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7/5.12.19.26                                       團費：每人／NT 34,600 起 

        8/2.9.16.23                                   每人／NT 33,000 起 

        9/6.13.20.27                                  每人／NT 37,3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點，顛覆市場團體購物多的四川行程!!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四川省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了解也供旅客選擇，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推薦自費 峨嵋山聖像歌舞秀 NT:1200/人(不強迫)。 

特別贈送 藏羌歌舞秀、芙蓉國粹‧川劇變臉秀、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FE-181 高雄 成都 14:20 18:05 

第八天 FE-182 成都 高雄 19:05 22:05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高雄成都 

※ 搭機前往四川省省會－成都。 

【成都】：地處全川中心，是四川省政治、經濟、文化、旅遊的核心，成都不僅人文景觀豐富，自然

風貌也獨具一格，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詩人就唱出了「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的名

句。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成都小吃 40 

住宿：★★★★★希爾頓花園酒店／或溫德姆至尊豪廷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成都茂縣（松坪溝風景區（長海、五彩池、墨海、白石海）(含景區觀光車)）)  

【疊溪海子】：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地震遺跡之一，原屬疊溪古鎮所在地，1933 年 8 月 25 日 7.5 級的地

震，使整個古鎮瞬間下陷 50 米，使岷江斷流而形成了岷江上游最大的一個堰塞湖，即這片疊溪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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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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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40／晚餐：茂縣餐廳 40 

住宿：準☆☆☆☆西羌家園酒店／或茂縣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茂縣黃龍風景區(不含纜車) 九寨溝 

【九寨溝】：四季皆可旅遊，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冬季~如冰似水 春季~詩情畫意 夏季~月明風清 秋

季~萬紫千紅，變化萬千構成了炫麗的夢幻絕景，春湖、夏瀑、秋林和雪山，景色殊異，渾然天成，

是世界上最壯觀的奇觀。 

【日則溝風景線】：全長十八公里，在諾日朗和原始森林之間，是九寨溝風景線中的精華部分，美豔

絕倫，變化多端。在這裡，有的海子色彩豔麗，如變幻莫測的萬花筒；有的原始自然，如入仙境；有

的幽深寧靜，如攝人的寶鏡，其間更有落差最大的瀑布、聚寶盆似的灘流，古木參天的原始森林，各

個景點排列有序，高低錯落，轉接自然，給人以強烈的美的感受，使人激動不已。 

【則查窪溝風景線】：長十八公里，從諾日朗直到長海，是九寨溝四條遊覽線中距離最長、海拔最高

一條。則查窪溝層巒疊嶂，山勢挺拔，眺望遠方，皚皚雪峰，盡收眼底，豔陽之下冰川“Ｕ”型穀，

使人目眩。 

【樹正溝風景線】：譽為九寨溝的縮影，這裡有神奇詭秘的海子，多姿多彩的灘流，還有原始磨坊和

棧橋點綴其間的群海和群瀑以及氣勢雄偉的大瀑布，使人目不暇給，不禁讚歎大自然造景之神奇。 



【藏羌歌舞秀】：中國的藏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中國的藏鄉是歌舞的故鄉。藏族同胞不但節日

唱歌，勞動唱歌，祈神唱歌，而且日常生活也離不開唱歌：喝酒時有酒歌，打茶時有茶歌，走路時有

路歌。就是這歌舞環境孕育了九寨溝人的活潑天性，再加上祖先留下的能歌善舞的遺傳基因，人們一

到這裡就落進了歌舞的旋渦。 

※ 晚上帶您觀賞★藏羌歌舞秀(如秀場關閉，則改藏族家訪)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川主國際 40／晚餐：酒店自助 138 

住宿：★★★★★九寨溝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九寨溝 (含環保車散票)（日則溝、則查窪溝、樹正群海、藏羌歌舞秀） 

【黃龍風景區】：與九寨溝毗鄰，以彩池、雪山、峽谷、森林"四絕"著稱於世。是一條長約 7 公里，

寬約 300 米的鈣化山峽，周圍環繞著原始森林，高度介於海拔 3145-3578 米，宛如一條長 3.6 公里的

瓊漿玉液滾滾而下，亦如一條盤踞于莽莽叢林的金色巨龍。峽中 3400 多個天然玉成的華泉順坡而下，

飛珠濺玉，瀉翠流金，各彩池池壁似黃玉砌成，大者畝餘，小者如盆，玲瓏剔透，池水五彩繽紛，變

化萬千又都清澈透明，泌人心脾，構成了炫麗的夢幻絕景，是世界上最壯觀的鈣化奇觀，有著人間瑤

池的美譽。1991 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自然遺名錄》。 

※註 2：如天候因素影響，黃龍景區關閉則改參觀牟尼溝景區。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景區自助 60／晚餐：九寨餐廳 40 

