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花爭艷絕美四川精華 10 日 
旅遊日期：2020年 3月 12日(周四)至 21日(周六)，共 10天。高雄出發 

 



行程特色  

 ★【桃坪羌寨】—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尚有人居住的碉樓與民居融為一體建築群。 

★【卓克基土司官寨】—被譽為東方建築史上的一顆明珠。 

★【新津梨花溝】—成都周邊一日遊最佳賞梨花之地。 

★【金川梨花鄉】—金川縣是中國著名的雪梨之鄉，萬頃梨花晶瑩似玉，遊人可盡情飽覽“千樹梨花千樹雪，一溪楊柳一溪煙”的自然美景。 

★【中路藏寨】—所有村民均屬嘉絨藏族，石頭藏房如山城一般建在坡上，構成一道獨具特色的景觀。 

★造訪“攝影愛好者的天堂”—新都橋。 

★被譽為“中國最美景觀大道第八美”—【墨石公園】。 

★【紅石公園】—是世界上規模較大的紅石灘之一！神奇的紅石灘上，石頭上布滿的神奇紅色物質，是一種微生物，在高山特有的生態環境內得以

繁衍，構成生命與歷史相融共存的奇特景觀。 

★【犍為嘉陽小火車】—世上唯一還營運的蒸汽式小火車，迎來繽紛油菜花季。 

★造訪滎經地方的一絕【滎經陶器作坊】，滎經砂器的製作是由四川省公佈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石象湖鬱金香】—鬱金香是這裡永恆的主角。栽種在主花區的鬱金香面積近 7000 平米，是亞洲最大的鬱金香戶外花卉公園。 

★【龍泉鎮桃花溝】—占地面積 4000 多畝，桃花溝觀光園是龍泉最早開發的和最大的賞桃花基地，是聞名遐邇的桃李人家。 

參考航班 

航班 地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澳門航空 NXY657 高雄(KHH)/澳門(MFM) 09:30 11:00 

澳門航空 NX198Y 澳門(MFM)/成都(CTU) 12:20 14:40 

澳門航空 NX189Y 成都(CTU)/澳門(MFM) 10:00 12:50 

澳門航空 NX668Y 澳門(MFM) 高雄(KHH) 18:00 19:30 

行程內容   使用三排椅座車  



高雄／澳門／成都  

今日於指定時間集合於台灣高雄機場，前往四川省省會成都市。成都是四川省省會，位於四川盆地西北部，又有“芙蓉城”之稱。被譽為天府之國。  

 ╳ ╳ 機上輕食 

☆☆☆☆☆新會展貝爾特酒店 或同級 

成都－新津梨花溪－樂山（嘉州古城牆）(約 170 公里/約 3 小時) 

▲早上 08:30 集合出發 

10:00 抵達—【新津梨花溪 (遊覽時間：約 2 小時)】 

是川西平原腹心地帶距大都市最近的一片自然風景區，成都周邊一日遊最佳看梨花之地。曲徑通幽，修竹疊翠、林蔭蔽日，流水潺潺、泉水叮咚、

怪石崢嶸。「南行看梨花」，是成都人春季的消閒節目。 

▲12:00 用午餐 

15:00 抵達—【嘉州古城牆 (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古城牆沿河而立，蜿蜒曲折，作為嘉州文化的重要載體，一磚一石都寫滿詩意的滄桑。外城牆現存城牆約 500 米，高 5 米。牆垣寬 3 米，保存下來

的 4 座城門是人和門、平江門、承宣橋門、興發街門，均是臨江而建的水門。感受古城牆承載的歲月滄桑，聆聽歷史的聲音！一城風華，一牆天下，

雄踞數千年屹立不倒的古城牆，見證了嘉州古城的滄桑，也撐起了這座城市的脊樑。  

▲18:00 用晚餐 

▲19:00 前往酒店 

※注意事項：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大自然天候等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仍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賞花景觀依實際現場為主，請

見諒！ 

 酒店内用 農家菜(RMB50) 樂山甜皮鴨風味(RMB50) 



☆☆☆☆☆樂山開元名都酒店 或 雅居樂豪生酒店 或同級 

樂山（犍為嘉陽小火車賞油菜花）－都江堰（都江堰古城區）(約 366 公里/約 4.5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0:00 抵達—【犍為嘉陽小火車 (遊覽時間：約 2.5 小時)】 

