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程亞丁亞青寺 

德格印經院 噶陀寺 14日 
 

出團時間 : 2019年 9月 21日~2019 年 10月 04 日 
 

世外桃源，心靈充電深度之旅! 
 

這是一個得天獨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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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生值得一去的地方。 

 

 

 

⚫ 稻城亞丁：位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仙乃日、央邁勇、夏諾多吉三座雪峰為核心， 

集雪山、冰川、湖泊、草原、瀑布等壯麗景觀於一體，被譽為“最後的香 

格里拉”、”藍色星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 
 



⚫ 亞青寺：隱秘的蓮花聖地，建於西元 1985 年，四川省白玉縣昌台區阿察鄉境內。在章 

台大草原中間，建在四面環山的草原濕地上，地勢開闊，海拔四千公尺左右; 

圍繞寺院的建築群，是一間間修行者自行建立的小屋，從數千間到二萬多間 

之多。縱橫交錯的昌曲河包圍了整個寺院的建築群，每當清晨或黃昏，炊煙彌 

漫，河水閃耀著金光，頌經聲隨風遠遠傳來，猶如天籟，動人心弦。 
 

 
 

⚫ 新都橋：這是一片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神奇的光線，無垠的草原，彎彎的小溪， 

金黃的柏楊，山巒連綿起伏，藏寨散落其間，牛羊安詳地吃草…… 

 
 

~心靈與視覺的饗宴~ 

 

 



 

⚫ 【路線優勢】 
1）相對輕鬆的環線行程； 

 

2）最大優勢：能將藍色星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稻城亞丁、蓮花聖地亞青寺、藏地 
百科全書德格印經院、魔界・新都橋、康定情歌發源地木格措風景區一一遊覽完 

畢。 

⚫ 【特別贈送】礦泉水無限量供應、苦蕎茶水、紅景天養生茶、鋼瓶氧氣罐。 

⚫ 【行程購物】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詳細行程： 
第一天   台北香港成都『CX467 1520/1725』 香港---成都 KA824  1925/2155 

  高雄香港成都『KA437 1510/1640』 香港---成都 KA824  1925/2155 

 

成都公里數及行車時間： 38KM; 行車約 1.5 小時。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或小港機場，由領

隊辦妥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轉機飛

往四川省省會─素有「天府之國」美稱的成

都，【成都】是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不僅地處全川中心，同時也是四川省政治、

經濟、文化的核心。 

成都人文景觀豐富，自然風貌也獨具一格。

早在 1000 多年前的唐代，詩人就唱出了“窗

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裡船”的名句。

作為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成都有著豐富的旅

遊資源。 

 

 
 

 

早餐：      x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成都保利公園皇冠假日酒店同級（準 5）      海拔:成都 500公尺   



第 02 天     成都市三昧禪林馬爾康觀音橋鎮 

 

早餐之後，我們將前往【三昧禪林】。出成都西北，由成彭公路驅車五十公里，沿鎮國寺

塔西側的石級小道，進山約 7、8 哩，便見聖境三昧水。三昧水有 5 處可觀，千佛崖、石

牌樓、下三昧、中三昧和上三昧。此五處沿至德山自下而上，由一條曲折的石級小道串聯

在一起。千佛崖摩崖造像盤踞於至德山麓的千佛崖上。造像至今尚存 37 龕，千姿百態，

栩栩如生。 

 石刻中“引接衆生”的延命觀音，滿身纓珞飄帶．千手各執法器；以手支頭的羅漢，仰

天依坐，神氣清逸，體態安然；手執文卷的判官，頭戴雙翅官帽，神動欲語……一尊尊充

滿著宗教和神話色彩的石刻像，初創于唐，以後歷朝增刻，至於清末，終於集成了龐大的

千佛崖石像群。 

【馬爾康】是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管轄的縣級市，也是阿壩州首府，藏語意為「火

苗旺盛的地方」，馬爾康是以原嘉絨 18 土司中卓克基、松崗、黨壩、梭磨四個土司屬地

為雛形建立起來的，所以也稱為「四土地區」。馬爾康地區中藏藥材非常豐富，有 1300

多種，包括羌活、靈芝、冬蟲夏草、貝母，所以這個地區有「川西藥山」的別稱。 

 

