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6/21                                團費：每人／NT26,500 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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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小費及簽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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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品質有保障!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 項目，旅遊品質有保障! 

貼心安排 三排 VIP 座車、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1天 高雄澳門成都【錦里一條街】 
※集合於國際機場，待專人辦好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由澳門飛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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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里一條街】整個建築體現了四川明清時代的風格，與現存的清代建築融為一體。川茶、川菜、川
酒、川藥、川戲、名小吃、手工藝品等代表蜀文化的精華盡在其中，讓人恍若置身古老成都市井。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鴛鴦火鍋 RMB58 

住宿：準★★★★★雅居樂豪生酒店／或希爾頓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2天 成都【臥龍熊貓基地(不含電瓶車)】日隆【四姑娘山-雙溝橋景區(含觀光車)～牛

棚子、攆魚壩、珍珠灘、人參果坪】 
【臥龍熊貓基地】位中國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邛崍山脈東南坡，覆蓋面積約 20 萬公
頃，是大熊貓的主要棲息地之一。同時也是珍貴瀕危植物、其它國家級重點保護瀕危動物的棲息地。 
【四姑娘山風景區】世界自然遺產，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級地質公園，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四川大熊貓棲息地世界遺產，全國十大登山名山。 
★溫馨提醒：此旅遊地區屬高原地區特殊路線，車程及住宿條件較一般沿海旅遊路線辛苦，全程上的住宿、用餐、車況比

不上大陸一級城市旅遊地區的條件。旅遊途中請切記【慢、慢、慢】，慢慢走路、慢慢說話、慢慢沉思。如果症狀嚴重者，

請即時通知導遊或是領隊人員。同時請隨身攜帶個人藥品和抗高原反應的藥物。 

【雙橋溝】在海拔 400 米的雙橋溝裡，既有低山地帶常見的成片樺木林、柏楊林、青楓林，也有高山
地帶的雲杉、冷杉、紅杉還有成片的沙棘、灌木、落葉松。這種立體分佈的植物與雄狀奇特的高山一
結合，就構成了包括五色山在內的雙橋溝八大景觀。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臥龍餐廳 RMB50／晚餐：酒店晚餐 RMB50 

住宿：準★★★★悅山酒店／或雲天商務酒店／或意境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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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X-657 高雄 澳門 09：55 11：30 

第一天 NX-198 澳門 成都 12：20 14：40 

第八天 NX-189 成都 澳門 08：30 11：05 

第八天 NX-668 澳門 高雄 18：10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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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 日隆【四姑娘山-長坪溝景區(含觀光車)～喇嘛寺、蟲蟲腳瀑布、枯樹攤】

丹巴【甲居藏寨】新都橋 
【長坪溝】古戰場遺址，四姑娘山三溝一山之一。長坪溝全長 29 公里，面積約為 100 平方公里，峽
谷長天、平緩悠長，四姑娘山就坐落在溝內 16 公里處。清代乾隆年間，清朝廷兩次征戰金川曾在此
廝殺，昔日古戰場遺跡難覓，但仍可想像當年的劍影與炮聲。溝內有藏族村寨星羅棋布，溝底有藏民
每年祭祀四姑娘神山的鍋莊台，以及喇嘛寺。 
【甲居藏寨】『甲居』藏語是百戶人家之意。藏寨從大金河谷層層向上攀緣，一直伸延到卡帕瑪群峰
腳下，整個山寨依著起伏的山勢迤邐連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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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雲天商務 RMB50／晚餐：酒店晚餐 RMB50 

