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麗的童話世界~ 

                黃龍、峨嵋山八日 

 全程 無購物、無自費 您有更多的時間悠閒觀光  

 

★九寨溝 ～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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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區內則渣窪溝、

日則、樹正三條溝構成“Ｙ”字形，三條溝總長 50 多公里，成階梯級的分布

了 114 個海子、17 個瀑布群、5 處流灘、47 眼泉水、11 段汭流；水質清澈透

明，森林原始繁茂，屬山水形湖泊兼瀑布…之風景名勝區，在此安排您遊覽樹

正雲海、諾日朗瀑布、五花海、珍珠灘、五彩池…等，並欣賞到「魚在天上遊，

鳥在海底飛」之絕妙景色。 

 

【特色行程、精挑嚴選】 

◆為使您充分感受當地生活，特別贈送雙秀二項表演： 

◆宋城千古情～大型歌舞秀 
大型歌舞《九寨千古情》分為《藏密》、《九寨傳說》、《古羌戰歌》、《漢藏和親》、《大愛

無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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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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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瞬間傾瀉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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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像峨嵋秀：將峨眉山的自然與文化、傳統與藝術巧妙結合，採用音舞詩畫

的藝術形式，向中外遊客展示了一幅幅秀麗、雄奇且極富文化品味的丹青畫卷。 
 
★世界自然遺產一九寨溝國家風景區  



九寨溝位於四川西北部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境內，海拔 2000－

4300 米。九寨溝一年四季均是旅遊的好季節。九寨溝現已開發出二灘、三溝、

四瀑、十八群海。九寨溝以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為其主要特點，集湖、瀑、灘、

流、雪峰、森林及藏族風情為一體，因其獨有原始自然美，變幻無窮的四季景

觀，豐富的動植物資源被譽為“人間仙境”，“童話世界”。 

 

★世界自然遺產一黃龍風景區 
黃龍風景區，位於松潘縣城西邊 30 多公里處的【黃龍風景區】這條溝的奇妙

之處是溝底的岩石，晶瑩光滑，類似石灰岩溶洞中的鐘乳石，岩石跌宕起伏，

順著山溝，曲折蜿蜒，猶如一條黃龍盤旋而上。黃龍奇異的景色，使它擁有“黃

龍天下絕”的美稱。 
 

 

【貼心安排、貴客專屬】 

●【贈送】每人每天礦泉水無限供應。＜一般市面都只供應一天一瓶礦泉水＞ 

●【贈送】每人 90 分鐘按摩、價值 800 元（小費請自付，約人民幣 20 元） 
 
 

【美食風味、精心安排】  

別於一般低價團 餐標都是 RMB30~40 元，本公司餐標 RMB50~148 元 

◎紅照壁川菜 RMB60/人     ◎酒店內 RMB80/人   ◎溝內桌餐 RMB150/人            

◎黃龍遊人中心 RMB50/人  ◎羌族風味 RMB60/人      ◎養生藥膳風味 RMB85/人     

◎藏族風味 RMB60/人       ◎古鎮風味 RMB60/人      ◎山珍風味 RMB60/人   
 

【飯店介紹 】  



 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 

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提供免費無線和有線網絡連接、水上公園、2 個

游泳池和 1 個健身中心，距離名都公園有 15 分鐘步行路程。 

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距離成都火車南站有 15 分鐘車程，距離雙流機

場有 25 分鐘車程，距離天府廣場、武侯祠和錦裡等旅遊景點有 30 分鐘車程。 

所有客房均設有一個俯瞰著天堂島水上樂園的陽台，並配有迷你吧、帶 DVD

播放機的平面電視和帶沙發的休息區。寬敞的現代化浴室內配有免費洗浴用

品、浴缸和淋浴。 

 

 

 

 

 