【觀音橋鎮】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縣轄鎮。觀音橋鎮是通往阿壩、壤塘、

甘孜州色達、青海甘肅等地的交通要道口城鎮。因當地有座非常有名的觀音廟，故得名觀

音橋。此觀音廟位於觀音鎮境內，距縣城約 85 公里，有拉薩第二之稱，是阿壩州重點開

放寺廟，該寺廟始建於公元七世紀，共傳承 25 代。白若雜納曾加持觀音菩薩和聖山，並

為該寺廟取名“勒瓊德欽朗”。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觀音橋度母林卡酒店同级（準 4）海拔：金川縣 2165公尺 
 

 
 

 

第 03 天     觀音橋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備註：1）色達縣如遇政府行為不能住，

改入住翁達。條件有限，請理解；2）如遇政府行政規定臨時不便前往色達，請隨緣，

將由其他景點替代】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境內，距離縣城東南方向約 20

公里，海拔 3700 米。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屬藏傳佛教寧瑪派，由晉美彭措堪布於 1980 年

創辦。雖然地處偏遠，但色達喇榮寺五明佛學院成功由最初僅有寥寥可數的門徒規模發展

為現今世上其中一個最大及最具影響力的藏傳佛教中心。1993 年曾被美國《世界報》稱為

「世界上最大的佛學院」。時至 2000 年，僧侶人數多達一萬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C%E6%B4%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B5%E8%8A%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C%E8%99%AB%E5%A4%8F%E8%8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9D%E6%AF%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5%AD%9C%E8%97%8F%E6%97%8F%E8%87%AA%E6%B2%BB%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9%81%94%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1%E7%8E%9B%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7%BE%8E%E5%BD%AD%E6%8E%AA%E5%A0%AA%E5%B8%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A0%B1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翁達 318快捷酒店或色達大酒店同級（準 4）海拔：色達縣 4127公尺 

 

第 04 天     翁達  甘孜縣【卡莎湖】 甘孜白塔公園 

 
【卡莎湖】(也稱卡薩湖)，位於爐霍縣西北角語古鄉境內，海拔 3510 米，是典型的高原 

淡水湖泊。總面積 1.92 平方千米，是爐霍境內最大的湖泊。99 年被命名為「省級自然保 

護區」，也是當地有名的聖湖 

【甘孜白塔公園】公園其實又稱白塔寺，全名為“色西底那倉寺”。寺院主體就是那個 

高 37 米的主塔，它是由甘孜寺那倉活佛所創建的。主體建築為一座高達 37 米的大寶 

塔，寶塔底三層寶座均按北京天壇祈年殿底座比例大小而興建。此三層寶座共有黃銅轉 

經筒 512 個及石製浮雕若干繞飾。大寶塔的金頂、日月、傘蓋、屋簷滴水模、十三層法 

輪中義輪部分、傘蓋蓮、藏升以及寶瓶面門、六靈捧座等用黃銅製作並貼第 98 號型純鎦 

金。塔內底部四方分別有四佛殿，殿門上鑲含金量達 98[%]的鎦金琉璃瓦飾蓋。塔地基深 

度達 6 米。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甘孜雍康大酒店（準 4）或同級            海拔：甘孜縣 3390公尺 

 
第 05 天     甘孜縣  馬尼干戈  德格印經院 

 

【馬尼干戈】位於草原邊緣，早在古代時就是雲南、青海、四川古代藏族商貿的一條重要

集鎮，也即古代茶馬古道的重鎮。也是當地居民的商貿集散地。至德格、石渠縣及格薩爾

故里阿須草原就是從這里分路前往。 

【德格印經院】素有“藏文化大百科全書”和“雪山下的寶庫”的盛名。坐落在德格縣城

（更慶鎮）文化街，該院藏書之豐在藏族地區各印經院中首屈一指，有佛教經典、天文、

地理、醫學、歷史、文學、音樂、美術、工藝技術等方面的叢書或專著 200 多部，其中還

有一些珍本、孤本。德格印經院作為康巴文化的見證，是無數藏族人心血的結晶。這裡的

印板、紙張、雕塑，甚至是朱砂，無一不彰顯藏文化長年累月的發展與積澱。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德格嶺·格薩爾大酒店（準 4）或同級海拔：德格縣 3195公尺 

