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高雄重慶【洪崖洞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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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直飛」飛往素有山城之稱的『重慶』
。【重慶市】簡稱「渝」，
是中國的四大直轄市之一和五大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長江上游地區經濟中心、
國家重要的現代製造業基地，西南地區綜合交通樞紐。
◎使用餐食：早餐─Ｘ ／ 午餐─Ｘ ／ 晚餐─金易酒樓 RMB80
◎使用住宿：五星 申基索菲特大酒店 ／ 或同級

第二天

重慶自貢【恐龍博物館、鹽業博物館】
峨嵋山【報國寺、伏虎寺<含電瓶車>】

【恐龍博物館】自貢恐龍博物館在世界上與美國國立恐龍公園、加拿大恐龍公園齊名，合稱為世界三大恐
龍博物館。四川自貢不僅著名的鹽都，而且還是我國重要的恐龍化石產地。這一帶侏羅紀（1.35 億年-2.1
億年前）的陸相地層相當發育，恐龍化石就埋藏在侏羅紀早、中期陸地層中，而此期的恐龍化石正是世界
恐龍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所以自貢的恐龍化石為研究恐龍的演化，提供了豐富的的原始資料。
【鹽業博物館】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坐落在市中心解放路東段的西秦會館中。西秦會館是清初陜籍
商人于乾隆年間在自貢合資興建的同鄉會館，又名武圣宮，內供關帝神位，亦稱關帝廟，俗稱陜西廟。進
門的門樓上方是一座用于唱堂會的戲臺，走過一片由石板鋪成的幾百平方米的空場院壩，拾階而上進入正
殿看臺大廳。空場兩邊的是廊墻，兩側樓上是廂房，整個會館占地 3 千多平方米。最有特色的是它的門樓，
它約有四層樓高，左右共 12 個飛檐挑角，挺拔高昂，展翅欲飛，好似列隊的飛雁，又好似古代將軍的頭盔
護翅。戲臺的圍欄和門樓的外墻上的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和傳統戲劇的磚雕、木雕、石雕、彩塑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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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國寺】峨眉山最大的一座寺廟，峨眉進山的門戶。該寺始建
於明代萬歷年間，為全山八大名寺之一，寺內正殿原供奉著佛、
道、儒三教的代表，清康熙帝取佛門“報國主恩”意，改為報國寺。
【伏虎寺】峨眉山最大的比丘尼寺院。整座寺院掩映在密林之
中，因而有“密林藏伏虎”之稱。然而神奇的是，寺院的屋頂上終
年無敗葉堆積，堪稱一絕，康熙皇帝因而禦賜「離垢園」匾額。
◎使用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鹽幫菜 RMB50 ／ 晚餐─酒店合菜 RMB80
◎使用住宿：四星 峨嵋山 世紀陽光酒店四星樓 ／ 或同級

第三天

峨嵋山樂山【游江觀看樂山大佛(不上山)】茂線【坪頭羌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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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坪頭羌寨】茂縣羌鄉古寨景區是國家 AAAA 級景區,茂縣是世界最大的羌族核心聚居地。羌鄉古
寨是“5.12”地震後，整合兩個保留歷史傳統羌文化精髓的古寨資源，在恢復重建基礎上，精心規
劃的新興旅遊景區。景區由兩寨一廊構成，兩寨為坪頭寨和牟托寨，一廊為兩寨之間沿 213 國道和
岷江延伸的跨度 25 公里的景觀長廊。景區內擁有大量歷史古跡，如商周石棺、戰國古墓、莊王墓、
千年神樹、土司衙門、茶馬古道、宗教廟宇等。且風景秀麗，區內擁有溶洞、幽谷、瀑布等奇觀，
青山連綿，江水浩蕩，美不勝收。
◎使用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樂山豆腐宴 RMB50 ／ 晚餐─酒店羌味 RMB70
◎使用住宿：準四星 茂線國際大酒店 ／ 或同級

第四天

茂線黃龍<含上行纜車>九寨溝

【黃龍風景區】黃龍風景區平均海拔 3100 米，由主景黃龍溝貫穿全區，因溝內石灰岩滲出大量的

碳酸鈣岩溶水，流淌的水流受阻，產生環流或滯流，形成梯田狀
相連的堤埂結晶。因其色澤褐黃，遍佈全溝，俯瞰宛若一條金色
巨龍橫臥在山中，因而名為「黃龍溝」。襯以周圍的林木，構成
一幅仙境般的美景，被譽為「人間瑤池」。『五彩池』，池群面積
2．1 萬平方米，有彩池 693 個，是黃龍溝內最大的一個彩池群。
池群由於池堤低矮，汪汪池水漫溢，遠看去塊塊彩池宛如片片碧
色玉盤，蔚為奇觀。“玉盤”在陽光的照射下或紅或紫，濃淡各
異，色彩繽紛，極盡美麗嬌豔。之後沿著步道下山，兩旁邊坡可欣賞到大大小小的各種鈣化形成的
海子，讓人彷彿置身在仙境，美不勝收。
◎使用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遊人中心 RMB50 ／ 晚餐─酒店合菜 RMB80
◎使用住宿：準五星 天源豪生大酒店 ／ 或同級

