客房，有餐位 1200 餘個，健身房、室內恆溫游泳池、足浴、茶藝中心等娛樂設施一應俱全。

峨嵋山【五星世紀陽光酒店(五星樓) 】 1 晚 或同級
峨眉山世紀陽光大酒店位於峨眉山市綏山鎮名山路東段，臨近大佛禪院，是進入峨眉山景區的必經之
路，交通便利，環境優雅。峨眉山世紀陽光大酒店是一家度假型酒店，擁有裝修典雅、設施齊全的各類
客房。酒店內設大型宴會廳、17 間餐飲包房，主營精品川菜及各類風味餐飲；空中咖啡吧、西餐廳位
於酒店 19 層，您可鳥瞰峨眉的特色風景，享受寫意生活。

每日詳細行程

第一天 松山成都
今日於機場集合，搭乘直航班機飛往大陸四川省省會-成都。成都市，別稱「蓉城」
、
「錦官城」
，簡稱「蓉」
，
地處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腹地，為中國國家中心城市之一，四川省省會、副省級城市。成都是中國
西南地區物流、商貿、金融、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
驗區。成都自古被譽為「天府之國」，是中國開發最早、持續繁榮時間最長的城市之一。
早餐：貴賓自理
午餐：貴賓自理
住宿: ★★★★★百悅希爾頓逸林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晚餐：航空套餐

成都都江堰【趙公明財神廟】臥龍【中華大熊貓苑（含觀光車）】巴郎山隧
道四姑娘山【貓鼻樑觀景台】

【趙公明財神廟】位於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青城山-都江堰風景區玉堂鎮境內，古稱丈人山。趙公山
因傳說中財神爺趙公明元帥歸隱處而得名，是青城「洞天福地」的福地所在，為天下華人求財朝拜的財
神山。
【中華大熊貓苑】位於四川臥龍自然保護區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臥龍神樹坪基地，總建築面積
19844．51 平方米，專案資金由香港特區政府援助，是集大熊貓飼養、繁育、研究、野化培訓與放歸研
究以及公眾教育和高端科學觀察為一體的世界一流的大熊貓研究中心。基地分為大熊貓飼養、野化培訓
和野生動物公眾教育 3 大功能區，具備 59 套大熊貓圈舍，遊客接待中心，科研辦公樓，科普教育中心，
獸醫院，圈養大熊貓野化培訓區等配套硬體設施。
【巴朗山隧道】是省道 303 線從映秀經耿達、臥龍通向四姑娘山景區、小金的重要路段，隧道全長 8.8
公里，其中隧道主洞長 7950 米，進出口海拔約 3850 米。
6240 米。四姑娘山由四座毗連的雪峰組成，終年銀裝素裹，從
北到南一字排開，其海拔分別為 6250 米、5664 米、5454 米、5355 米，座山峰長年冰雪覆蓋，猶如
頭披白紗姿容俊俏的四位少女，依次屹立在長坪溝和海子溝兩道銀河之上，四姑娘山由此得名。四姑娘
山以雄峻挺拔著名，山體陡峭，直指藍天，為各國登山家所矚目，人稱“中國的阿爾卑斯”。
【貓鼻樑】位於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縣 303 省道附近，是巴郎山至日隆的必經之地，觀四姑娘山全
貌和日出、日落的最佳點。在貓鼻樑遠眺，前面是海子溝，後面是四姑娘山，風景絕對的震撼。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農家宴 RMB40
住宿:準★★★★悅山度假酒店 或同級

晚餐：酒店合菜 RMB50

第三天 四姑娘山【雙橋溝（含觀光車）、紅杉林、布達拉峰、攆魚壩、盆景灘、人參果
坪】夜遊都江堰古城風光
【雙橋溝(含觀光車)】雙橋溝縱深數十公里，由雪山、草甸、溪流、藏寨交織而成的絕美景色，絕對不
輸給歐洲風光，因此被喻為「東方的阿爾卑斯山」
。當地老百姓為了通行方便，在溝內搭建了兩座木橋，
其中一座是由楊柳木搭建而成，俗稱楊柳橋；另一座由紅杉木搭建而成，俗稱便橋。雙橋溝由此得名。
雙橋溝內山勢陡峭曲折，林木蔥鬱。既有低山地帶常見的成片樺木林、柏楊林，也有高山帶的雲杉、冷
杉、紅杉，更有成片的沙棘、灌木、落葉松。每當春秋季節，溝內五顏六色，蔚為壯觀。