 
第 06 天     德格金沙江風光噶陀寺白玉寺 

早餐後乘車沿著與西藏的界河金沙江前行，前往宗薩寺和噶陀寺朝聖，晚抵達白玉縣入住

酒店休息。 

【金沙江河谷】金沙江是中國長江的上游。長江江源水系匯成通天河後，到青海玉樹縣境

進入橫斷山區，開始稱為金沙江。金沙江流經雲貴高原西北部、川西南山地，到四川盆地

西南部的宜賓接納岷江為止，全長 2316 公里，流域面積 34 萬平方公里。 

 

【噶陀寺】堪稱寧瑪派的母寺。在過去的 800 年間，由聖地虹化成就的修行者有十萬之眾。

如今噶陀傳承的上師們已遍佈亞洲、歐洲、北美等世界各地。噶陀寺被稱為世界第二金剛

座。(第一金剛座：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印度菩提迦耶金剛座"。第二金剛座：東方聖勝噶陀

總寺，即 "噶陀金剛座"。第三金剛座：五臺山金剛座。) 蓮花生大師加持此處達十三次之

多，經典中亦云：「凡能與噶陀金剛座道場接上法緣，以及朝山膜拜都能得到不可思議功

德。...」 

 

【白玉寺】藏語全稱為「白玉朗嘉祥丘伽林」（意為「吉祥尊勝菩提洲」，其中藏語「白

玉」意為「吉祥盛德之處」），位於中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城北坡，是一座藏

傳佛教寧瑪派寺院，也是寧瑪派六大叢林之一（其他五座寺院是噶陀寺、竹欽寺、雪千寺、

多吉扎寺、敏珠林寺）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察青松多大酒店（準 4）或同級             海拔：白玉縣 3600公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9%B9%E5%8C%96/104268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8F%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5%AD%9C%E8%97%8F%E6%97%8F%E8%87%AA%E6%B2%BB%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7%8E%89%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8F%E5%82%B3%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8F%E5%82%B3%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1%E7%8E%9B%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1%E7%8E%9B%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9%B6%E9%99%80%E5%A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B%B9%E9%92%A6%E5%A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B%AA%E5%8D%83%E5%A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9A%E5%90%89%E6%89%8E%E5%A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8F%E7%8F%A0%E6%9E%97%E5%AF%BA


第 07 天   白玉縣【亞青寺、拉攏措】甘孜縣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 253 KM; 行車約6.5 小時 

早餐後乘車前往亞青寺參觀朝聖，之後經過拉攏措停留拍照，翻越卓達拉雪山，抵達甘孜

縣入住酒店休息。 

 

【亞青寺】——亞青鄔金禪修聖處。始建於西元 1985 年，由大圓滿成就者喇嘛阿秋仁波

切住持。主傳寧瑪巴大圓滿實修教法耳傳竅訣(成熟口訣法)——極密心滴部之車卻（直斷）、

脫嘎（頓超）。並嚴格要求弟子閉關實修。蓮花生大師曾對喇嘛阿秋仁波切今生弘法利生

的事業有眾多預言:「與此明空原始怙主之遊舞，毗盧遮那香雪海之化身佛土，百花盛開所

嚴飾之南瞻部洲之巔清涼雪域境內，第二銅色吉祥德山，亞青鄔金禪林中，龍薩娘波尊者

的化身蔣陽龍多嘉參尊者（阿秋仁波切）將成辦廣大教法和利益有情之事業。」 

 

【拉攏措】位於甘孜縣以南 90 公里處，四面被群山和高山草甸環繞，湖呈長方形，湖水

碧綠，似一塊翠玉，湖中生長著各種高原珍稀魚類。每當晴日，微風過處，波光瀲灩，山

色明麗，與藍天白雲交相輝映，美不勝收。春夏之季，湖邊草地上的野花競相綻放，爭妍

鬥豔，芬芳四溢，引得蜂蝶從四面八方紛紛而來，享受這大自然的無上恩賜。下午經甘孜

縣抵達新龍縣。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甘孜雍康大酒店（準 4）或同級              海拔：甘孜縣 3390公尺 
 

第 08 天    甘孜縣新龍縣【措卡湖·措卡寺】理塘縣 

 