春暖花開時節到天府之國，也難免不落俗地想要四處走走，對於樂山大佛、峨眉，相信不少人耳熟能詳，但往往卻不知，就在與成都相距不遠的樂

山市，有一個叫犍為縣的地方，其大山深處不僅油菜花開遍野，最令人驚喜的是，世上唯一還營運的蒸汽式小火車正“哐當哐當”地行駛在群山幽

壑、層層梯田之中，窄窄的車廂、低矮的車頂、搖搖晃晃緩慢的速度、時不時回蕩在山間的汽笛聲，都讓現代人似乎穿越時空，回到了蒸汽機時代

的鄉間，如夢如幻。 

▲12:40 用午餐 

▲18:00 用晚餐 

▲19:00 前往酒店 

酒店步行約 8 分鐘抵達—【都江堰古城區 (自由活動)】 

保留了與水文化密切關聯的文物古跡和不同時期建築風格的古巷深院和公共建築，以及純樸的民風民俗，是都江堰兩千年來滄桑變化的見證。 

※注意事項：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大自然天候等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仍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賞花景觀依實際現場為主，請

見諒！ 

 酒店内用 農家菜(RMB50) 青城四絕(RMB50) 

★★★★都江堰智選假日酒店 或同級 

都江堰－馬爾康（姚坪羌寨、卓克基土司官寨(遠眺西索民居)）(約 260 公里/約 6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0:30 抵達—【桃坪羌寨 (遊覽時間：約 1 小時/海拔約 1420 公尺)】 

桃坪羌寨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尚有人居住的碉樓與民居融為一體建築群，享有天然空調美名。其完善的地下水網、四通八達的通道和碉樓合一的

迷宮式建築藝術，被中外學者譽為羌族建築藝術活化石、神迷的東方古堡。 

▲11:30 用午餐 

16:30 抵達—【卓克基土司官寨 (遊覽時間：約 1 小時/海拔約 2700 公尺)】 

位於四川省阿壩州西索村，這裡的土司官寨依山而建，坐北朝南，被國際友人譽為“東方建築史上的一顆明珠”。土司官寨是舊時土司管轄領土、

行使權利的中心，也是土司權力和地位的象徵。卓克基土司官寨集官署、防禦和居住為一身，是康巴地區難得一見的建築精品。 

▲17:30 前往酒店 

▲18:30 用晚餐 

 酒店內用 羌族風味(RMB50) 酒店合菜(RMB50) 

★★★★豪廷名人大酒店(海拔約 2600 公尺) 或同級 

馬爾康－金川（金川梨花溝、神仙堡拍攝梨花）(約 110 公里/約 3.5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2:00 用午餐 

13:10 抵達—【金川梨花溝 (自由拍攝時間：約 4 小時/海拔約 2300 公尺)】 

金川位於四川阿壩，縣境內擁有全世界範圍內最大的原生態、高海拔雪梨種植區，被譽為“中國雪梨之鄉”。每年 3 月份，梨花盛開，金川也迎來

了它最美的時刻。每年梨花節於 3 月盛大開幕，綿延數百里，數量達百萬珠的雪梨花盛放，壯觀無比。金川的梨樹，樹身高大，最老的一株梨樹便

生長了一百年。 

【金川神仙堡】 

坐落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縣沙耳鄉境內，與紅葉谷隔河相望，大金河把紅葉谷和神仙堡分成兩片風景區，神仙堡也是觀賞梨花紅葉的



好地方。 

▲17:30 前往酒店 

▲18:30 用晚餐 

※注意事項：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大自然天候等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仍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賞花景觀依實際現場為主，請

見諒！ 

 酒店内用 農家菜風味(RMB50) 酒店合菜(RMB50) 

★★★金川瀾峰酒店(海拔約 2150 公尺) 或同級 

金川－丹巴（中路藏寨(含接駁小車)）(約 135 公里/約 3.5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2:00 用午餐 

預計 13:40 抵達—【中路藏寨 (自由拍攝時間：約 3.5 小時/海拔約 2100 公尺)】 

位於丹巴境內，深藏著眾多造形美觀、風貌古樸、鮮為人知的鄉土民居。如此豐富多彩、古樸典雅的鄉土民居資源，是中國鄉土民居建築的一朵奇

葩。中路藏寨歷史悠久的古碉樓，相比甲居藏寨的名聲在外，中路更顯寧靜一些，置身其中讓人有漫步世外桃源的感覺。 

▲17:10 前往酒店 

▲18:30 用晚餐 

 酒店内用 藏式風味(RMB50) 酒店合菜(RMB50) 

