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寨仙境 峨嵋 阿壩 10日 天空之旅 
 

出發日期：2019 年 06 月 08 日 

團費：  

 

第 01天 台北香港成都【昭覺寺、文殊院】『2HR』峨嵋山   

 KA 465  0705/0845+KA820  1015/1255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飛往四川省會【成都】。前往【昭覺寺】，位於成都市二環

路外動物園背後的青龍場，198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是四川重點佛教寺院，

也是我國重點的佛教活動場所，素有川西“第一禪林”之稱。【文殊院】位於成都市文殊院街，作為四川

省、成都市佛教協會駐地，全國重點保護寺院。文殊院占地面積82畝，殿堂房舍190餘間。文殊院始建于隋

大業年間（605-617）。蜀王楊秀以“聖尼”名，定名信相寺。會昌五年（845），唐武宗滅佛，寺毀。宣宗

即位（847）修復，曆800餘年與世並存。清順治元年（1644）全毀。清康熙二十年（1681）重建，改名文

殊院。 後專車前往峨嵋山。 

早餐：×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素食合菜 RMB40 

住宿：世紀陽光酒店或同級  
 
第 02天 峨嵋山【金頂+纜車上下+電瓶車『包車』】『3HR』都江堰 
    早餐後前往【峨眉山】搭乘金頂纜車登上峨嵋金頂，峨眉山位於中國四川省峨眉山市境內，景區面積

154 平方公里，最高峰萬佛頂海拔 3099 米[2]，成為了峨眉山旅遊的最高點。地勢陡峭，風景秀麗，有「峨

眉天下秀」之美譽。觀看名聞遐邇的峨嵋雲海，只感覺氣勢磅礡，變化萬千，令人感動。結束後返回雷洞

坪，並乘車前往仙峰寺—這段路是峨嵋山上猴子最多的地方，樹上、草叢間，所有地方到處都是猴子，訪

如置身猴國一般；寺廟周圍迎接遊客的不是和尚，而是一群活蹦亂跳的猴子，所有遊客經常被逗的手舞足

蹈，樂而忘倦。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 RMB40 晚餐：素食合菜 RMB50 

住宿：玉瑞大酒店或同級（准五） 
 
 
第 03天 都江堰『1.5HR』汶川【地震遺址】『1HR』松潘【松潘古城、疊溪海子、岷

江源頭、甘海子】『2.5HR』九寨溝 
【512汶川地震震中遺址】5.12汶川地震震中，位於映秀鎮百花大橋之上的牛眠溝口、蓮花心至漩口鎮的蔡

家杠村。汶川地震從這裡開始撕裂大地，伴隨恐怖的巨響，幾百萬立方米的岩石碎塊從陡峭的山崖上傾瀉

而下，造成洶湧的岩石流，順山谷呈之字形幾大溝穀兩側山體，形成長達近3千米的岩石流和9處山體擊打

面的震源景觀。原牛眠溝被瞬間添高30米。汶川地震中，都汶公路全線80％的道路被損毀，10餘千米的路

段被崩塌的山體完全覆蓋，50余座橋梁受損，7座橋梁完全垮塌，數十處山體滑坡。汶川縣映秀鎮路口，矗

立著一塊寫著“5.12震中映秀”幾個大字的巨大石頭，幾個大字格外醒目。這塊巨石是地震時山體崩裂滾

下來的，如今成為震中映秀的標誌性路牌。 

【松潘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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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城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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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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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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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岷江源頭】岷江是長江水量最大的支流，發源於岷山南麓，幹流1062公里，沿途匯入黑水河、雜穀腦河、

大渡河、馬邊河等重要支流，在宜賓匯入長江。（但有觀點認為在樂山與之匯合的大渡河才是岷江水系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3%A8%E7%9C%89%E5%B1%B1%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7%E4%BD%9B%E9%A1%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7%E4%BD%9B%E9%A1%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3%A8%E7%9C%89%E5%B1%B1#cite_note-2


正源，理由是岷江自樂山匯合處到源頭的江段的總水量遠遜於大渡河，該分支的長度亦不如大渡河。） 

【甘海子】學名芳草海，位於松潘縣和九寨溝縣交界處的弓杠嶺，在九寨溝回成都的路旁能夠看到。這裡

原是一處高山湖泊，後因地質變化，出水口擴大，所以當地百姓俗稱“幹海子”。其實，“幹海子”並不

幹，這裡四周遠山層疊，森林茂密，海子中溪水蜿蜒，芳草萋萋，如天鵝絨地毯鋪滿大地，夏秋季野花點

綴其間，牛羊騾馬成群，冬春時則一片深黃，與周圍的雪山紅葉相映成趣。因此，人們逐漸就把“幹海子”

叫成了“甘海子”。 

早餐：酒店用 中餐：素食合菜 RMB40    晚餐：素食合菜 RMB60 

住宿：九寨賓館或同級 
 
第 04天  九寨溝【乘環包車~則渣窪溝、日則溝、樹正溝】 
【九寨溝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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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用 中餐：餐盒 20（馬鈴薯 2 個、玉米 1 根、

