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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達 越過山脈，那滿坑滿谷連綿蔓延的紅色，在夕陽下閃閃發光，這些成千上萬的紅色僧
舍，都是由僧尼們親手搭建，當你立於山頂俯瞰，定會直震心靈。位於四川西北最邊遠的角落，這

裡有寬廣的草原、縱橫的河曲、密佈的湖沼、巍峨的雪山。許多人為了一睹藏民族回歸自然的天葬；

亦到世界上最大的佛學院來場修習，淨化心靈；許是繞著最高處的壇城撥動轉經筒虔誠祈福，讓疲

憊暴躁的心緒回歸恬淡與泰然，這就是佛國之都—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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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用 說 明 

出團日期 團 費(A)(含稅金) 服務費(B) 合計 單人房差 

促銷團 

4/07、4/21 

現金優惠價 $29900 

2000 

現金優惠價 $31900 
8000 

$30700 (可刷卡) $32700 (可刷卡) 

5/05、5/19 

6/02、6/23 

現金優惠價 $36900 現金優惠價 $38900 
10000 

$39800 (可刷卡) $41800 (可刷卡) 

※合計＝A+B，以上報價不含證件簽證費及行李、房間小費，稅金視各航空公司及匯率調整適時更動。 
※促銷團因價格優惠，團隊不設限人數，亦無法一人兩座位，若無法接受者，煩請報名非促銷團(亦無法一人兩座位)，謝謝！ 

※不含證件費用：台胞證新辦 NT$1800、護照新辦 NT$1500。 

加碼再優惠 
揪愈多 
省愈多 

★二位以上報名，除早鳥優惠外，第三位開始每位再優惠 500元/每位。 
每增加一位，再優惠 500 元/每位，最多優惠至 3000 元/每位。 

※備註：①促銷優惠團不適用；②限向本公司直接報名貴賓者；③限同組貴賓一起報名。 
※以上優惠，促銷團、特殊行程包團、聯合銷售行程，與 JOIN旅客不適用，僅限全程參團之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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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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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享受迷人風光，讓您愉快享受旅途的樂趣，充實愉悅的旅程令將您流連忘返。 
★標準旅遊巴士四排椅，一人兩座位。或三排椅航空座位，一人一座位。長途旅行，乘
坐空間大提昇。（※促銷團不適用。） 

★色達～五明佛學院，新龍～措卡湖，理塘～格聶神山，帶您進入全新佛國聖地。 
★【桃坪羌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羌族建築文化藝術，尚有人居住的碉樓與民居融為
一體建築群，至今仍然保持著古樸風情的原始羌族村寨。 

★世界上最大的藏傳佛學院—【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由數萬間連綿起伏絳紅色的藏
式木房簇擁著，形成一座震撼靈魂的小山城。 

★巨大而金碧輝煌的壇城位於佛學院內最高的山峰上，世界上唯一可以轉繞的檀城—
【色達壇城】。 

★中國大陸唯一一處允許遊客參觀天藏的地方，世人了解神秘天葬的唯一途徑—【色達
天葬臺】。 

★探詢康南最美聖地【格聶神山】，格聶峰是四川第三高峰，康南第一峰，也是藏區有
名的神山聖地，藏區各地藏民前來朝聖者甚多。 

★遠眺【格聶之眼】，座位於格聶神山景區的圓形湖泊，有“通往天堂的眼睛”美稱。 
★【平樂古鎮】素有“一平二固三夾關”的美譽，歷史悠久，人文鼎蔚，青山層疊，竹
樹繁茂。 

 

1 

桃園香港成都 (或桃園成都)  暫定 CX409  16:10/18:10 + KA824  19:25/21:55 
▲依實際航班抵達成都時間前往酒店                                 (※以當天可飛抵成都之航班為主) 

今日於指定時間集合於台灣桃園機場，搭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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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晚餐：機上輕食 

宿：☆☆☆☆☆新會展貝爾特酒店 或 溫江皇冠假日酒店 或同級 

2 

成都－桃坪羌寨－觀音橋(約 393 公里/約 8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2:00 用午餐 

12:00 抵達—【桃坪羌寨 (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位於四川理縣雜谷腦河畔桃坪鄉，是世界保存最完整的羌族建築文化藝術，至今仍然保持著古樸風情的原始羌

族村寨。這裡最有特色的是羌寨建築。桃坪羌寨依山而建，雜谷腦河水從寨前奔流而過。寨內聳立兩座九層石

塊壘砌的土舍雕，與對岸山峰烽火臺遙遙相望。 

▲18:00 前往酒店休息 

▲19:00 用晚餐                     早餐：酒店內早餐／午餐：姚坪羌寨(RMB50)／晚餐：酒店合菜(RMB50) 

宿：☆☆☆☆金川度母林卡酒店(海拔約 2300 公尺) 或同級 

※若色達因政策封閉，則此天行程調整：成都－四姑娘山(雙橋溝風景區(含景區車))，住宿調整：☆☆☆☆意境度假酒店 或

悅山度假酒店 或同級(若無法接受行程更改，請勿報名)。                           

3 

觀音橋－色達（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換乘景區公車)、檀城）(約 230 公里/約 6.5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2:00 用午餐 