第五天

九寨溝<含景區內公共巴士，非包車>、九寨千古情藏羌歌舞秀

【童話世界九寨溝】：九寨溝飛瀑是全國重點風景名勝區，坐落
在四川省松潘、南坪、平武三縣交界的眾山竣齡之中。九寨溝風
景，主要集中于水景，由眾多的湖泊和連接這些湖泊的瀑布群，
構成一幅奇麗的景色。位於四川省西北部，岷山山脈南段，朵爾
那峰北麓，是長江水系嘉陵江源頭的一條支流，園內的則渣漥溝、
日則溝、樹正溝三條溝構成「Ｙ」字形，三條溝總長五十多公里，
成階梯級的分佈了ㄧ百一十四個海子、十七個瀑布群、五處流灘、
四十七眼泉水、十一段湍流，水質清澈透明，森林原始繁茂，以
擁有童話世界般的美景著稱。
【九寨千古情藏羌歌舞秀】全球首創的 5D 劇院實景演出，也是
迄今為止四川省投資最巨、科技含量最高、藏羌原生態文化容量
最大的旅遊演藝秀。演出分為《藏密》
、
《古羌戰歌》
、
《漢藏和親》
、
《大愛無疆》、《九寨傳說》、《天地吉祥》等場。優美而神秘的藏
羌歌舞帶你進入穿越時空之旅，輝煌的大唐皇宮展現了文成公主
漢藏和親的壯舉。全球首創的 5D 實景和高科技手段再現了阿壩
州 512 汶川大地震的慘烈場面，山崩地裂、房倒屋塌，整個劇院
和數千個座位強烈震動，3000 立方大洪水排山倒海般頃刻而下，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一幅幅感人
的畫面展現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抗震救災的大愛無疆。註：若遇九寨千古情停演，團體將以現場
退費 RMB60/人，不便之處請見諒。
◎使用餐食：早餐─酒店內 ／ 午餐─諾日郎餐廳自助餐 RMB60 ／ 晚餐─酒店自助餐 RMB138
◎使用住宿：準五星 天源豪生大酒店 ／ 或同級

第六天

九寨溝松潘【<外觀>松潘古城<不上城樓>、疊溪海子】黑水達古冰川

【松潘古城<不上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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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溪海子】1933 年 8 月 25 日茂縣大地震造成的堰塞湖。當時
發生 7.5 級強烈陷落地震，地震引起山體滑坡，山崩地裂，台地
下沉，疊溪古城亦因此而遭受毀滅，城中軍民 3000 餘人全部遇
難。地震後下沉處，岷江倒灌，淹沒古城，形成三個碧綠的海子，
這便是疊溪大小海子。疊溪海分上、中、下三個海子。
◎使用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中式合蔡 RMB50 ／ 晚餐─酒店合菜 RMB80
◎使用住宿：準五星 冰川國際酒店 ／ 或同級

第七天 達古冰川<含觀光車+索道>成都
【達古冰川】達古冰川是中國第一彩色冰川，也是迄今發現的世
界上海拔最低、面積最大、年紀最輕的冰川，“春天觀山花、秋
天觀彩林、夏天觀冰川、冬天觀雪景”是達古冰川最顯著的特徵。
達古冰川景區位於黑水縣城西北部，蘆花鎮三達古村境內。景區
保護面積 632 平方公里，遊覽面積 210 平方公里。紅軍長征三進
三齣黑水，翻越的最後一座大雪山達古雪山就在該景區內。達古
冰川係罕見的現代山地冰川，已形成上億年。達古雪山山頂終年
積雪，氣勢磅磗，山峰錯落有致，在陽光的照射下銀光燦燦，十
分壯觀。雪山的北坡和南坡發育有厚 60-200 米的現代山地冰川，其中最為壯觀的三截冰川，即 1、
2、3 號冰川，面積約 8.25 平方公里,形成年限達億年，是整個景區的靈魂所在。冰川景區內環境保
護良好，資源組合完整，即有現代山地冰川，又有瀑布、湖泊、原始森林、成片的杜鵑林和星羅棋
佈的草甸，而且景區內野生動物的可視率極高，常常會給遊人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
◎使用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蔡 RMB50
晚餐─小天鵝火鍋 RMB68
◎使用住宿：五星 保利皇冠假日／ 或同級

第八天

成都<高速公路/約 4H>重慶【外觀人民大禮堂、洪崖洞】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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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禮堂<外觀>】重慶市人民大禮堂是一精美奇巧的東方式建築。1987 年，英國出版的世界
建築經典著作《比較建築史》收錄我國當代 43 項建築工程，將該建築排列為第二位。
※之後前往機場飛往高雄，結束這趟愉快的旅程。
【洪崖洞】穿越三千年巴渝文化，方寸之間，縱覽千里巴渝的大好江山，
洪崖洞建築群沿嘉陵江而建，長 600 多米，因水而生，順崖而長，高低
錯落，依山就勢，當整個城市都在努力尋找自己文化根源的時候，當每
個城市都在竭力保護並向世界推薦自己的文化遺產之際，洪崖洞以它獨
特的吊腳樓風貌展現了重慶千年巴渝的精神。上海有新天地，北京有四
合院，蘇州有周莊，重慶更有了洪崖洞。洪崖洞的出現讓人讚歎巴渝先
民的智慧，讓人瞻仰巴渝文化的浪漫。

◎使用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一品香 RMB70
◎使用住宿：溫暖的家

晚餐─機上簡餐

本行程注意事項：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貼心說明：
1. 以上行程順序可能因天侯、交通航班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但絕不會減少。
2. 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孩亦同。
3.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70 歲以上老人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4.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5.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
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 】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6.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團體行
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7.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另若遇貴賓
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8.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9.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