【措卡寺】距今己有約 800 多年的歷史，由大修行者塔巴修建。塔巴瓦是龍樹菩薩化生。

“阿耶”是出類拔萃、超絕勝妙之意，在措卡寺的後山有自然顯現的“阿耶”二字及噶瑪巴的

腳印等諸多聖蹟。據史書記載，此地是觀音菩薩、馬頭明王、金剛手菩薩的重要道場之一。 

藏語“措”是湖泊，“卡”是旁邊的意思，所以也叫湖邊寺。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精品酒店同级（準 4）海拔：理瑭縣 3954公尺 

 



第 09 天   理塘稻城【稻城白塔、紅草地、白楊林】赤土河谷·貢嘎郎吉嶺寺日瓦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85KM; 行車約3 小時 

 
【稻城白塔】又稱尊勝塔林、勝利塔，藏語叫郎傑曲登。據說，當年釋迦牟尼佛涅槃之際，

眾多眷屬祈求世尊法身長駐，佛陀便囑修尊勝塔，並親自加持開光，以此代表法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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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身和塔基座，基座安放著一排排的轉經輪，以供藏民虔誠轉經，塔頂則

供奉著一尊菩薩。 

【稻城美麗的紅草地】在稻城縣城以北 28 公里處，桑堆鎮公路邊，有一個不起眼的小水

塘，每年秋天佈滿了紅色的水草，生長在水中的紅草，大都疏密相間，像灌木枝紮根在水

池中。這些紅草在陽光的照射下，紫裡透紅，非常美麗。海子裡有一些散落無序的頑石點

綴其間，平添幾多浪漫。遠處山腰斜坡上碩大的藏文六字真言，發散著一種雪域高原的神

秘與莊嚴。 

【萬畝白楊林】，翻越海拔 4300 多公尺的波瓦山，賞【赤土河谷】迷人風光、世外桃源

般藏式村一定會令你流連其中。 

 

換乘觀光車前往亞丁核心風景區，前往藍色星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稻城亞丁。一

路翻越知火紮郎山，經過原始次森林，峰迴路轉，抬頭一抬，哇！仙乃日雪山（6032

公尺）就在眼前！近在咫尺，完好的雪山如觀音抱瓶端坐，彷彿觸手可及，敬畏之心

油然而生！ 

 
在導遊的帶領下乘電瓶車，途經聖水門車前往最美的牛場－－洛絨牛場，去看那最美

的雪山－－央邁勇雪山。1928 年美籍探險家約瑟夫·洛克來到這裏，被那高貴的氣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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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邁勇雪山

的烘托和渲染下，四周顯得清遠空靈，貢嘎銀河從草場穿梭，林間溪流潺潺，與牧場

木屋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原始而又迷人的景色，令人進入返樸歸真的境界！抵達牛

場，只見央邁勇雪山就近在眼前，這裏的一切都處於原始狀態，沒有人為干攪，也沒

有任何破壞和污染。 

 

 

行進順序：（日瓦 35KM 亞丁村 5 KM 紮灌崩步行 15 分鐘至沖古寺步行 30 分鐘至珍珠海） 

早餐：酒店內 中餐：景區盒飯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日瓦綠野亞丁大酒店（准 5）或同級 海拔：日瓦鄉 2900公尺 

 

 

 



第 10 天    日瓦景區大門 『區間車約 1HR』劄灌崩『步行 20 分鐘』沖古寺 

『電瓶車 15 分鐘』洛絨牛場 『電瓶車 15 分鐘』沖古寺【沖古草甸、卓瑪拉錯、 

沖古寺河谷】劄灌崩 『區間車約 1HR』日瓦 

。 

【亞丁核心景區】以“最後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之魂”、”藍色星球最後一片淨

土”來形容真是名符其實。 這裏是中國保存最完整的一處自然生態系統，主要以雪山、

河谷、森林、牧場為主。【沖古寺】藏語意為填湖造寺，海拔 3900 公尺，始建於元朝，

至今有 800 多年歷史。傳說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加措看到此處沒有弘揚佛法的寺院，

