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2 月 21 日  團費/每人 NT 21,300 元起(以上團費含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不含小費及台胞證)  

※歡迎使用團體旅遊專用券及旅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豪華升等入住~『九寨溝-九寨天堂酒店』+『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酒店』 

               ＊贈送九寨天堂天浴溫泉泡湯一次。 

◆八天安排 2 站特色購物點，顛覆市場團體購物多的四川行程! 

◆特別贈送雙秀：藏羌歌舞秀；芙蓉國粹‧川劇變臉秀 ＊如遇藏羌歌舞秀停演，則更改藏族家訪。 

 

◆豪華入住~2013 年開幕☆☆☆☆☆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

(成都) 

2013 年第三季度開業，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坐落於全

球最大單體建築新世紀環球中心內，這座由著名建築師紮哈‧哈

迪德精心設計的建築，以“飛行之海鷗、漂浮之鯨、起伏之海浪＂

的建築形態，融合成都休閒旅遊城市的概念，成為成都的新名

片。酒店擁有 990 間豪華客房及套房，每間客房皆有獨特的海景

觀景陽臺，將擁有 500 米細砂海岸線及 5,000 平米室內沙灘的天堂島海洋樂園攬入懷中，沿海岸風情小

鎮，棧橋碼頭，無邊界湯池，及 150 米室內 LED 屏等，壯麗的海天景象一覽無餘。 

豐富行程好豐富!!加碼成都最新最大的購物商城-環球購物中心以及海洋中心!! 

新新新!!!★新世紀環球中心 

新世紀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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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新!!! ★環球中心海洋公園 

海洋樂園內還有騎士衝浪、水上過山車、兒童水上樂園、海盜船、長達 500 多米的漂流河等娛樂 項目。

此外，園區內還擁有一座超過 6000 平方米的數碼電影城，市民可在擁有國際最先進的 IMAX 配置的豪



華放映廳內享受精緻的視聽盛宴。營業時間：10:00~20:00 

＊入住洲際大飯店即可免費遊玩『環球海洋中心』 ※此贈送為專案產品，若放棄恕不退費※』 

◆九寨溝☆☆☆☆☆九寨天堂渡假大酒店<獨家贈送九寨天堂天浴溫泉泡湯一次!!> 

位於中國四川省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由九寨溝縣至若爾蓋縣，縱橫數百里，覆蓋面積 3000 余平

方公里，居大九寨國際旅遊區核心區域，九寨天堂大酒店是集會議、度假、尋根祭祖、森林探險、峽谷

漂流、科學考察、民俗文化觀賞等多功能於一體的大型綜合性生態旅遊度假區。景區樞紐位於九寨溝甘

海子，距成都 420km，距九寨溝口 20km,距九黃機場 60km,交通便利，景色優美。九寨天堂保持自然天

成的原始風貌，不僅有原始森林、峽谷激流、高原湖泊、鈣華彩池、莽莽草原、黃河壯景以及種類眾多

的珍稀動、植物，還獨具渾厚純樸的藏羌風情；它不僅是一片人與自然親密相融的生態淨土，更是華夏

民族發祥地之一。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礦泉水 

◆購 物 站：茶葉、絲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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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專案，絕對不強制！  【全身按摩 2 小時 NT800/人 峨嵋山聖像歌舞秀 NT1200/人】 

  

 

班  機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KA451 高雄／香港 08:00 09:25 
KA820 香港／成都 10:25 13:15 
KA821 成都／香港 14:10 16:40 
KA456 高雄／高雄 18:5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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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與飛行時間為準 

 

第 1 天 高雄香港成都(寬窄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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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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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午餐：機上輕食／晚餐：小吃風味 40 

住 宿：準☆☆☆☆☆萬事興鳳凰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成都－ (1H)熊貓基地(含電瓶車)－(1H)512 地震遺址(途經)－(2H)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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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這個長的像熊的動物最喜歡吃的食物是竹子，尤其是箭