住宿：★★★★★九寨溝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5天 九寨溝茂縣（疊溪海子、松潘古城(不上樓)）都江堰 

【松坪溝風景區】：松坪溝旅遊景區生態環境原始古樸，風景宜人，以雄山、異水、秀林、幽溝、地

震遺址、羌族民俗風情為遊客矚目，富貴山、獅子山的“雄”、疊溪上下海子、五彩池的“秀”、地

震遺跡秀麗景觀的“異”、高山草甸奇花異草、原始森林奇樹異景的“奇”、魚兒寨、長海、墨海林

的“幽”……一年四季皆勝景，春夏季節山花爛漫，夏秋時節青松蒼翠，林木蔥郁，深秋時分紅葉漫

山，冬季高山白雪飛舞，讓人彷佛置身仙境。 

【長海】：松坪溝海拔最高的海子，也是松坪溝最長的海子，夾在兩山之間，靜靜的趟在那裡；到了

海邊，就能體驗到"無限風光在險峰"的境界，海是因為地震形成的高山堰塞湖，因為長，固取名長海。

長海長 900 米，水域面積 110 畝、海拔 2900 米，站在海邊，心曠神怡，詩情畫意。 

【五彩池】：是一片彩色的水，也叫愛情海，總給人五種顏色的心情五彩池如藏在深閨的女人，給人"

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覺，石上的水聲，則像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詩句。池邊生長的草兩兩相

依，據說，草是成對成雙的，如果傷害了其中一株，另一株也會慢慢枯萎，是堅貞愛情的象徵。所以，

池水就如一面鏡子，透明而純潔，包含了人間崇高的情感，與之相伴，只要心誠，就有好姻緣。 

【墨海】：是最奇特的海子，水的顏色如藍墨水一樣深邃，所以叫墨海。墨海因岩壁斷裂下陷積水和

山體崩塌阻塞水流而形成，面積 28 畝，水沉澱在黛青色的岩石上，深不見底，四周林立的山峰、綠

葉成蔭的樹木、翠綠的蒼松和雜生的花草倒映其中，水裡水外相互作用，水就變得了深藍如墨，就像



傾倒的一池墨水。狹長的墨海，在海邊完全看不出它的形狀，陽光下的墨海，波光粼粼，靈氣逼人。

站在邊上，極目遠望，只見金色的陽光灑滿水面，微風拂過，蕩起粼粼水花，四周山峰峭立、林木茂

密，山、水、林在幽靜中組成了一幅淡雅的水墨畫。 

【白石海】：松坪溝旅遊景區最大的海子，也叫公棚海、瓦爾普海，因海邊有一塊神秘的白石而得名，

長 1600 米、寬 250 米、水域 40 萬平方米，最深處 80 余米。海的形狀就像一把平放的鐮刀，刀尖部

分最深，與懸崖夾縫間綠得讓人心碎，送刀頭到倒尾，有一條從中間劃過的"海馬線"，把水分成兩個

部分，湖面藍天白雲，青山樹林倒映其中。海裡溢滿了神秘的傳說，如海邊的白石頭，傳說就是拴海

馬的拴馬樁，每年都在增長，從不會被水淹沒。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遊客中心 40／晚餐：都江堰餐廳 40 

住宿：準☆☆☆☆古城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6天 都江堰黃龍溪古鎮樂山大佛(遊船) 峨嵋山 

【黃龍溪古鎮】：於成都郊縣雙流的古鎮黃龍溪，這瀏覽欣賞古色古香的街道，拍照別具特色古建築。 

【峨嵋山】：峨嵋山乃自然文化雙料遺產，不僅僅是宗教名山（大行普賢菩薩的道場），也是植被豐富

的大自然樂園，珍稀動植物與特殊地質、佛道遺跡，都在在顯示峨嵋的獨特勝境。 

【樂山大佛】：大佛地處四川省樂山縣城東，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匯合的淩雲山上，「佛是一座