★★★★丹巴吉美大酒店(海拔約 1800 公尺) 或同級 



丹巴－墨石公園(含電瓶車)－新都橋自然風光－折多山風光－康定(約 271 公里/約 6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0:30 抵達—【墨石公園 (遊覽時間：約 1.5 小時/海拔約 3500 公尺)】 

位於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八美鎮，石林的岩石，並不是平常見到的色黑如漆的墨石，而是一種「糜棱岩」。這種岩石是鮮水河斷裂帶中的岩石受到擠

壓、剪切、發生區域動力變質作用，破碎並糜化而形成的。八美石林是中國唯一的高原石林景觀，被譽為“中國最美景觀大道第八美”。 

▲12:00 用午餐 

15:00 抵達—【新都橋自然風光 (遊覽時間：約半小時/海拔約 3300 公尺)】 

是川藏南北線的交匯地；是一座海拔 3300 米的小鎮，北通甘孜、南接理塘，是從西藏通往康定的必經之地、小鎮佈滿了漂亮的藏式居民，風光奇

美，被譽為”攝影家的樂園”。新都橋的居民很有特點，石料建造。每家都有很寬敞的白墻院子和朱漆大門，每座樓房的每面墻上都裝有三四扇窗

戶，採光相當好。窗上有彩繪，象徵人丁興旺、五穀豐登之意的日月或三角形圖案，多用紅、黑、白等色。 

17:00 抵達—【折多山 (遊覽時間：約 15 分鐘/海拔約 4270 公尺)】 

是康巴第一關。折多山又是重要的地理分界線，西面為高原隆起地帶，有雅礱江，右為高山峽谷地帶，有大渡河。大渡河流域在民族、文化形態等

方面處於過渡地帶，主要分佈著有嘉絨之稱的藏族支系。           

▲17:15 前往酒店 

▲19:00 用晚餐 

 酒店內用 氂牛湯鍋(RMB50) 康巴風味(RMB50) 

★★★★康定岷山太陽部落酒店(海拔約 2560 公尺) 或同級 

康定－瀘定橋－紅石公園－磨西鎮（磨西古鎮、磨西天主教堂）(約 99 公里/約 2.5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09:30 抵達—【瀘定橋 (遊覽時間：約半小時/海拔約 1330 公尺)】 



位於四川省瀘定縣，為橫跨大渡河的鐵索懸橋，始建於清康熙四十四年，康熙曾御書「瀘定橋」三字匾額掛於橋頭，至今橋東仍然立有康熙《御制

瀘定橋》碑。瀘定橋是四川內地通往康巴藏區的重要通道。 

▲12:30 用午餐 

14:40 抵達—【紅石公園 (遊覽時間：約 1.5 小時/海拔約 2600 公尺)】 

在貢嘎山周邊，散落在山間尤其是溪水流經之處的花崗岩，因其上附著一層紅色的藻類(喬利橘色藻，因富含胡羅卜素，故在陽光照耀下呈鮮紅色)，

故被稱為紅石。 

17:00 抵達—【磨西古鎮 (遊覽時間：約半小時/海拔約 1600 公尺)】 

位於瀘定縣境內， 海螺溝溝口處，是進入海螺溝景區的必經之地。古鎮歷史悠久，自古既是漢、藏、彝等民族的聚居地，鎮內大多為明清時期遺留

下來的古建築，古樸寧靜。鎮上最值得駐足的是當年法國傳教士在這裡修建的哥特式教堂，風格迥異，在這樣一個古鎮上出現，雖然極為另類，但

也別有一番風味。 

【磨西天主教堂】 

是一座歐式風格的標誌性建築，當年毛澤東長征路過此地時曾在此住宿一晚，也成為磨西鎮特有的地標建築物之一。 在藍天白雲映襯下，巍巍雪山

與這裡秀美的田園風光、濃郁的民族風情、古樸的街道、法式教堂建築、藏式賓館群和川鬥木質民居構成磨西鎮的風景線。 

▲17:30 前往酒店 

▲18:30 用晚餐 

 酒店内用 藏彝風味(RMB50) 酒店合菜(RMB50) 

★★★★長征大酒店(海拔約 1600 公尺) 或同級 

磨西鎮－滎經陶器作坊(拍攝製陶過程、無開窯)－石象湖鬱金香(含電瓶車)－成都(約 340 公里/約 5.5 小時) 

▲早上 07:30 集合出發 

10:30 抵達—【滎經砂器古作坊 (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滎經砂器的製作古樸原始，純手式製作，做工精細，燒制考究，工藝要求極高，藝術生活兼用，製品件件精品、絕品（因為是純傳統手工製作，不



