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西部深度 15日:九寨溝.黃龍溝.四姑娘山.稻

城亞丁.木格錯.海螺溝.峨嵋金頂.樂山大佛 
【稻城亞丁~~最後的香格里拉】  

稻城亞丁位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被譽為 “最後的香格里拉 ”、“藍色星球上最後一片凈

土”。亞丁藏語意為“向陽之地 ”，又名念青貢嘎日松貢布，即 “聖地”之意，有『最後的香格里

拉』的美譽，香格里拉一詞最早出現於洛克的《消失的地平線》書中描繪的正是亞丁。  

 

【亞丁自然保護區】  

感受英國小說家詹姆斯 .希爾頓書中的情景，三座神山（仙乃日峰 6032m—觀世音菩薩、夏諾

多傑峰 5958m－金剛手菩薩、央邁勇峰 5958m－文殊菩薩）圍繞的仙境，壯麗的景色，讓到

訪過的旅客，均感受到心靈的震憾。這裡的天空、雲彩、陽光、光線、山體、石頭、村落、

田園、草原、森林、樹葉、雪峰、冰川、河流、空氣，目光所及的每一個景色絕對會令人屏

息靜氣，深怕吹鄒了這如詩似幻般的畫面，這一切的一切絕對會令您讚歎。  

 



 
九寨溝，春時嫩芽點綠，瀑流輕快；夏來綠蔭圍湖，鶯飛燕舞；秋至紅葉鋪山，彩林滿目；

冬來雪裹山巒，冰瀑如玉。這個人間仙境讓多少人魂牽夢繞．．  

 



第 01天桃園機場 CA418 1955/2325四川成都(或 3U8978 松山 1745/2125成都)或港轉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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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賽倫吉地大酒店或同等級 

 

第 02天成都【白石羌寨.外觀松潘古城.疊溪海子.地震遺址】川主寺  

   

  早餐後專車前往【白石羌寨】位於茂縣鳳儀鎮西北方，為典型的羌族聚居區。這裡地理位置優越，特

色餐飲發展較為成熟，比較出名的有山菜王特色餐飲。農作物種植面積較廣，物產豐富，村寨背倚群山，

泉水資源豐富，前有岷江，視野開闊。【松潘古城】自古以來，松潘都是兵家必爭之邊陲重鎮。如今，

岷江河谷、涪江河谷沿岸大量的關隘、兵屯、靖墩和烽燧(烽火臺)等古戰場遺跡仍然隨處可見。【疊溪海

子】原為疊溪城,為古代邊防重鎮,1933 年 8 月疊溪發生 7.5 級地震。疊溪城中心部分在巨震發生的幾分

鐘內幾乎筆直地陷落,而承擔條階梯狀地震的下滑,四周山峰崩塌,堵塞閩江上游而形成了偃塞湖。晚餐後

進駐川主飯店,養精蓄銳,迎接明天的黃龍溝之旅。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 晚餐：中式合菜 50R 

住宿:川主國際大酒店或同等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AA%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6%88%98%E5%9C%BA


第 03天川主寺黃龍溝(含上行纜車) 九寨溝  

   

  早餐後專車前往黃龍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境內，是中國唯一保護完

好的高原濕地，與九寨溝相距 100 公里，海拔 1700～5588 米，地貌特徵是山雄峽峻。因溝中

有許多彩池，隨著周圍景色變化和陽光照射角度變化變幻出五彩的顏色，被譽為“人間瑤

池”。搭乘纜車到達最高點後,再沿著木棧道緩步向下。黃龍以彩池、雪山、峽谷、森林“四

絕”著稱於世，再加上灘流、古寺、民俗稱為“七絕”。景區由黃龍溝、丹雲峽、牟尼溝、

雪寶鼎、雪山梁、紅星岩，西溝等景區組成，主景區黃龍溝位於岷山主峰雪寶頂下，面臨涪

江源流，似中國人心目中“龍”的形象，因而歷來被喻為“中華象徵”。黃龍以規模宏大、

結構奇巧、色彩豐豔的地表鈣華景觀為主景，以罕見的岩溶地貌蜚聲中外，堪稱人間仙境。

黃龍溝景區海拔高約 3500 米，在高原上走上坡路非常累，而下行時景點很多，可一路下山一

路觀景。為方便旅遊我們將搭上行纜車至五彩池處,再順著木棧道緩步賞景下山。溫馨提醒:

走路賞景不拍照,拍照時不走路。 

下午專車前往九寨溝景區入住新九寨賓館,養足精神準備明天精彩的九寨溝旅遊。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  晚餐：中式合菜 50R 

住宿：新九寨賓館或同等級 

 

第 04天九寨溝風景區(含公共環保車)【日則溝.則查刲溝.樹正群海】(若九寨

溝仍未開放改牟尼溝行程) 

   
  四川九寨溝地震後又形成了新的美景，大自然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令人佩服。【九寨溝風

景區】早餐後乘座景區觀光車前往世界級自然遺產保護區—九寨溝，九寨溝是由翠海、疊瀑、

彩林、煙雲、雪峰以及奇異多彩的藏族風情組成格調自然風韻獨縣的仙境。九寨溝的景觀主

要分佈在樹正溝、日則溝、則查窪溝三條主溝內，景區內有最寬、最高、最雄偉壯觀的三大

瀑布，珍珠灘瀑布、諾日朗瀑布、熊貓海瀑布。108 個高山湖泊及數十處流泉飛瀑等景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7%9C%81/15626925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4%b9%9d%e5%af%a8%e6%ba%9d.html


最美最奇特的是九寨溝的水，清冽透徹，變幻無窮，細細體會“黃山歸來不看山，九寨歸來

不看水”的意境 。 

  換乘綠色觀光車進入九寨溝內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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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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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號

稱「九寨溝縮影」的樹正溝，它的主要景點有盆景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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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水果餐+飯糰  晚餐: 中式合菜 50R 

住宿：新九寨賓館或同等級 

 

第 05天 九寨溝疊溪海子都江堰(夜遊都江堰古城) 

   
 
    早餐後專車離開九寨溝前往都江堰,今日車行時間較長,可以準備一些小點心在車上食用,

或與同行分享。【疊溪海子】原為疊溪城,為古代邊防重鎮,1933 年 8 月疊溪發生 7.5 級地震。

疊溪城中心部分在巨震發生的幾分鐘內幾乎筆直地陷落,而承擔條階梯狀地震的下滑,四周山

峰崩塌,堵塞閩江上游而形成了偃塞湖。湖邊有白色髦牛可供人付費騎乘拍照,亦可換上華麗

的藏服拍照留念到此一遊。【都江堰古城】東至都江堰大道一環路口、南至公園路外江河堤、

西至玉壘關城門洞、北至建設路，幅員面積 2.86 平方公里，總人口為 48724 人。 轄區內保留

了與水文化密切關聯的文物古蹟和不同時期建築風格的古巷深院和公共建築，以及純樸的民

風民俗，是都江堰兩千年來滄桑變化的見證。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 晚餐: 中式合菜 50R 

住宿：都江堰玉瑞大酒店或同等級 
 

第 06天 都江堰貓鼻樑觀四姑娘山全景四姑娘山【雙橋溝含環保公車】 
   早餐後專車前往【四姑娘山】位於阿壩州小金縣日隆鎮境內，由四座連綿不斷的山峰組

成，從北到南一字排開，其海拔分別為 6250 米、5664 米、5454 米、5355 米。四座山峰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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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離日隆鎮約 20 分鐘車程的貓鼻樑，路邊可看到四姑娘山四峰相連

的壯麗景色。 

【雙橋溝】雙橋溝位於四姑娘山景區西側，溝口距離日隆鎮有約 7 公里的路程，需要乘車前

往。因溝內有兩座木橋而得名。雙橋溝全長約 34 公里，但是溝內有公路可全程乘車，所以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sp=nmt4&u=https://baike.baidu.com/item/%25E9%2583%25BD%25E6%25B1%259F%25E5%25A0%25B0%25E5%25B8%2582/7261645&xid=17259,15700023,15700124,15700149,15700186,15700191,15700201,15700237&usg=ALkJrhhPSEIUvk7ppeROYWF6Lzo3D-OuHg