山，山是一尊佛」，大佛高 71 公尺，頭高 14.7 公尺，髮髻有 1021 個，耳長 6.72 公尺，鼻長 5.33 公

尺，眼長 3.3 公尺，肩寬 24 公尺，手的中指長 8.3 公尺，而腳背寬 9 公尺，長 11 公尺，可圍坐百人

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石刻佛像；樂山大佛依山傍水，風光奇絕，名勝衆多，景點相連，恰似一

幅美不勝收的畫卷。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聚合軒 40／晚餐：酒店餐廳 40 
住宿：準☆☆☆☆世紀陽光 4 星樓酒店／峨嵋山智選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7天 峨嵋山（報國寺、伏虎寺(含電瓶車)）成都（熊貓基地(含電瓶車)、芙蓉國粹川劇變臉秀） 

【報國寺】：位於四川省峨眉山市峨眉山麓的鳳凰坪下，全國重點寺院之一，海拔 533 米。寺院坐北

朝南，占地百畝；原為山中第一大寺，其原址在伏虎寺對岸的瑜伽河畔，始建於明萬曆年間（1573—

1619），原名會宗堂，清初遷建於此，順治九年重建；康熙四十二年（西元 1703 年），康熙皇帝取佛

經“四恩四報”中“報國主恩”之意，禦題“報國寺”匾額，王藩手書；報國寺歷史上經過數次修葺，

寺院得以完整保存，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維修、擴建的次數最多；1993 年，又新建了鐘樓、

鼓樓、茶園、法物流通處，使報國寺更加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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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基地】：已成為國內開展大熊貓等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移地保護的主要基地之一。常年飼養有大

熊貓、小熊貓、黑頸鶴、白鸛和白天鵝、黑天鵝、雁、鴛鴦及孔雀等動物。是將著力為大熊貓創造近

似於野外的生活環境，將人工繁育的大熊貓經過野化訓練和適應性過渡階段後，再放歸野外棲息地，

以最終達到延續和保存這一珍稀瀕危物種之目的。 

【芙蓉國粹川劇變臉秀】：是中國戲曲寶庫中的一顆光彩照人的明珠，為四川、雲南、貴州等西南幾

省人民所喜見樂聞的民族民間藝術。在戲曲聲腔上，川劇是由高腔、昆腔、胡琴腔、弱腔等四大聲腔

加一種本省民間燈戲組成的。這五個種類除燈戲外，都是從明朝末年到清朝中葉，先後由外省的戲班

傳入四川。『芙蓉國粹』是一台全國首創以川劇元素為主體，展現成都風土人情的情景劇。該劇講述

了兩位明末清初的川劇藝人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鴛鴦火鍋 48／晚餐：榮順園 40 

住宿：★★★★★希爾頓花園酒店／或溫德姆至尊豪廷酒店／或同級 

第8天 成都（四川省博物館、寬窄巷子、浣花溪公園、環球州際購物中心）高雄 

【四川省博物館】：素享“天府”盛譽的四川省，擁有秀麗的山川和遼闊的沃土，遍佈各地的名勝古

跡和豐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反映著四川歷史的發展進程，它是我國文化寶庫的組成部分。四川省博物

館便是收藏和展出四川省文物的重要場所之一。四川省博物館創建於 1941 年 3 月，1952 年由“川西

博物館”更名為“四川博物館”。 

【寬窄巷子】：是最世界、最古老、最時尚的老成都名片、新都市會客廳。 

【浣花溪公園】：浣花溪歷史文化風景區的核心區域，位於成都市西南方的一環路與二環路之間，占

地 32.32 公頃，建設總投資 1.2 億元，是成都市迄今為止面積最大、投資最多的開放性城市森林公園，

被評為成都市唯一的五星級公園。 

【環球州際購物中心】：環球州際購物中心為世界最大單體建築之一，主體建築以"流動的旋律"為設

計理念；建築以"海洋"為設計主題；衍生出"飛行之海鷗、漂浮之鯨、起伏之海浪"的建築形態；創造

出內陸城市"海景風情島"的娛樂休閒模式。項目總建築面積約 176 萬㎡，地上建築面積約 117.6 萬㎡，

地上面積約 58.4 萬㎡，集遊藝、展覽、商務、傳媒、購物、酒店於一體的多功能建築。成為成都市

的娛樂天堂、購物天堂、休閒天堂和美食天堂。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欽善齋藥膳 65／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 護照影本一份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三)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至 3.6公分，與護

照規格相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四)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五)未滿 16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06.08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