【布達拉峰】這裡是雙橋溝看山最理想的地方，群山在這裡聚會：向右看是獵人峰與聖母峰，兩峰連綿，
好像一個睡美人；向左看是金剛山、野人峰和金槍岩，往西看，一片雪山形如雄鷹展翅欲飛。在寬闊的
高山草甸上屹立著一座白塔。此峰海拔 5240 米，傳說在很多年以前，西藏佛祖準備修建一座最具佛教
和雪域特色的宮殿——布達拉宮，就派出了許多金剛到處去尋找修建方案，其中有兩個金剛千辛萬苦、
跋山涉水來到這裡，發現這座山非常獨特，如獲至寶，於是拿出紙和筆，對這座雄偉壯麗的山峰的形狀
進行勾畫，並由一個金剛送回西藏。佛祖按照這一張圖修建了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另一個金剛則留下
來守護著這座神奇的山峰，天長日久，最後坐化在此山的左側，形成另一座山峰，人們稱之為金剛山。
【攆魚壩】位於雙橋溝內，海拔 3500 米，屬半沼澤地。風景秀美，青草遍地，野花飄香 ，小河靜靜流
淌。在這條河裡，生長著一種大渡河流域特有的魚類——大渡裸裂魚。這是一種高山冷水魚，也叫裸鱗
魚，肉質鮮嫩可口，是四姑娘最喜歡的美味。
【盆景灘】得名于這些在溪水中乾枯的沙棘樹，它們死而不倒，依然保持著挺拔優美的姿態，在它們腳
下是清清的溪流，頭頂有白雲藍天，周圍有雪山草地，共同構成了一幅天然的盆景圖，所以人們稱之為
“盆景灘”。
【人參果坪】位於四姑娘山雙橋溝內，這裡是數百畝大草甸，各種高山花卉佈滿人參果坪，這裡就像一
個大花籃。四周圍繞著形態美麗的沙棘林，高山水清，地廣天藍，宛如世外桃源。
【夜遊都江堰古城】這座擁有休閒、購物、娛樂的仿古建築『古城區』
，是自從川震過後，都江堰市 政
府投資 28 億重建的古城區。政府當局不但將建築以仿明清風格式樣，重新打造新的市鎮商圈風貌，沿
途不僅有許多販售日用品、服裝等民生購物需求的店家，還 有多樣的小吃、茶房等休憩娛樂場所。古
色古香的古城區，現在不但是當地居民的購物休閒中心，更是遊客們觀光重地，來這裡體驗仿古建築的
休閒慢活之旅，也是 一種很都江堰的當地文化！！！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酒店合菜 RMB40
住宿: 準★★★★★玉瑞大酒店 或同級

晚餐：青城四絕 RMB50

第四天 【都江堰水利工程(含電瓶車+玉壘閣往返手扶梯)】成都【寬窄巷子】
【都江堰水利工程(含電瓶車+玉壘閣往返手扶梯)】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上至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
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水利工程。最主要部份為都江堰渠首工程，這是都江堰灌溉系統中的關鍵設施。渠
首又由魚嘴分水堤、寶瓶口引水工程和飛沙堰溢洪道三大工程組成。都江堰還流傳著一個「望娘灘」的
傳說。一個割草的小孩因為誤食了天上掉下來的寶物，將要變成一條龍。她的母親跑到江邊，拖住了他
的一條腿，此時孩子一半身子已經變成了龍，另一半身子還是人身。母親呼喚一次孩子，孩子就回一次
頭，吐出一個河灘。母親一連呼喚了廿四次，孩子就吐出廿四個河灘，最後變成一條龍飛走了，而這廿
四個河灘，就構成了都江堰，但這終歸是傳說而已。
【寬窄巷子】留給老成都的歲月痕跡依然依稀可見。現代化賦予了老巷子新的時代精神，但老巷子中所
蘊含的老成都生活精神，依然是現今成都人生生不息的休閒精神的源泉。在寬窄巷子的翻修過程中，專
門用一個院落打造了“成都原真生活體驗館”，展示寬窄巷子的平民魅力。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土灶人家柴火雞風味 RMB60

晚餐：熊貓掌櫃小吃 RMB50

住宿：★★★★★百悅希爾頓逸林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成都樂山【樂山大佛(含上山)、淩雲寺、九曲棧道、東方佛都】
【樂山大佛】在風景壯麗的四川樂山，在大渡河、青衣江、岷江的合流處，端然正坐著一座高達 70 多
米的佛像，它比號稱世界第一大雕刻的阿富汗帕米央大佛站像，還高 20 多米。這就是著名的樂山大佛，
也被稱為嘉州凌雲寺大彌勒石像。樂山大佛北距成都 160 餘公里，是依凌雲山棲霞峰臨江峭壁鑿造的一
尊彌勒坐像，始鑿於唐開元元年(公元 713 年)，歷時九十餘年方建成，建高 71 米，有「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之稱，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三山連襟組成巨佛的頭、身、足，樂山大佛不偏不倚正