反而感覺更輕鬆。乘坐景區觀光車一路看過去，雖然看不到四姑娘山，但是一路上的風光依

舊不凡，阿妣峰、野人峰等雪峰也能讓人驚歎。此外，雙橋溝也是戶外愛好者冬季攀冰的絕

好基地。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酒店合菜 RMB60 
住宿: 準★★★★悅山國際或意境國際大酒店 

第 07 天 四姑娘山（110km 2h）丹巴【甲居藏寨】（111km2h）塔公【塔
公草原、塔公寺、惠元寺】（40km40m）新都橋【攝影家的天堂】 

【甲居藏寨】位於甘孜州丹巴縣境內，距離縣城約 8 公里，是最具嘉絨藏族特色的藏民居村

寨。2005 年《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組織的選美中國活動中，以甲居藏寨為代表的“丹巴藏

寨”被評為“中國最美的六大鄉村古鎮”之首。“甲居”在藏語是百戶人家的意思，寨如其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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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羅棋佈，襯以嫋嫋的

炊煙、叢叢的桃花，顯得恬靜別致。寨內一般每戶一樓，寨樓坐北朝南，均為木石結構。木

質構架部分和屋簷均為紅色，牆體刷白色或原色與白色相間。而每年春節前夕，主人們會依

照傳統習俗，以當地的“白泥巴”為主要原料，精心塗染寨樓牆面，使整個藏寨披上了潔白

的盛裝。 

【塔公寺】位於甘孜州康定縣塔公鄉，全名“一見如意解脫寺”，是藏傳佛教薩迦派著名寺

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更是康巴地區藏民朝拜的聖地之一。寺內保存有一尊與拉薩

大昭寺相同的釋迦牟尼像。傳說是文成公主入藏路經此地，模擬攜往拉薩釋迦牟尼像造一尊

留供寺中。二者之間具有極其特殊的奇特因緣，所以塔公寺又有“小大昭寺”之稱。塔公寺

由大雄寶殿、舍利寶殿、釋迦殿、護法殿、觀音殿、成就塔殿、蓮花殿、塔林、僧舍及繞寺

一周的“轉經輪”所組成。 

【塔公草原】藏語意為“菩薩喜歡的地方”，海拔 3750 米的高原地帶，沿線的河流、草原、

森林、山體、寺廟、藏房建築和濃鬱的藏鄉風情。塔公草原有高聳的雅拉雪山、起伏的草原

和金碧輝煌的“木雅經塔”以其深邃的藏傳佛教文化、濃鬱的民族風情，成為貢嘎山國家級

名勝風景區的主要景區之一。天氣好的時候，能看見藏區四大神山之一，海拔 5884 米的-

亞拉雪山。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酒店合 RMB60 

住宿: 準★★★★攝影天堂酒店或國道 318 酒店或同級 

第 08 天 新都橋（210km 3h30m）理塘（230km 4h）【高爾寺山、長青
春科爾寺、毛埡大草原、海子山】日瓦 

    清晨起床呼吸著新鮮空氣，不論定格在何處都是美麗的風景圖，早餐後從酒店出發馳騁

在中國人的景觀大道——318 國道上，沿途經過形態各異的雪山、草地，在青藏高原上馳騁。

從毛埡大草原到古冰川遺址，沿途美景滿滿的藏情，像香醇的青稞酒一樣讓人迷戀與沉醉。 

【高爾寺山】高爾寺山是 318 國道上的景點之一，高爾寺山是康巴第二關, 它是縱覽大雪山

(雅拉神山, 折多山, 和貢嘎神山)的最佳位置之一 。 

【理塘】潔白的仙鶴，請把雙翅借給我，不飛遙遠的地方，到理塘轉轉就飛回。六世達賴倉

央嘉措的一首情詩，將我們帶到世界最高縣城——理塘縣，有人說這首詩也是另有深意的宗

教詩歌，循著仙鶴的道路，人們在理塘仁康家裏找到了他的轉世即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