準九寨溝新九寨賓館  或同級 

保利•新九寨賓館位於童話世界——九寨溝世界級風景名勝區，距溝口一箭之

遙，距黃龍機場 85 公里的車程，位置優越，交通便利。新九寨賓館是由中信

（香港）集團和中國保利集團公司共同投資，是九寨溝地區首家按照準五星標

準修建的豪華型旅遊酒店，集中央空調、房間直撥電話、衛星電視於一體的涉 

外旅遊度假酒店。 

 

 



◆成都：五星級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酒店大堂免費 wifi、房間免費

wifi) 

酒店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快捷。酒店擁有 349 間時尚雅致的舒適客房，包括 30

間套房和行政樓層，均為洞察先機的商旅賓客量身打造。在酒店現代而靈動的

會議空間中劃分出了 8 間大小不同的會議室,其中的大宴會廳更可輕鬆容納 520

人同時就餐，會議設施總面積逾 2,500 平米。同時，酒店花岸咖啡廳種類繁多

的亞洲美食，以及頤都府中餐廳脆香濃郁的粵菜和鮮辣的特色美食，將為賓客

呈現別樣的美味之旅。 

準成都溫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成都天之府溫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擁有雅致舒適的客房及套房共 420 間，各項配套設施齊

全，滿足旅客所需。酒店特設 4 層行政樓層和 1 個行政酒廊，為客人提供豪華的住宿享受

和細緻入微的服務。 

 

航班參考  
 

班  機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遠東 FE181 高雄／成都 14:25 17:50 

遠東 FE182 成都／高雄 18:55 21:55 

 

 



【出發日期】:105 年 8 月 24 日 

【行程內容】   

第一天 高雄成都 
集合於國際機場，搭機飛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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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XXX     午：中式合菜     晚：中式合菜 RMB60/人 

＊宿：成都：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或 溫德姆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成都【熊貓基地(含電瓶車)】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含電瓶車)】

茂縣 

熊貓基地(含電瓶車)：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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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江堰：位於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是中國古代建設並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

譽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是四川著名的旅遊勝地。通常認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

由秦國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眾於前 256 年左右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年代最久、

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 

早：飯店內享用 午：小吃風味 RMB60/人 晚：羌族風味 RMB60/人 

＊宿：茂縣：準五星鳳凰閣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茂縣黃龍風景區(含上行纜車) 九寨溝 

黃龍風景區：與九寨溝毗鄰，以彩池、雪山、峽谷、森林"四絕"著稱於世。是一條長

約 7 公里，寬約 300 米的鈣化山峽，周圍環繞著原始森林，高度介於海拔 3145-3578 米，

宛如一條長3.6 公里的瓊漿玉液滾滾而下，亦如一條盤踞于莽莽叢林的金色巨龍。峽中3400

多個天然玉成的華泉順坡而下，飛珠濺玉，瀉翠流金，各彩池池壁似黃玉砌成，大者畝



餘，小者如盆，玲瓏剔透，池水五彩繽紛，變化萬千又都清澈透明，泌人心脾，構成了

炫麗的夢幻絕景，是世界上最壯觀的鈣化奇觀，有著人間瑤池的美譽。黃龍是一條由南

向北，逐漸隆起的鈣華體山脊，地勢極像一條昂首騰躍的巨龍，歇息在雪峰冰川晶瑩的

懷抱中。艷陽之下的“五彩池”晶瑩剔透，璀璨無比，絕非人間所有！黃龍是一個以彩

池、雪山、峽谷、森林“四絕”著稱於世。壯觀地表鈣華流蜿蜒于原始林海，酷似一條

金色巨龍，騰遊天地，故名黃龍。美國國家公園高級官員歐伯特贊嘆道：“這裡有似加

拿大的大雪山、懷俄明州的峽穀、科羅拉多的原始森林、黃石公園的鈣華彩池，多類景

觀，集中一地，世所罕見。黃龍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財富，也是全人類的寶貴財富。1991