住宿：準★★★★攝影天堂酒店／318 酒店或同級 
 

第4天 攝影天堂～新都橋【遊覽觀景台】理塘【長青春科爾寺、海子山保護區

(途經)】稻城【紅草灘(季節風光，每年 10 月為觀賞期)、赤土河谷(途經)】日瓦 
【新都橋】又叫東俄羅，是一個鎮名，而不是一個景區。新都橋海拔約 3300 米，並沒有突出的標誌
性景觀，但沿線卻有 10 餘公里被稱為『攝影家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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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春科爾寺】也稱為理塘寺，位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縣，是康巴第一大格魯派寺院，曾有
稱曰：「上有拉薩三大寺，下有安多塔爾寺，中有理塘長青春科爾寺」。長青春科爾寺於 1581 年（第
三世達賴喇嘛時期）開始修建，第二世香根活佛（1908 年－1949 年）時期發展迅速，寺院僧人曾達
到七千人。改革開放後，寺院逐漸發展，恢復了法相院和密宗院，寺內大殿可容納 3500 人。 
【海子山保護區】平均海拔 4500 米，最高峰果銀日則海拔為 5020 米，共有 1145 個大小海子。其
規模密度在我國是獨一無二的，故名海子山。海子山位於理塘與稻城兩縣之間。世界上罕見的古冰帽
石海、冰湖景區，來到海子山，你會明白，你已身心貼近天庭，腳下的地平線已驕視群山、此刻往日
的卑微、失落一切都散盡，大有征服者之感。站在海子山，極目遠眺，天地混然一體，景象壯觀，憾
人心魄。 
【紅草灘】稻城桑堆的紅草地位於桑堆至稻城的公路旁邊。如果不是秋天，這裡的景色絕不會特別吸
引你的注意力，一個僅足球場大小的水草灘地，水中及岸邊花崗岩質的冰川漂礫物隨意地擺放著，幾
隻小豬在水邊的草地上拱食，亂泥翻擱了一地。但到了每年 9 月底 10 月初，景色就會完全不一樣，
水中的水草仿佛在一夜之間被點燃，一團團、一簇簇的紅草極為張揚鋪向水中，是那種最為艷麗的深
紅。 
【赤土河谷】風光迷人，有清澈的河流，洶湧的河水，錯落有致的石塊，婀娜的樹枝和色彩斑斕的山
坡...一路上還能看到就如世外桃源般的藏式民居與萬畝挺拔的楊樹，仿佛置身童話世界當中。在這裡
能觀賞到原始的高山、峽谷、河流經幡、神奇的瑪呢堆，還能一睹稻城亞丁最大的黃教寺院——貢嘎



吉嶺寺。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酒店晚餐 RMB50 

住宿：準★★★★亞丁智選假日酒店／或華美達安可酒店／或同級 
 

第5天 日瓦【亞丁景區(含電瓶車+觀光車)、沖古寺、洛絨牛場、珍珠海、遠眺三座神

山～仙乃日神山、夏諾多吉神山、央邁勇神山】 
【亞丁風景區】位於稻城的東南面，約 130 公里，它方圓千餘平方公里，主體部分是三座完全隔開，
而相距不遠，呈『品』字形排列的雪峰，被稱為三座神山。它的景致保持著在地球上近絕跡的純粹，
被譽為『藍色星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景區內的主要景點就是三座『神山』以及蒙自大峽谷、俄初
山、阿西高山公園等。三座，『神山』分別是仙乃日、央邁勇、夏諾多吉。 
【沖古寺】海拔 3880 米的沖古寺位於仙乃日雪峰腳下，建寺年代已無從考證。該寺院已被嚴重毀壞，
目前只剩下一片殘垣斷壁。此寺隸屬貢嘎朗吉嶺寺，根戈活佛派有紮巴在此念經頌佛，小經堂內供有
泥塑釋迦。在寺對面的山上有一處古代僧侶閉關修行之處，建在懸崖峭壁之上，如果有興趣，體力又
好的話不妨沿小路上去探尋一番。 
【洛絨牛場】海拔 4150 米，被三座雪峰所環繞，是附近村民放牧的高山牧場。貢嘎河從草場穿梭，
林間溪流潺潺，成群的牛羊在這裡享受著充足的陽光、青青的草地和純淨的湖水，享受著大自然所賜
予的悠閒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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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自然相依為命，和諧相處。他們純潔樸實，和睦共處，善待客人。這裡，也是最後的香格里拉。 
【珍珠海】位於中國四川省西南邊緣稻城縣亞丁風景區。嚴格意義上說珍珠海只能算是一個大一點的
水潭，碧綠的水色在清晨天空的映射下發著幽幽的光芒，仿佛就是一塊跌落在人間的深色翡翠。湖水
正好倒影著仙乃日的雄姿，雖不全，但也足以讓湖水沾上點神山的靈氣，生機勃勃起來。 
【仙乃日】(意為觀世音菩薩)：海拔 6032 米，是稻城縣第一高峰，看似觀世音菩薩坐於蓮花臺上，
手持寶瓶乘祥雲而來，慈目注視腳下人間仙境，夏天雪線下瀑布成群連片，氣勢宏偉壯觀，山腳下分
佈著由草地、森林、湖泊完美組合的景致，美不勝收。 
【夏諾多吉】(意為金剛菩薩)：海拔 5958 米，似一位英俊剛烈、神彩奕奕的少年。這三座雪山佛名
三怙主雪山。在世界佛教二十四聖地中排名第十一位。"屬眾生供奉朝神積德之聖地"。據歷史記載，
西元八世紀，蓮花生大為貢嘎日松布開光，以佛教中除伏主人翁的三位一體菩薩：觀音、文殊、金剛
手分別為三座雪峰命名加持，仙乃日為觀世音菩薩，央邁勇為文殊菩薩，夏諾多吉為金剛手菩薩。貢
嘎日松貢布從此蜚聲藏區。 
【央邁勇】(意為文殊菩薩)：海拔 5958 米，晶瑩剔透，潔白無瑕，宛若一位端莊嫻靜、冰清玉潔的
少女。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景區餐盒 RMB50／晚餐：酒店晚餐 RMB50 