可能雷同），參加歷屆全國美術展、旅遊商品展獲得金、銀獎等多項殊榮。滎經砂器製作的原始古樸，吸引了許多新聞媒體採訪報導，文化、考古、

歷史、工藝界學者、專家前來采風，甚至親自製作產品，體味個中傳統民間文化韻味。滎經砂器的製作是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滎經地方的一

絕，2006 年，滎經砂器製作已被四川省公佈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11:30 用午餐 

14:40 抵達—【石象湖鬱金香 (遊覽時間：約 2 小時)】 

每年三月，亞洲規模最大的鬱金香節，都會在蒲江石象湖生態風景區舉辦。方圓百畝的草坪上栽種著百萬株鬱金香，黃色、白色、紫色、粉紅色、

蓮藕色、單瓣、複瓣……成片成片的鬱金香沿著丘陵蔓延，錯落有致地開放著，或含苞待放、或妖豔欲滴，盡情觀賞，流連忘返。鬱金香是這裡永恆

的主角。栽種在主花區的鬱金香面積近 7000 平米，是亞洲最大的鬱金香戶外花卉公園。 

▲18:00 前往酒店 

▲19:00 用晚餐 

※注意事項：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大自然天候等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仍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賞花景觀依實際現場為主，請

見諒！ 

 酒店内用 土砂鍋(RMB50) 鴛鴦火鍋(RMB50) 

☆☆☆☆☆樂山開元名都酒店 或 雅居樂豪生酒店 或同級 

成都（龍泉桃花溝賞桃花）／澳門／高雄  

▲早上 07:30 集合出發 

08:30 抵達—【龍泉鎮桃花溝 (遊覽時間：約 1.5 小時)】 

位於龍泉鎮西，距龍泉鎮 2 公里，是龍泉驛區“三高”農業的代表，是以桃、梨樹作為主要自然景觀資源的農業觀光旅遊景點，占地面積 4000 多

畝。桃花溝觀光園是龍泉最早開發的和最大的賞桃花基地，是聞名遐邇的桃李人家，這裡家家種桃，戶戶產果，每年桃花、李花盛開之時，粉紅的、

淺白的，遠近高低，色彩斑斕，與低吟淺唱的林間小溪相映成趣，在花陰下放一架躺椅，沏一壺茶，聽著鳥叫，彷彿走進陶淵明的世外桃源。 

▲10:00 前往機場 



結束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澳門轉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結束此次中國四川賞花旅行！ 

※注意事項：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大自然天候等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仍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賞花景觀依實際現場為主，請

見諒！ 

酒店內用 機上輕食 ╳ 

一段旅程 一個故事 一個美好的回憶 

 

為您紀錄旅行的歡樂時光 

主辦人/攝影領隊 張簡旭笙07-7230125. 0932-731796 

【隨團拍攝，照片整理後上傳至雲端提供團友下載】 

旅遊日期：2020年 3月 12日(周四)至 21日(周六)，共 10天。 

優惠現金價 34600元，刷卡價 35600元，（不含小費） 

早鳥優惠: 

★2019/11/30 前報名並繳付訂金，減 1500 元。★2019/12/31 前報名並繳付訂金，減 NT$1000 元。 

為確保旅遊品質，每團限 20人內，三排大椅車，無進購物站，名額有限，預報從速 

團費不包含： 

1.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天NT$ 200元，10天共2000元)、行李搬運費每日50元 



2.護照規費：新辦NT$1400元，臺胞證：新辦NT$1700元。 

◎全程無進購物站。  

◎投保旅遊險:新台幣 500萬旅遊業責任險；20萬意外醫療險 。 
 
Jason (張簡旭笙)領隊簡介：  

    攝影兼領隊Jason (張簡旭笙)，從事婚紗、工商攝影、電視節目製作業30年；經歷涵蓋新聞節目製作、電視廣告、紀錄片、

公私立之公司與企業機構編導、公司簡介與商品廣告高達2000部以上，經驗豐富。Jason以豐富的工作經驗實際運用在旅遊帶

團上，以紀錄、劇情、報導等等各種不同方式為團員拍攝影像，最大期望是帶給旅人一個歡樂和滿滿的記憶和回憶。  

Jason (張簡旭笙)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除了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之外，曾擔任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義守大

學、正修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及高中、南部社團影片製作指導老師，現為視覺運動影片製作公司製作人兼導演、義守大學

大傳系客座講師。  

  想進一步了解          請上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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