於是就派讓降根秋加措大師來亞丁修建寺院，不料因建寺動土觸怒了神靈，降下災禍，

當地百姓全都患上了麻風病。大師悲天憫人，日夜誦經祈禱，後來百姓們的病全好了，

大師卻因病圓寂。人們為紀念祂，將祂葬在草原上，堆起了高高的嘛呢堆。800 多年來

寺院修建了一次又一次，但都是屢建屢衰。一九二八年，洛克先生來到日松貢布(三怙

主)進行考察時，曾在該寺住了三天，洛克先生透過寺院的小窗戶，沿著峽谷遠眺月亮

下寧靜、祥和的亞丁村，這就是希爾頓筆下香格里拉中美麗的「藍月山谷」的原型。 

【卓瑪拉措】意為“仙女、度母”之意，“措”：湖泊、海子之意，所以卓瑪拉措又

叫度母海，是仙乃日左邊白度母的魂湖，卓瑪拉措海拔 4100 公尺，面積 0．75 公頃。

美麗的卓瑪拉措，像一顆鑲嵌在蓮花寶座上的綠寶石，碧波蕩漾，水天一色，雲影波

光中，透出無限清麗;湖畔四周，參天巨樹，蒼翠如屏，春天湖邊簇簇杜鵑花，燦爛如

織，湖面上飄滿繽紛的花瓣，景色宜人；秋天，層林盡染碧波倒影出斑斕五彩的世界，

美景與倒影渾然天成，令人目迷神馳。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日瓦綠野亞丁大酒店（准 5）或同級             海拔：日瓦鄉 2900公尺 



第 11 天    日瓦稻城【紅草地】桑堆小鎮理塘【長青春科爾寺】雅江 
 

早餐後乘車經過桑堆紅草地，翻越海子山經理塘至長青春科爾寺，之後穿越高爾寺山隧道

抵達雅江，入住酒店休息。 

 

【紅草地】有一個足球場大小的水草灘地，其水中及岸邊有些花崗岩質的冰川漂礫物，在

每年的金秋時節，水中的水草彷彿在一夜之間被點燃！一團團、一簇簇的紅草張揚地撲向

水中，是那種最為豔麗的深紅。水將藍天、白雲、遠山都攬入懷中，給紅草灘增加了更多

炫麗斑斕的色彩。 

 

【海子山】（海拔 5020 公尺）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冰體遺跡，以

“稻城古冰帽”著稱於世。區內共有 1145 個大小湖泊，其規模密度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 

藏族稱高山湖泊為海子，所以得名海子山。海子山獨特的景觀是大小不一的花崗石漂礫（礫

石）組成的石河、石海及形態各異的冰蝕岩盆（海子），目光所及沒有樹木、河流，連野

草也很稀少，“蠻荒”得像是火星表面。 

中午抵達理塘縣。理塘縣海拔 4014 公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縣城，含氧量只有平原地

區的 48％。這裡有廣袤的草原濕地。 

 

【長青春科爾寺】康區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黃教寺院，寺院建築依山而上，

高低錯落，層次分明，大殿佛舍位於寺院中央和高處，體勢巍峨，拾級而上，給人以極目

雲天，絕塵歸神之感。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雅江雅西映象酒店（准 4）或同級            海拔：雅江縣 2670公尺 
 

第 12 天     雅江新都橋【攝影天堂】塔公【塔公大草原、塔公寺】康定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 189 KM; 行車約4.5 小時 

 

【新都橋】是令人神往的“攝影天堂”，地處在公路 318 國道南、北線分叉路口，是一片

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神奇的光線，無垠的草原，彎彎的小溪，金黃的柏楊，山巒連綿起

伏，藏寨散落其間，牛羊安詳地吃草……川西的平原風光美麗地綻放。這，就是新都橋，

令人神往的“光與影的世界”、“攝影家的天堂”。 

 

【塔公大草原】一望無際的大草原，點綴著成群的犛牛、馬匹，和座座帳篷，襯著藍天白

雲，雅拉雪山風光，一派塞外的遊牧風光！ 

 



【塔公寺】是甘孜州著名的薩迦派（花教）寺院。具一千多年的歷史，是康巴地區藏民的

一個重要聖地。在甘孜州，塔公寺、亞青寺和喇榮寺（色達佛學院）是著名的大寺院。塔

公的雅拉神山，從草原拔地而起，巍峨壯觀，終年銀裝披掛，群雲繚繞，與廣袤的綠色草

原和金碧輝煌的塔公寺相襯托，展示了一幅秀麗的高原風光。 

 