好端坐在巨佛的心胸部位，傳說釋迦牟尼佛是從母親的腋下出生的，中國古代民間也有「聖人出於腋下」
的說法。巨佛的頭、身、足，分別由烏尤山、凌雲山和龜城山三山連襟組成。佛頭由整個烏尤山構成，
山上的石、翠竹、綠蔭、山徑、亭閣、寺廟，分別呈現為巨佛的髮髻、睫毛、鼻梁、雙唇和下顎；景雲
亭如「睫毛」
，山頂樹冠各為「額、鼻、唇、頜」
。佛身由凌雲山構成，山上九峰相連，猶如巨佛寬廣的
胸膛、渾圓的腰和健美的腿；腳板翹起的佛足是龜城山的一部分。佛的整個體態十分逼真、自然、和諧，
如同自然的天造地設的奇迹，一睡佛、一坐佛，一天然生就、一人工鑿成。
【千年名剎-凌雲寺】位於樂山岷江東岸，與峨眉山遙遙相對，蔚為西南第一。寺旁是天下聞名的樂山
大佛，寺外氣勢浩蕩滾滾而來的三江水匯流凌雲山麓，從大佛足下向南迤邐而去。因寺前三江交匯的臨
江峭壁上，鑿造有世界之最的彌勒佛坐像，人們將樂山大佛作為了凌雲寺的象徵、標誌，所以普遍稱樂
山凌雲寺為樂山大佛寺，大佛也就稱為凌雲大佛、樂山大佛。
【九曲棧道】四川樂山大佛右側的石壁上，有一條險峻的棧道自上而下盤旋至大佛腳，這便是著名的“九
曲棧道”，是與修建佛像同時開鑿的。
【東方佛都】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與樂山大佛同在樂山市淩雲九峰，世界“雙遺產”範圍內。轄林地
面積千餘畝。東方佛都景區現所轄淩雲九峰之四峰。淩雲九峰，唐代“峰各有寺”，抗元戰火將四峰寺
廟毀去。而今的東方佛都循古跡恢復舊貌，保留唐代原有山林風貌，依山取勢、高低錯落、林隱千佛、
洞中百窟。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龍遊酒樓 RMB40
住宿：★★★★★ 世紀陽光酒店(五星樓)或同級

晚餐：樂山老房子 RMB50

第六天 峨嵋峨嵋金頂【含來回纜車】萬年寺【含來回纜車】峨嵋山
早餐後，前往遊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嵋山，峨嵋山峰巒起伏，重岩疊翠，流雲瀑布，雄秀幽奇，素
有「峨嵋天下秀」之稱譽；首先前往金頂纜車站，搭乘纜車登上【峨嵋金頂】。金頂是世界上最壯觀的
觀景台，當清晨的霞光照耀佛像寶頂，金色的祥雲從金佛上反射開來，為雲海鑲上了瑰麗的金邊，讓你
感覺置身雲中梵宮，華美而神奇。金頂最新落成的十方普賢金像是世界上最高的金佛，通高48公尺，總
重達660噸，由台座和十方普賢像組成。四面刻有普賢的十種廣大行願，外部採用花崗石浮雕裝飾，設
計完美，工藝流暢，堪稱銅鑄巨佛的曠世之作；幸運的話更可觀看到名聞遐邇的峨嵋雲海，只感覺氣勢
磅礡，變化萬千，令人感動。乘纜車下山，前往【萬年寺】該寺建於晉朝隆安年間，慧遠之弟慧持入蜀
建寺，初名為普賢寺。唐乾符三年（876年），慧通禪師更名為白水寺，北宋時期曾多次修葺，並稱白
水普賢寺。明朝萬曆皇帝為其母親慶賀七十大壽，賜金修築無梁磚殿，並題寫「聖壽萬年寺」金匾，此
後寺改用萬年寺。萬年寺的寺院為漢傳佛教佈局，坐西朝東，中軸線上依次為山門、彌勒殿、般若堂、
毗盧殿、普賢殿、行願樓、貝葉樓、巍峨寶殿和大雄寶殿。此外，該寺寺僧創製茶葉，十大元帥朱德、
陳毅、賀龍曾在此寺品茗，並由陳毅取名「竹葉青」茶葉。茂真和尚主持鑄造的銅質普賢騎象。普賢殿
中有茂真和尚鑄造的銅質普賢騎象，為國家一級保護文物。行願樓中的「佛牙」（劍齒象上顎骨化石）、
「貝葉經」（明朝暹羅版本梵文《法華經》）、「禦印」（萬曆皇帝朱翊鈞禦印），為該寺三寶。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峨嵋風味 RMB40
住宿：★★★★★ 世紀陽光酒店(五星樓) 或同級