蘋果 1個） 

晚餐：酒店素食合菜 RMB60 

住宿：九寨賓館或同級 
 
第 05天  九寨溝若爾蓋大草原 阿壩縣慈興苑 
【若爾蓋大草原】地處四川、甘肅、青海三省結合部的中國川西北大草原，是由若爾蓋、阿壩、紅原、壤

塘四縣組成，為中國五大草原之一，面積35600多平方公里，系以牧為主的藏族聚居地。這裏有四川省最大

的草原，面積近3萬平方公里，由草甸草原和沼澤組成。草原地勢平坦，一望無際，人煙稀少。若爾蓋大草

原水草豐茂，原始生態環境保護良好，形成了山水秀麗、景色迷人的草原風光。 

早餐：酒店用 中餐：素食合菜 RMB40 晚餐：素食合菜 

住宿：慈興苑 
 

第 06天  阿壩縣法喜苑                  
    今天參觀法喜苑，聽取法師說明修建法喜苑的因緣及過程，可以親自感受到寺廟規模

之宏偉及壯觀，興建之不易、過程之艱辛不是佛菩薩龍天護法的護持是難以成辦。會讓人

發自內心不由自主的讚嘆!驚呼! 

am07:30 早餐 

am09:00 由阿克桑丹講法喜苑的興建過程及佛爺的功德（地點：慈興園 3F咖啡廳） 

am11:00 暫定佛爺接見全體人員並開示地點：法喜苑內） 

pm12:30 午餐 

pm14:40 集合上大巴（地點：法喜苑，參訪博物館 佛舍利） 

pm19:00 晚餐 

早餐：素食合菜 中餐：素食合菜 晚餐：素食合菜 

住宿：慈興苑 
 

第 07天  阿壩縣法喜苑                  
    今天參觀法喜苑，聽取法師說明修建法喜苑的因緣及過程，可以親自感受到寺廟規模

之宏偉及壯觀，興建之不易、過程之艱辛不是佛菩薩龍天護法的護持是難以成辦。會讓人

發自內心不由自主的讚嘆!驚呼! 



am07:30 早餐 

am09:00 由阿克桑丹講法喜苑的興建過程及佛爺的功德（地點：慈興園 3F咖啡廳） 

am11:00 暫定佛爺接見全體人員並開示地點：法喜苑內） 

pm12:30 午餐 

pm14:40 集合上大巴（地點：法喜苑，參訪博物館 佛舍利） 

pm19:00 晚餐 

早餐：素食合菜 中餐：素食合菜 晚餐：素食合菜 

住宿：慈興苑 
 

第 08天  阿壩縣各莫寺 

am04:30 起床 

am05:00 受大乘長淨戒 

am08:30 參拜菩提寶塔、供燈 

am09:30 繞寺院、轉經、大經堂 

am11:30 結束參拜 

pm12:30 午餐 

pm15:00 法喜苑出坡 

pm17:30 慈興苑休息 

 

早餐：素食合菜 中餐：素食合菜 晚餐：素食合菜 

住宿：慈興苑 
 
第 09 天 阿壩縣【沿途風光、紅原大草原、米亞羅風景區】理縣灌縣古鎮成都 
【紅原大草原】位於四川省西北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中部，是一個藏族聚居的純牧業縣份。過去，這裡

並沒有紅原這個縣鎮，當年紅軍長征時經過這片草原，並在此休息、駐紮。為了紀念當年紅軍長征經過這

裡以及對這片草原的開墾和建設，國務院把它命名為紅原縣。紅原縣城四周都是綠草如茵的大草原，雖然

沒有若爾蓋大草原的廣闊，但由於紅原剛好坐落在四周大草原的中心，因此，到四川西北旅遊的遊客，如

果要領略草原風光，大部分都會先想到紅原。紅原最有名的藏傳佛教寺廟是阿木柯河的萬象大慈法輪寺（麥

窪寺院）和達格則寺院。這兩座寺院距離紅原都有幾十公里。 

【米亞羅風景區】中國最大的紅葉景區之一 ：米亞羅風景區是九寨溝----黃龍寺旅遊線上的又一勝景，為

海內外遊客提供了又一個絕佳的旅遊勝地。它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縣境內，背靠雪山，面

對盆地，正好處在成都至九寨溝-黃龍旅遊線的中間，距成都市263公里。米亞羅，位於四川省西北部，邛

崍山脈北段，美麗的鷓鴣山南麓，正好處於成都至九寨黃龍旅遊線的中間，全景區東西長127公里，南北寬

29公里，幅員3688平方公里，比北京香山紅葉風景區大180餘倍，是中國發現並開放的面積最大、景色最為

壯觀的紅葉風景區之一。 

都江堰灌縣古城以「世界水文化旅遊古城」為主題，是一處「城中有景，景中有城，半山半城」的文化休

閑景區。 

早餐：素食合菜 中餐：中式素食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素食合菜 RMB50 

住宿：保利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 
 
6月 17日第 10天  成都香港臺北          

KA821  1355/1635+KA402  1840/2025 
早餐後，整理好行囊，揮別成都，帶著滿滿的回憶與笑聲驅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臺北。 

早餐：酒店用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 × 
※ 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

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  、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

權利。 

https://zh.meet99.com/jingdian-guanxiangucheng-122281.html


 

敬祝您 旅途愉快   吉祥如意 法喜充滿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 

※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真誠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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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2 樓之 1  

    台北客服專線：  (02)2545-3148     客服傳真： (02)2545-3144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高雄客服專線：  (07) 974-4210     客服傳真： (07)380-6314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BLOG：http://blog.yam.com/hctravel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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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ctravelark.com/
http://blog.yam.com/hctravel
mailto:t@hctravelark.com
http://www.facebook.com/hctravel2012
http://www.facebook.com/hctravel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