【康定】一座享譽世界的歷史文化名城，也是民國時期西康省的省會。一曲《康定情歌》

千古絕唱，醉了天下人。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康定康巴大酒店（四星）或同級             海拔：康定市 2560 公尺 

 

第 13 天    康定【木格措風景區】天全雅安永兴寺成都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 386 KM ; 行車約7 小時 

 

早餐後前往木格措風景區遊覽，之後經過雅安，返回成都入住酒店休息。 

 

【木格措風景區】風景區坐落于貢嘎山脈中段，距離康定市區約 17 公里，國家級重點風

景名勝區。由杜鵑峽、芳草坪、七色海、藥池沸泉、木格措（野人海）和紅海草原六個景

點組成，附近有其他多個高山湖泊和溫泉，原始森林、草原和雪山景觀互相交融。 

 

【永興寺】位於雅安蒙頂山風景區後山，始建於唐（一說三國就開始修建），盛於宋。 

唐時，意取“蒙山之龍脈”名龍泉院。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成都保利公園皇冠假日酒店（准 5）或同級          海拔：成都市 500 公尺 

 
第 14 天    成都【文殊院】香港臺北『KA887 1355/1655 +CX5482  1815/2010』 

香港高雄『KA887 1355/1655 +KA456  1855/2025』 
車時間：42 KM ; 行車約1.5 小時 

早餐後前往文殊院，後前往雙流機場乘機返程，結束愉快的川西朝聖之旅！ 

 

【文殊院】位於成都市青羊區，始建於隋大業年間（605 年—617 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集資重建廟宇，改稱文殊院。 

中國長江上下游四大禪林之首，四川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集禪林聖跡、園林古建、朝

聖觀光、宗教修學於一體的佛教聖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B7%E5%AE%9A%E6%83%85%E6%AD%8C/347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B7%E5%AE%9A


 
早餐：酒店內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參考售價 出 團 日 期                共計 14 日 

現金優惠: 66,000 2019年 9月 21日~ 2018年 10月 4日 

訂金:10000元  單人房差：10000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16人以上出團 

 

費用包含：  
01.全程經濟艙團體機票。 

02.司機、導遊之服務小費、交通、門票、三餐素食及住宿 

03.以 16人一團計價  

04.每天每人一瓶水  

05.全程投保 500萬旅遊保險＋海外急難救助，並有 20萬意外醫療險  

※14歲以下及 70歲以上僅能投保至 200萬。 

※非台籍旅客全程參團旅平險中”海外突發疾病醫療”無法承保,請自行加保有海外突

發疾病醫療之險種。 

費用不含： 
 01.個人護照費及個人性消費。       02.不含旅館之床頭及行李小費。 

03.不含北高來回接駁,不含接送費。  04.不含自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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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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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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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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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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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出團注意事項※ 

 
尊敬的各位遊客： 

您好！首先熱烈地歡迎您的到來！這將是全世界最美最奇妙的人文風光旅

行。在您出發前，請仔細閱讀以下內容，提前預祝您旅遊快樂~ 

一、出團前的準備： 

身體準備：進高原前睡眠和休息要充足，自備些肌苷口服液、腦心舒口服液、速效救心丸、藿香正

氣液、參片和感冒痢疾等常備藥品。嚴重高血壓、心臟病患者不宜進高原。凡有高血壓、

心臟病、腦益血、冠心病等病情或年齡在 60 歲以上，為了你的安全請勿隱瞞病情，並做

好準備。 

 

心理準備：保持樂觀情緒，如有心理負擔會加重高原反應，延緩人體適應高原氣候。進入高原每個

人都會感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應，如頭痛、胸悶、呼吸急促、噁心、嘔吐、失眠等，一般

來說過 1—2 天后，以上症狀都會逐步減輕或消失。 

 

證件提醒：請帶好身份證證件，藏區需一人一證入住登記。 

 

車輛安排：已根據參團人數安排合理的車型，建議請不要帶超大號行李箱，以免造成行李空間不夠用。

謝謝配合！ 

 