晚餐：酒店合菜 RMB50

第七天 峨嵋山【報國寺、伏虎寺(含換乘車)、峨嵋山文化藝術博物館】成都【遠洋泰
古里步行街】
【報國寺】報國寺位於四川省峨眉山麓，是峨眉山的第一座寺廟、峨眉山佛教協會所在地，也是峨眉山
佛教活動的中心。峨眉山的眾多寺廟裡，報國寺是入山的門戶，是遊峨眉山的起點。這裡寺周楠樹蔽空，
紅牆圍繞，偉殿崇宏，金碧生輝，香煙嫋嫋，磬聲頻傳。此寺坐西向東，朝迎旭日，晚送落霞。前對鳳
凰堡，後倚鳳凰坪，左瀕鳳凰湖，右挽來鳳亭，恰似一隻美麗、吉祥，朝陽欲飛的金鳳凰。山門前有一
對明代雕刻的石獅，造型生動，威武雄壯，就象左右門衛，守護著這座名山寶刹。

【伏虎寺】又稱伏虎禪院、神龍堂、虎溪精舍，位於四川峨眉山山麓，與報國寺相鄰，晉代為一小廟，
唐代雲安禪師重建，旁有龍神堂、藥師殿；宋朝時為“神龍堂”；明朝被毀，清朝順治八年重建，更名
“虎溪精舍”，後因附近虎患，寺僧建尊勝幢以鎮壓，更名“伏虎寺”，康熙皇帝曾為伏虎寺題寫的“離
垢園”；該寺為典型漢傳佛教建築風格，中軸線上依次為山門、彌勒殿、菩提殿、大雄寶殿、五百羅漢
堂、禦書樓以及禪房、僧舍等。
【峨嵋山文化藝術博物館】坐落于峨眉山風景區報國寺的鳳凰湖畔，是中國風景區首座集地質、動植物、
歷史、宗教、民俗等內容於一體的現代化地志性博物館。它前有全國一流的遊人中心，後有峨眉山十景
之一的聖積晚鐘，掩映的環境優雅，蒼翠叢林之中。博物館展覽面積達 5200 平方米，由遊人諮詢服務
中心、地質廳、動植物廳、古蜀峨眉文化廳、佛教文化廳、道教文化廳、書畫廳及影視廳組成。
【遠洋太古裡步行街】位於春熙路(成都中心地帶)，盡享優越交通和人流優勢，比鄰的千年古刹大慈寺
更為其增添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韻味。太古裡縱橫交織的里弄、開闊的廣場空間，為呈現不同的都市脈搏，
同時引進快裡和慢裡概念，樹立國際大都會的潮流典範。值得把玩的生活趣味、大都會的休閒品位、林
立的精緻餐廳、歷史文化及商業交融的獨特氛圍，讓人於繁忙都市中心慢享美好時光。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峨嵋風味 RMB40
住宿：★★★★★百悅希爾頓逸林酒店或同級

晚餐: 鴛鴦火鍋 RMB50

第八天 成都【錦里古街】松山
【錦里古街】成都知名的步行商業街，由一大片清末建築風格的仿古建築組成，擁有數量眾多的酒吧、
餐飲名店，是西蜀歷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業氣息的街道，著名的武侯祠也在其中。錦裡與武侯祠一牆
之隔。人們一般都會在遊玩好武侯祠後，來錦裡逛一逛。錦裡洋溢著成都市井特有的喧囂和隨意。街道
兩邊售賣的都是頗具當地特色的物品，手工的皮包、五顏六色的布燈籠等，還有眾多老成都手藝人在忙
碌，吹糖畫、捏面人。此外，各色美食絕對令你垂涎三尺，張飛牛肉、豆花、牛肉焦餅、缽缽雞，各具
風味。夜幕下紅燈籠亮起後的錦裡，酒吧茶館喧囂熱鬧，其中比較有名的蓮花府邸酒吧，據說很多超女、
快女都在此唱過歌。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航空套餐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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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地區因飛機、火車班次時刻經常誤點或取消；故以上行程或餐食若有變更，將有所調整。若遇不
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團費優惠價

出

30000
訂金:6000

團

日 期

共計 8 日

2019 /01/20（日） ~01/27（日）
單人房差: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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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16 人以上送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小費建議每天 200 元/位。

費不包含：
1.個人之護照（新辦）代辦費用 1500 元、台胞證新辦 1700 元（卡示新證五年免簽）。
2. 行程表內未含之自費活動費用及個人意願自行安排之行程費用。
3. 私人性質之小費(如床頭小費)、行李服務費及飯店內之個人花費。

走一趟具有深度且優質之旅，找回不同的人生觀，改變您的一生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交觀﹙甲﹚字第 7167 號
台北客服專線：(02)2545-3148

翔舟真誠的服務！
旅品字 No:北 1755

傳真：(02)2545-3144

高雄客服專線：(07) 974-4210 傳真：(07)380-6314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2 樓之 1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榮獲品保協會『2013 金質旅遊行程-西藏 13 天』
『2012 金質旅遊行程-不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