竹還有甘蔗，在觀察鐵籠裡的大熊貓時，發覺牠們可以吃飽以後，馬上癱軟在地上，並且擺出各種慵懶

的動件，非常可愛。 

▲512 地震遺址：《512 地震災後恢復重建發展規劃》中瞭解到，綿陽市計劃原狀保護北川老縣城廢墟遺

址，保留地震遺址的真實性和自然形態。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川菜風味 40／晚餐：羌族風味 40 

住 宿：準☆☆☆☆茂縣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茂縣 －(4H)牟尼溝（紮嘎瀑布）－(2.5H)九寨溝 

▲紮嘎瀑布：牟尼溝風景區位於松潘縣西南牟尼鄉鏡內。占地面積 160 平方公理，最低海撥 2800 米，

最高海撥 4070 米，年平均氣溫約 4 度。景區內山、林、洞、海等相應成輝，林木遍野，大小海子可與

九寨彩池比美，鈣化池瀑布可與黃龍“瑤池＂爭輝。此處溝內還有溶洞群供您探奇，有珍珠溫泉讓您沐

浴，對考古有興趣者，還有古化石讓您追憶。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40／晚餐：溝口酒店合菜 60 

住 宿：★★★★★九寨天堂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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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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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最高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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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帶您觀賞★藏羌歌舞秀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景區內自助餐 60／晚餐：酒店自助餐 138 

住 宿：★★★★★九寨天堂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九寨溝－ (5H)茂縣（松潘古城(不上樓)、疊溪海子）－(2.5H)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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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40／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 宿：準☆☆☆☆☆萬事興鳳凰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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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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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嵋山：峨嵋山乃自然文化雙料遺產，不僅僅是宗教名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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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青城四絶風味 40／晚餐：峨嵋山風味 40 

住 宿：準☆☆☆☆華生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峨嵋山（報國寺、伏虎寺(含電瓶車)）－ (2H)成都（環球中心海洋樂園、芙蓉國粹川劇變臉秀) 

        

▲伏虎寺：由於寺內殿宇隱於叢林之中，故有“密林隱伏虎＂之稱。傳為宋朝時修建，以鎮伏虎狼之用；

寺內有一座十六世紀末鑄造的紫銅佛塔，高六點八公尺，共十四級，塔四周鑄有四千七百餘尊佛像及華

嚴經全文，洋洋大觀。 

▲報國寺：在峨眉山麓，是峨眉山最大的一座寺廟，又是登山的大門，是遊峨眉山的起點。該寺始建於

明代萬歷年間，原名會宗堂，供奉佛、道、儒三宗偶像，“報國寺＂由康熙禦賜名，由當時的縣令手書。

寺內有一尊明代永樂十三年燒製的瓷佛，高二點四七公尺，乃鎮寺之寶，值得一看。 

▲環球中心海洋樂園：新世紀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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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樂園內還
有騎士衝浪、水上過山車、兒童水上樂園、海盜船、長達 500 多米的漂流河等娛樂 項目。此外，園區
內還擁有一座超過 6000 平方米的數碼電影城，市民可在擁有國際最先進的 IMAX 配置的豪華放映廳內
享受精緻的視聽盛宴。※此贈送為專案產品，如遇冬季或特殊情況關閉恕不退費。 

▲川劇變臉秀：其中變臉，有扯、揉、吹等形式，乾淨、迅速為川戲的絕活，變臉大師可一口氣變出 10

多張臉譜，非常精彩。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40／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 宿：★★★★★環球中心洲際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成都（錦里一條街、四川省博物館）香港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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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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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收藏和展出四川省文物的重要場所。現有館藏文物 30 萬件，巴蜀青銅器、

張大千繪畫作品、四川漢代畫像磚和陶塑等皆有極高的歷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餐 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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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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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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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行程酒店住宿皆為兩人一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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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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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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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歲以下小孩，價錢另議。 

※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60 歲以上人士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不退還優惠票價差。 
※ 本優惠行程僅適用中華民國國民參團有效；非本國籍之旅客，價錢另議。 

※ 以上出發日期會因客滿或行程變更而有調整，本公司會在出發前 10 天與貴賓確認是否如期出團，屆時再請假。 

※ 團體旅遊價格較便宜，但受限也較多（如限制同進同出、行程需配合多數團員而略作變更），須配合基本成行

出發人數，若未達出團人數將協助變更出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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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25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