在這樣一個有著一千多年歷史的小小縣城，還是十三位活佛的出生地。 

【長青春科爾寺】又名理塘寺，位於縣城城北山坡。原為黑教寺廟，明萬歷年間三世達賴途

經該地時改為黃教並為其開光。聞名康區的格魯派長青春科爾寺就在縣城城北約 1 公里的中

莫拉卡山的山坡上。寺廟占地 500 餘畝，寺容僧侶 4300 多人，常駐 800 人左右，為康區第

一大格魯派(黃教)寺廟，素有"康南佛教聖地"之稱。 

【海子山冰川遺跡】海子山下，雙湖並依，難以想像這是經歷數百萬年滄海桑田後的安詳寧

靜。第四紀冰川在青藏高原留下了許多有關地球歷史的深刻記憶。更新世以來，海子山亦發

生過三次不同規模的冰川運動，並最終形成現今的地貌格局。海子山姊妹湖，如天堂寶石鑲

嵌在荒涼山原，亦如神之悲憫化作眼淚滴落凡間，純淨無暇，盈盈可親。 

【毛埡大草原】毛埡草原位於世界高城理塘縣境內。遼闊的草原一望無邊，每年 6－9 月份，

草原上杜鵑盛開，是最美麗的時節。2005 年中國國家地理評選其為中國最美的六大草原之

一。美麗的毛埡草原位於理塘縣和巴塘縣之間，318 國道（川藏南線）橫跨草原之上，是四

川省最大的草原。每年 8 月初，理塘縣著名的賽馬節都會在草原上舉辦。屆時周邊藏民攜家

帶口，在草原上紮起成片的帳篷，形成了世界上最為壯觀的草原帳篷城。藏民們在草原上載

歌載舞，舉辦持續幾天的賽馬活動，節日的最後幾天還有規模龐大的轉山活動，頗為壯觀。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酒店合菜 RMB60 

住宿：準★★★★★智選假日酒店或華美達酒店或同級 

第 09天 酒店（10mins）換乘景區環保車（1h）亞丁景區日瓦【亞丁村、
沖古寺、洛絨牛場、仙乃日、珍珠海】 

【洛絨牛場】被三座神山環繞，貢嘎河從草場穿梭，林間溪流潺潺，輿牧場木屋交相輝映，

構成了一幅原始而又迷人的景色，令人們進入返璞歸真的境界。洛絨牛場附近，藏鄉村寨建

築和寺廟建築別具一格，風貌獨特。這裡人們崇拜自然，輿大自然相依為命，和諧相處。他



們純潔樸實，和睦共處，善待客人。這裡，人與大自然完全融為了一體。 

【央邁勇】藏語意為“文殊菩薩”，為“三怙主”雪山的南峰，海拔高度為 5958 米，在佛

教中位列“三怙主”雪山之首，代表智慧。雪峰像文殊師利用手中的智慧之俞直指蒼穹，冰

晶玉潔的央邁勇傲然於天地之間。一九二八年，洛克先生在去南與稻成毗鄰的群山重嶺中，

遙望見了央邁勇，被她聖治，高貴的氣質折服，在他的日記中寫到“她（央邁勇）是我見到

世界上最美的山峰。” 

【夏洛多吉】意為“金剛手菩薩”，是“三怙主”雪山的東峰，海拔 5958 米，在“三怙主

雪山”佛位第三，夏諾多吉山峰聳立在天地之間，在佛教中除暴安良的神甚，他勇猛的剛烈，

神采奕奕，跨下圍斑斕的虎皮，腰間繞著罪惡的大蟒，洛克先生把它形容為展開巨翅蓄拋待

飛的蝙蝠，將它比喻成西臘神話中的雷神，神山左邊綠色，大理石山頭為布魯財神，右下方

為馬頭金剛，馬頭金剛下方“丹霞地貌峰林為八百羅漢”，神山腳下洛絨牛場是當年洛克先

生宿營處。 

【亞丁村】位於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峻嶺深處的小山村是由石塊搭建成的藏式房子，稀疏的