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自然遺名錄》。 

早：飯店內享用 午：中式合菜 RMB50/人晚：飯店內自助餐或中式合菜 RMB80/人 

＊宿：九寨溝：準五星新九寨賓館  或同級 

 

第四天 九寨溝之旅「環保公車散票」【荷葉寨、盆景灘、蘆葦海、雙龍海、火
花海、臥龍海、樹正群】、【九寨千古情歌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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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寨溝風景區：九寨溝以三溝「樹正」「日則」「則查窪」三條主溝組成 Y 字形狀，

它的神妙、奇幻、美豔絕倫而成為世界鮮見、中國唯一的擁有"世界自然遺產"和"世界生

物圈保護區"兩項國際桂冠的勝地。九寨溝是個佳景薈萃、神妙奇幻的風光明珠，當空鳥

瞰，翠海、飛瀑、彩林、雪峰渾然如畫，相映成趣。游覽觀光，步步是景，各處景色，

一日數變。原始的天然美景，閃爍著迷人的魅力，加之與其交相輝映的藏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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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寨千古情歌舞秀：大型歌舞《九寨千古情》分為《藏密》、《九寨傳說》、《古羌戰

歌》、《漢藏和親》、《大愛無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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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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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方大洪水瞬間傾瀉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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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飯店內享用 午：溝內桌餐 RMB150/人 晚：藏式風味 RMB60/人 

＊宿：準五星新九寨賓館  或同級 

 

第五天 九寨溝茂縣【松潘古城(不上樓城)、疊溪海子、白石羌寨】成都 

松潘古城(不上城樓)：松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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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33 年（民國 22 年）8 月 25 日茂縣大地震造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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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軍民三千餘人全部遇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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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溪海子下淹沒的疊溪古城

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保留完好的地震毀滅的古城遺址，是國際地震界研究地震的重要現場。 

白石羌寨：四川省茂縣的白石羌寨。白石羌寨位於茂縣城西北角的甘青村，因以白石

作為天神及一切神靈甚至祖先的象徵而進行崇拜，並在山間、地頭、林中、屋頂、門窗、

室內供奉白石而得名。白石羌寨位於四川茂縣西北角的甘青村，因以白石作為天神及一

切神靈甚至祖先的象徵而進行崇拜，並在山間、地頭、林中、屋頂、門窗、室內供奉白

石而得名。白石羌寨是地震後重建的一個寨子，寨裡人現在生活富足，環境優美，現已

成為一著名的景點。 

 

 

 

 

 

早：飯店內享用 午：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山珍風味 RMB60/人 

＊宿：＊宿：成都：準五星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或 溫德姆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成都【黃龍溪古鎮】樂山【船游】峨眉山【峨眉聖像秀】 
      

 

 

 

 

 

黃龍溪古鎮：之所以引起影視界人士關注，是因為這裡清代風格的街肆建築仍然保

存完好。青石板鋪就的街面，木拄青瓦的樓閣房舍，鏤刻精美的欄杆窗欞，無不給人以

古樸寧靜的感受。 

船遊樂山：坐船遊江參觀，樂山大佛位於四川樂山市城東，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



江匯合處的淩雲山上, 為淩雲山臨江的整片石壁，全靠人力開鑿凹進石刻而成的坐佛像，

高 71 米，頭高 14.7 米，耳長 6.72 米，鼻長 5.33 米，肩寬 24 米，手指長 8.3 米，腳背寬 9

米、長 11 米，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尊石刻佛像。 

峨嵋山聖像歌舞秀：聖象峨眉將峨眉山的自然與文化、傳統與藝術巧妙結合，採用

音舞詩畫的藝術形式，向中外遊客展示了一幅幅秀麗、雄奇且極富文化品味的丹青畫卷。

讓遊客在欣賞富有濃郁鄉土特色的技藝表演中，品味四川獨特的民俗風情，於靜逸中再

現峨眉山水的秀美絕倫，于淡雅中享受旅遊文化帶來的樂趣！ 

早：飯店內享用 午：古鎮風味 RMB60/人 晚：峨嵋風味 RMB60/人 

＊宿：峨嵋山：準五星世紀陽光酒店五星樓 或 華生銀座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峨嵋山【報國寺、伏虎寺(含電瓶車)】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 