16:00 抵達—【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 (遊覽時間：總共約 2 小時)】 

簡稱是五明佛學院(教授五明的佛學院都有五明佛學院)：坐落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境縣城東南方約

20 公里處，海拔 3600 米上。在重重的群山環繞之中，溝裡的僧舍，以佛學院的大經堂為中心，密密麻麻搭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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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面的山坡，為數眾多的絳紅色小木屋，延綿起伏，蔚為壯觀。這些紅 色小木屋，是五千名僧俗的住所（出

家男子稱紮巴，出家女子稱覺姆即女尊者）。它與亞青寺都是位列前茅的大型寺廟。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是由

晉美彭措法王 1980 年創辦，在短短 30 年間從藏區一個山谷深處迅速崛起，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藏傳佛學

院。五千在家出家僧眾在此修行居住。佛學院戒律十分嚴格，男眾女 眾的僧舍涇渭分明。 

【壇城】 

在五明佛學院最高的山峰上，有一個金碧輝煌的建築，叫做“壇城”。壇城的梵文名稱為“曼荼羅”，意思是

按佛教密宗儀規進行某種祭供活動的 道場，平時是人們轉經的場所。它的上半部分是轉經的地方，據說如果

你有什麼疾病，在這裡轉上一百圈就能夠好；下面一層是轉經筒，金色的圓筒在人們乾枯 的手轉過之後留下

一串悠長的嘎吱嘎吱的響聲。 

▲18:00 前往酒店休息 

▲19:30 用晚餐                        早餐：酒店內早餐／午餐：途中餐(RMB50)／晚餐：酒店合菜(RMB50) 

      宿：☆☆☆☆色達世紀酒店(海拔約 3800 公尺) 或同級  

※若色達因政策封閉，則此天行程調整：四姑娘山(長坪溝風景區(含景區車))－丹巴(中路藏寨(換接駁小車))，住宿調整：

★★★★吉美大酒店 或同級(若無法接受行程更改，請勿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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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達（二進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天葬臺）－甘孜(約 256 公里/約 4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08:30 抵達—【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 (遊覽時間：3.5 小時)】 

▲12:00 用午餐 

13:30 抵達—【天葬臺 (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色達必去的一個地方就是屍陀林。天葬台在色達五明佛學院山谷背面一座山的半山腰，從佛學院出發大約 6、

7 公里，山頂烏雲密布滿。聽說上師丹增嘉措仁波切用心血重建這座屍陀林的意圖之一就是希望一切到訪的來

客，都能對生與死有一種更深入的領會，按照佛教教義，人死之後，靈魂離開肉體進入新的輪迴，屍體就成了

無用的皮囊，死後將屍體餵禿鷲，也算是人生的最後一次善行。 

▲18:30 前往酒店 

▲19:00 用晚餐                       早餐：酒店内早餐／午餐：途中餐(RMB50)／晚餐：酒店合菜(RMB50) 

                      宿：☆☆☆☆天合藏文化大酒店(海拔約 3400 公尺) 或同級  

※若色達因政策封閉，則此天行程調整：丹巴(牦牛谷風光)－甘孜(道孚民居、格薩爾王城)，住宿調整：☆☆☆☆天合藏文

化大酒店 或同級(若無法接受行程更改，請勿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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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措卡湖景區(換乘當地麵包車)）－理塘(約 310 公里/約 6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0:30 抵達—【措卡湖景區 (遊覽時間：約 1.5 小時)】 

位於四川省甘孜州新龍縣麻日鄉境內，是一個淡水湖泊，被譽為“人間仙境，九天瑤池”。措卡湖面臨蔥郁的

樹林，背靠黛綠的青山，安靜地躺臥在一個山間盆地的坪地上，碧綠的湖水在陽光下閃著粼粼波光，景色宜人。 

▲12:30 用午餐 

▲17:00 前往酒店休息 

▲18:00 用晚餐                       早餐：酒店內早餐／午餐：途中餐(RMB50)／晚餐：酒店合菜(RMB50) 

宿：☆☆☆☆蟲草大酒店(海拔約 4000 公尺)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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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格聶神山風景區(含接駁小車) －新都橋(約 210 公里/約 4.5 小時) 
▲早上 06:30 集合出發 

08:00 抵達—【格聶神山風景區 (遊覽時間：約 3 小時)】 

是藏民心中的神山，藏語名為呷瑪日巴，是藏傳佛教 24 座神山中的第 13 座，也是勝樂金剛的八大金剛妙語聖

地之一（在藏地，勝樂金剛的聖地只有喜瑪拉雅山和格聶聖山）。山中岩石有天然形成的六字真言等佛教字樣，

是藏傳佛教徒心中的聖地。格聶神山位於理塘縣境內，海拔 6204 米，是四川省第三高峰，也是金沙江和雅礱

江的分水嶺。 

▲12:30 用午餐 

▲18:00 前往酒店休息 

▲18:30 用晚餐            早餐：酒店內早餐或打包路早／午餐：理塘風味(RMB50)／晚餐：酒店合菜(RMB80) 