住宿：準★★★★亞丁智選假日酒店／或華美達安可酒店／或同級 
 

第6天 日瓦稻城【尊聖白塔、青楊林、桑堆小鎮】新都橋 
【尊聖白塔】也稱為白塔寺，為甘孜州最大的白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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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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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制浮雕若干繞飾。白塔屬佛塔中的室外塔。室外塔通常建在寺院附近，白塔公園中有 119 個小塔環
繞主塔，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塔林。白塔外觀潔白如玉，上圓下方，氣勢宏偉。 
【青楊林】稻城亞丁除了美麗聖潔的神山聖湖外，反映這裡標誌性風光的地方就是萬畝的青楊林了，
無論是夏天的青色楊林還是秋天的金色楊林，在攝影師眼中，都是稻城的一張重要的風光名片。 
【桑堆小鎮】距稻城縣城金珠鎮 28 公里，公路沿線牧場開闊、溪流平緩、山巒起伏，遼闊的草場上，
村寨、牧人、牛羊群點綴其間，顯得寧靜祥和。金秋十月時節的桑堆紅草灘已經成為稻城上鏡率最高
的景點。桑堆小鎮風景綺麗，在公路沿線的牧場開闊平展，河流平緩如鏡。遙望遠處，在起伏的山巒
間散落著村落、牧人、牛羊，呈現一派寧靜祥和的景象。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酒店晚餐 RMB50 

住宿：準★★★★攝影天堂酒店／318 酒店或同級 
 

第7天 康定【瀘定鐵索橋】雅康高速成都【新世紀環球中心】 
【瀘定鐵索橋】所在的地區，是四川通往西康、西藏地區的交通要道，來往的商旅甚多。在未建橋之
前，人們大都依靠竹索、藤索或附近的三個渡口渡過大渡河，但因為水流湍急，過河十分不易。為了
加強與康藏地區的聯繫，清政府決定在河谷狹窄、地勢低平、水流較緩的瀘定城西建造懸索橋樑。瀘
定橋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動工，次年竣工。 
【新世紀環球中心】成都新世紀環球中心位於武侯區高新區天府大道與繞城高速交匯處，地處成都市
中心向南發展的核心區域內。新世紀環球中心建築面積約 176 萬平方公尺，主體高度約 100 公尺，
是由中央遊藝區和四周酒店、商業、辦公等部分組成的一個集遊藝、展覽、商務、傳媒、購物、酒店
於一體的多功能建築。建成後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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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合菜 RMB50／晚餐：欽善齋藥膳 RMB65 

住宿：準★★★★★雅居樂豪生酒店／或希爾頓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8天 成都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自由活動】高雄 
【威尼斯人度假村心】以義大利水都威尼斯為主題，酒店周圍內充滿威尼斯特色拱橋、小運河及石板
路。充滿威尼斯人浪漫狂放享受生活之異國風情。除了建築特色外，威尼斯人度假村擁有世界一流的
博彩、會展、購物、體育、綜藝及休閒設施等。※溫馨提示：前往參觀需搭乘威尼斯人度假村接駁專車。 
此時 8 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的
時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搭乘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威尼斯人餐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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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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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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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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