報國寺：峨眉山的山門和掌門人的駐地，峨眉第一古剎，古意盎然、香煙繚繞。 

伏虎寺含電瓶車：離開報國寺，有左右兩條山路上山。左行 1 千米，沿途林木森森

景色清幽，過虎溪三橋即為伏虎寺。由於寺內殿宇隱于叢林之中，故有《密林隱伏虎》

之稱。相傳《林中多虎常出為害，始建尊勝幢於無量殿前以鎮之，使其患遂絕》，故名《伏

虎寺》。 

環球洲際中心位於成都高新區天府大道與繞城高速交匯處，建築主體以海藍色為基

調，全通透玻璃幕牆，配以純色調裝飾構件，白色飄板將起伏的建築體銜接成整體，散

發出濃濃的亞熱帶海濱城市氣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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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遊藝、展覽、商務、傳媒、購物、酒店於一 體的多功能建築。成為成都市的娛樂天堂、

購物天堂、休閒天堂和美食天堂。 

＊餐：早：飯店內享用 午：藥膳風味 RMB85/人 晚：川菜風味 RMB60/人 

＊宿: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 或同級 
 

第八天 成都【浣花溪公園(含電瓶車) 、武候祠、錦裡古街、寬窄巷子】高雄 

浣花溪公園(含電瓶車): 浣花溪公園是浣花溪歷史文化風景區的核心區域，位於成都

市西南方的一環路與二環路之間，北接杜甫草堂 ，東連四川省博物館，是成都市迄今為

止面積最大、投資最多的開放性城市森林公園 。被評為成都市唯一的五星級公園。以杜

甫草堂為中心，將自然景觀和城市景觀， 古典園林和現代建築藝術，民俗空間和時代氛

圍有機結合，以自然、雅緻的景觀和建築凸現川西濃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寬窄巷子：寬窄巷子向來是走訪成都的自助旅人必訪的地方，在一盞盞茶碗和極具歷

史感的青石路板無處不透出閒適的成都風情。這裡被稱為「千年少城」，過去是清朝旗人

的聚居地，也是達官貴人的住所，一幢幢的青磚牆、四合院、高門樓、花牆裙，既結合

川西民居特色，也有北方文化的內涵。寬窄巷子至今遺留著「老成都」的風韻，展現成

都人幾百年來的生活以及情趣。 

武侯祠：位於四川省成都市南門武侯祠大街，是中國惟一的君臣合祀祠廟，由武侯祠、

漢昭烈廟及惠陵組成，人們習慣將三者統稱為武侯祠。 



錦裡古街：是都市休閒族的精神驛站，是體驗時尚休閒的魅力街區。錦裏古街以川西

古鎮的建築風格為特色，集旅遊購物、休閒娛樂為一體。茶坊、餐廳、酒吧、旅遊工藝

品、四川特色產品等經營專案，各色特色小攤遍佈街區，更有一條好吃街，網羅了最具

四川特色的各種名小吃，讓每一位遊客都能邊走邊看，邊看邊吃，邊吃邊玩。 

此時旅遊已近尾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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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機場搭乘兩岸直航班機，返回溫暖

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遊覽後前往機場，結束此趟多采多姿的美景之旅，搭機飛返回

台灣，甜蜜的家。  

＊早：飯店內享用 午：鴛鴦火鍋風味 RMB60/人 晚：機上輕食 

＊宿：溫暖的家 或 同級  

 

飛馬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 號 

TEL ：05-5331100     FAX：05-5346600 

網址：www.flyhorse.com.tw 

爲您服務是我們的榮幸!!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