外套裝備：氣溫晝夜溫差大（晚上和白天大部分時間在零下）。需要保暖防寒服，如羽絨服、衝鋒

服、抓絨衣等；另高原的陽光和紫外線相當之強，您還需要準備一些防曬、防乾裂的個人

護膚品、雨傘、以及墨鏡；如果您需要隨時飲用熱水，請自備保溫水杯。進藏前，可以先

服用一些髙原安、肌苷口服液、紅景天等中藥抗髙反藥物。心理作用很重要，請放鬆心情。

另外如果您曾經有大型的心臟手術、嚴重的髙血壓、冠心病、心臟病等病史，請勿冒然前

往，一定要諮詢醫生後決定繼續還是放棄您的行程。另外：進藏前，請一定不要感冒。 

 

酒店安排：在藏區的特殊地理環境，請您判定酒店標準時不要以中國沿海及內地標準去衡量。無論

是硬體還是軟體都要落後於中國內地。另外，10 月金秋的酒店在這個季節用房還是處於異

常緊張狀態，如果您有特別的要求，如要求單間，請儘早提出，以防出現臨時不能滿足您

的需求。 

 

關於餐飲：在用餐過程中，我們將安排 8 菜 1 湯的用餐標準。路途都比較遙遠，中途用餐的餐廳都

比較少，餐廳的用材都不夠豐富，用餐未必會準時，請您理解，也不要挑食。請您備一些

自己喜歡的零食。因路途遙遠，不能按時用餐，請帶好巧克力、牛肉乾等乾糧。路途的河

水、溪流，請在參觀的時候注意安全，不要下河踩水，更不能飲用。 

 

關於安全：請服從領隊和導遊的統一安排，切勿掉隊，注意安全，如水溝、暗坑、懸石、犬類…… 

 

關於購物：全程沒有安排購物專案。在自由活動期間，儘量不要在小攤小販處購物，以防上當受騙。 

 

二、旅行中的注意事項： 

1、初入高原多休息，多喝水多吃水果，禁煙酒。不要奔跑和劇烈運動，飲食宜有節制，不可暴飲暴

食，以免增加腸胃負擔。 



   進入藏區後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請儘量不要吸氧，以杜絕對吸氧的依賴性。 

   在藏區沒有適應高反的情況下，請儘量不要吸煙，更不要飲酒。 

   另外：車內絕對禁止吸煙！ 

 

2、避免高原惶恐心結、群體恐慌： 

進入高原，很多高原反應症狀實為惶恐起心結，放鬆心情，症狀自然沒。一般兩天以後就完全適

應了高原氣侯，所以，初上高原前兩天，應少運動，適時自我調解體能及心情，比如聽歌，說笑

話、賞風景；不宜於團友之間過多議論不適之症，以免造成群體恐慌。 

 

3、藏區屬特殊地區，請和睦相處，尊重民族地區的文化和信仰習慣，不得見到藏民就拍照，如需拍

照，須先經過被拍照人許可，且問清是否收費（如果不需收費，也應回贈幾顆水果糖，以示友好；

故：出團前準備些水果糖、小禮物或文具之類）。但若遇有大群小孩出現，切不要上前派送禮物，

以免發生哄搶！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4、行程中無安排騎馬，如有自費騎馬情況，需經過領隊許可，且需有馬夫牽著韁繩走，遇路面坎坷

凹凸不平時應下馬步行，以避免馬失前蹄或身體失去平衡而跌落摔傷，馬是容易受驚的，儘量不

要做突然的動作，平時也不要站馬的後側面或後面，當心馬後蹄踢人！騎馬時遇下坡路段身體儘

量後傾；遇上坡路段身體儘量前傾，兩腿夾緊馬腹，緊蹬馬鞍。 

 

5、此線路條件相對比較艱苦而且路途遙遠，經常不能按時抵達就餐點（如：遊覽亞丁景區當日的午

餐是旅行社準備的乾糧），同時所經地區多為少數民族地區，條件有限、物質匱乏，用餐多有不

合口味之處。所以自備佐餐，同時準備足夠的乾糧、礦泉水等食品在途中食用。 

三、提別提示 

如因天氣、道路等非人為因素造成的行程變動，在不改動行程中景點的前提下，組織方有權根

據季節和路況對其做出相應及時的調整。並享有最終解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