散落在半山腰。素有“最後的香格里拉”美譽，亞丁村海拔 3900 米，全村轄 2 個村民小組，

總戶數 28 戶，183 人，亞丁藏語意為“向陽之地”由日照長故名。 

【沖古寺】位於仙乃日神山腳下，海拔 3880 米。原寺院損毀嚴重，入眼一片殘垣斷壁。沖

古寺隸屬貢嘎郎吉嶺寺，有紮巴在此念經誦佛，經堂內供奉有佛祖釋迦牟尼佛像。在亞丁景

區內，沖古寺位置絕佳。身處沖古寺腳下是開滿野花的草甸，身後是險峻雄渾的亞丁峽穀。

沖古寺猶如天堂之門，守護著神聖的香巴拉王國。1928 年，約瑟夫洛克來此考察時，曾在

沖古寺住了三天，他透過寺廟的窗戶，遠眺月亮下寧靜祥和的亞丁村，這就是詹姆斯希爾頓

筆下《消失的地平線》中美麗的藍月山谷的原形。 

【仙乃日】藏語意為“觀世音菩薩”，海拔 6032 米，是稻城三座神山的北峰。是三座神山

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其狀巍峨，像菩薩端坐在蓮花臺上，渾身浸透高貴氣質的“仙乃日”，

頂峰終年積雪不化，其山形酷似一個身體後仰的大佛，傲然端坐在蓮花座裏，她的懷中抱著

一個巨大的佛塔，陽光照在仙乃日神山上金光燦燦。 

【珍珠海】也叫“卓瑪拉措”聖湖，神山仙乃日腳下，海拔 3980 米。雨季的時候，從神山

上流下的溪流匯入湖中時撞在山石上碎散開來，在陽光的照耀下如同撒開了的珍珠。平靜的

湖面上倒映著神山的身影、漂浮的白雲和層林盡染的七彩植被。美景輿倒影渾然一體，呈現

一派五彩斑斕的世界，令人目迷神馳。今日晚上入住溫泉酒店,可自行準備泳衣泡大池溫泉。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景區盒餐 RMB40          晚餐：酒店合 RMB60 
住宿：準★★★★★稻城雪域花園溫泉酒店或金珠酒店同級 

第 10天 稻城【胡楊林、尊勝塔林】（400km 7H）康定 
【尊勝塔林】稻城白塔位於稻城大橋橋頭，稻城加油站背後，純四方形的佈置是稻城白塔的

底座，白塔分為 3 部分，塔尖，塔身，塔基座，基座安放著一排排的轉經輪，以供藏民虔誠



膜拜，塔身分為 3 部分，頂部供奉著一尊菩薩。因為塔全身潔白，所以取名為白塔。站在塔

頂，便可俯瞰整個稻城縣城。 

【胡楊林】稻城城縣城周圍的河灘上人工種植了萬畝胡楊林（去日瓦鄉路上可見）。 。肥沃

的良田和清澈的河流間散佈著一棵棵美麗的白楊，在金秋時節，白楊林一片金黃，掩映首藍

天白雲，使這裡成為具有稻城特色的美麗景色之一。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酒店合菜 RMB60 
住宿：準★★★★康巴大酒店酒店或同級   

第 11天 康定（40km1H）【木格措】海螺溝 

   
  早餐後專車前往【木格措風景區】木格措又稱康定情歌景區又稱野人海，也名大海子，是

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海拔 3700 米，四周有群山森林，紅海、黑海、白海等幾十個

小海子圍繞，猶如眾星捧月。木格措一日四時景，早晚不同天。清晨，霧鎖海面，銀龍般的

雲霧在水面翻卷，出現雙霧墮海的動人景觀；午後微風指面時，海面上無風三尺浪，翻卷千

堆雪，下午海子周圍的沙灘呈現一片耀眼的金黃色。天氣晴時，眺望遠處的雪山，會有種聖

潔仙境的感覺。午後專車經由康定前往海螺溝景區。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 晚餐：中式合菜 50R 