       宿：★★★★印象雅致酒店(海拔約 3300 公尺) 或同級 

7 

新都橋－成都（平樂古鎮）(約335公里/約7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2:00 用午餐 

14:30抵達—【平樂古鎮 (遊覽時間：約2小時)】 

位於四川省成都邛崍市境內，是全國歷史文化名鎮，以秦漢文化–川西水鄉風情著稱，有一平二固三夾關的美

譽。它以鎮區古樸的街區和原味淳樸的川西民風民俗而聞名。平樂古鎮古鎮區內，老榕樹、白沫江、沿江而建

的吊腳、青石鋪成的街道、一望無涯的竹海，鱗次櫛比的清明古建築，演繹著中國豐厚而燦爛的歷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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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用晚餐 

▲19:00 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早餐／午餐：古鎮風味(RMB50)／晚餐：鴛鴦火鍋(RMB50) 

    宿：☆☆☆☆☆新會展貝爾特酒店 或 溫江皇冠假日酒店 或同級 

8 
成都香港桃園 (或成都桃園)  暫定 KA825  08:10/11:00 + CX406  12:15/14:15 
▲依實際航班時間集合                                       (※以當天可飛抵成都之航班為主)                                                 
今日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結束此次中國稻城亞丁四川深度旅程！ 

                                                                       宿：★★★★★★溫暖的家 

行程至此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以上行程景點安排順序與標示時間(用餐、景點停留等)僅供參考，依實際情況調整，以導遊現場安排為主 

行程如有更改，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備註： 
01.未獲正式評級的酒店，本公司以準 X星級標示，以便客人參考。飯店如有變更以同級為主。 
02.行程內之任何景點，如遇到特殊原因下關閉或休息，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以上行程景點若不參加視

同放棄，不予退費。行程內之門票計價方式：為求降低團費成本，已先行將優惠票種（如老人、小孩、
殘障…等）按一定比例計算於成本中，而得出此最優惠售價，故無優惠票差可退回，敬請見諒！旅途
期間如遇景區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示檢查，謝謝！ 

03.現直航航班航空公司基本都是會先以八天團為主，寶豐深度團行程一般都會超過八天，所以本公司會
盡量安排搭直航為優先，若沒有則以當天可以轉到當天可抵目的地之航班，敬請包涵! 

04.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 元；床頭小費人
民幣 5-10元。 

05.房間價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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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大陸尚少有 3人房，若是加床即是加行軍床或加床墊，且有些飯店
連行軍床或床墊都沒有得加！(並且加床者費用並無減少，相當划不來)。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
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若不補單人房差時則由本公司自行配對；配對後旅途中，如果造成室
友嚴重不便，而導致臨時要加房，則費用需由兩人共同負擔。 

06.特殊餐食：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吃素者），最少請於出發前 5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
理。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且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
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道為主，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
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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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位…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恕不退其餘團費，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敬請見諒。 

08.以上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只供參考，如有任何調動、更改，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航班時間
及出入境只供參考。因大陸飛機、火車時刻常誤點或取消，此資料僅供參考，確定安排由當地旅行社
做最後確定。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09.報名時須提交正確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護照及臺胞證號碼，並請於出發日 15天前將臺胞證正本交
予旅行社辦理簽證事宜，若因個人因素導致簽證作業延宕而産生額外費用，請自行負擔。 

10.針對保險部分：①自民國 99年 1月 7日起，保險法第 107條修文修正草案規定，年齡未滿 15足歲者
不得投保旅遊平安險之身故保險。②外站參團（非自台灣出發）無法投保團體保險，請自行投保，恕
無退費，請參加的旅客，自行斟酌。③各項保障及理賠，悉依各保險公司保單條款及核保規定為準，
保險公司有最終核保權。 

11.為響應環保，中國很多地方酒店大多已不提供一次性用品（牙膏、牙刷、拖鞋、沐浴洗髮乳、衛生紙、
杯子等），敬請貴賓自備。 

12.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及特惠活動，因此並不保
證同團旅客售價皆相同一致，端視您報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13.本行程為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且機票(開票作業本公司不另行通知)一經開出，不得
退票、改期。 

14.本公司為提升旅遊團員之保障權益，除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200 萬意外險+10 萬意
外醫療費用，另額外再超額加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300 萬意外險+10 萬意外醫療費用(含高山症)+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讓您玩的開心又放心！(※建議可加購旅行平安保險+海外突發疾病醫療險+海外
旅行不便險+海外緊急救援服務等內容之保險，詳洽業務人員，保費 9折優惠。) 

15.航班安排分析：成都的直航班機有中華航空，長榮航空與中國國際航空執飛，主要機位提供給大陸赴
台旅遊及台商使用，台灣出發的團體機位每架次只提供 40 個，且為 8 天配套，不容易更改，故此行
程將優先安排港轉航班，選擇國泰、港龍航班，中華、國泰+國航聯程機票或搭桃園/澳門/成都來回
機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