住宿：海螺溝冰川酒店或同等級 

 

第 12天海螺溝景區(含景區車.索道)峨嵋 

   
  早餐後專車前往【海螺溝】位於四川省瀘定縣磨西鎮，貢嘎山東坡，是青藏高原東緣的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8%97%8F%E9%AB%98%E5%8E%9F


高山地。海螺溝位於貢嘎雪峰腳下，以低海拔現代冰川著稱於世。晶瑩的現代冰川從高峻的

山谷鋪瀉而下；巨大的冰洞、險峻的冰橋，使人如入神話中的水晶宮。 

特別是舉世無雙的大冰瀑布，高達 1000 多米，寬約 1100 米，比著名的黃果樹瀑布大出十

餘倍，瑰麗非凡。海螺溝是亞洲最東低海拔現代冰川發現地，海拔 2850 米。其大冰瀑布高

1080 米，寬 0.5 米－1100 米，是中國至今發現的最高大冰瀑布。溝內蘊藏有大流量沸熱溫

冷礦泉，大面積原始森林和高的冰蝕山峰，大量的珍稀動植物資源，金、銀山交相輝映，蔚

為壯觀。午餐後專車經由雅西高速前往峨眉。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 晚餐：中式合菜 50R 

住宿：世紀陽光酒店或同等級 

 

第 13天峨嵋景區金頂(含纜車)伏虎寺(含電瓶車)報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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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專車前往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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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 晚餐：中式合菜 50R 

住宿：世紀陽光酒店或同等級 

  
第 14天峨嵋樂山大佛(含遊船)黃龍溪古鎮成都 

   
  早餐後專車前往樂山,抵達後換乘遊船【樂山大佛】又名淩雲大佛，位於四川省樂山市南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6%99%B6%E5%AE%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0%91%E5%B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9E%9C%E6%A0%91%E7%80%91%E5%B8%83/1365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0%E8%9A%80/32933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5%B1%B1%E5%B8%82/2689579


江東岸淩雲寺側，瀕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匯流處。大佛為彌勒佛坐像，通高 71 米，

是中國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樂山大佛開鑿于唐代開元元年（713 年），完成於貞元十

九年（803 年），歷時約九十年。午餐後專車前往【黃龍溪古鎮】屬四川省歷史文化古鎮及

省級旅遊風景區。古鎮不僅風光秀麗、環境優美，還是馳名中外的天然影視攝影基地。古鎮

主要特色是：古街、古樹、古廟、古水陸碼頭、古建築和古樸的民風民俗。是國家文化部命

名的中國民間藝術(火龍)之鄉、國家級環境優美小城鎮。素有“影視城”、“中國好萊塢”

之稱。隨後專車前往成都。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 晚餐：中式合菜 50R 

住宿：保利皇冠大酒店或同等級 

 

第 15天成都錦里古鎮 桃園 CA417 1530/1835(或 3U8977 成都 1335/1645松山) 

  
  早餐後專車前往【錦里古街】又名錦里一條街、錦里，是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條古

商業街， 最早可追溯到秦漢時期。傳說中錦里曾是西蜀歷史上最古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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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里古街毗鄰武侯祠， 頗有古蜀國民風。現

在的錦里古街已經被開發成一條民俗商業步行街， 混合三國文化以及川西文化。午餐後前

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台,結束精彩的四川大西部 15 日深度之旅!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 晚餐：飛機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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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 日 期                             共計 15 日 

64000 元 2019 /07/07（日） ~07/21（日） 

    訂金:10000元          單人房差: 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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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B8%A1%E6%B2%B3/33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8%A1%A3%E6%B1%9F/22372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B7%E6%B1%9F/8832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5%E5%8B%92%E4%BD%9B/177445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9%83%B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9B%BD%E6%97%B6%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9%83%BD%E6%AD%A6%E4%BE%AF%E7%A5%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5%E8%A1%8C%E8%A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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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客服專線：(02)2545-3148  傳真：(02)2545-3144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2 樓之 1 
 高雄客服專線：(07) 974-4210  傳真：(07)380-6314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稻城亞丁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