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城．亞丁．四姑娘山 12 日 
 

攝影天堂，稻城亞丁  

稻城縣海拔 3750 米，以古冰體遺跡著稱於世。在稻城亞丁極目

遠眺，天地浩瀚無垠，亂石鋪天蓋地，撼人心魄，1145 個湖泊

散落於嶙峋亂石間，碧藍如玉，景色極為壯觀。因而被譽為”最

後的香格里拉”。 

 
 



【行程特色】 

 

 



 



各地區海拔             
瑪爾康：2641 米    理塘：3956 米 
四姑娘山：3134 米  稻城：3767 米 
康定：2861 米      亞丁景區：3900-4500 米 
海螺溝：1562 米 
雅江：2569 米 
 

 

 

 

 

 

 



★全程餐標50~60 

★無購物、無自費 

出發日期:2016.10.10 (一)  

                      

日期 班  機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10/10(一) NX605 台北／澳門 08:00 09:50 

 NX198 澳門／成都 12:00 14:40 

10/21(五) NX197 成都／澳門 15:50 18:15 

 NX620 澳門／台北 20:40 22:30 

如欲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最後的香格里拉～～～ 
【行程內容】 

第01天 桃園／澳門／成都(錦里古街) 
今日集合於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地處中國內
陸西南部，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殊的氣候，自古成都便有『天府之國』之美譽，也是
古時個個朝代的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可見他的位置的重要性。抵達後遊覽錦里古街：錦裏
是西蜀歷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業氣息的街道之一，早在秦漢、三國時期便聞名全國。錦
裏依託成都武侯祠，北鄰錦江，東望彩虹橋，以秦漢、三國精神為靈魂，明、清風貌作外
表，川西民風、民俗作內容，歷史與現代有機結合，擴大了三國文化的外延，古老的祠堂
又注入了新的活力。 

宿：成都大鼎戴斯大酒店(2015 /11開幕)或同級 

 

第02天 成都4H /139km 理縣4H /250km 馬爾康(米亞羅風景區、桃坪羌寨、卓克基官寨) 

【米亞羅風景區】我國最大的紅葉景觀區在米亞羅風景區，它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

自治洲理縣境內，背靠雪山，面對盆地，正好處在成都至九寨溝-黃龍旅遊線的中間，距成

都市263 公里。風景區總面積達3688平方公里，比著名的北京香山紅葉景區大180 餘倍，

是我國目前為止所發現並開放的面積最大、景色最為壯觀的一處紅葉風景區。「米亞羅」

是藏語，意即「好耍的壩子」，地處岷江支流雜谷腦河谷地帶。「雜谷腦」也是藏語「吉

祥」的意思。風景區內群山連綿，江河縱橫，風光宜人，尤其是當秋風乍起之時，風景區

內沿雜谷腦河谷兩岸密林中的楓樹、槭樹、樺樹、鵝掌松、落葉松等漸次經霜，樹葉被染

成為綺麗的鮮紅色和金黃色。這時候，萬山紅遍，層林盡染，3000 平方公里的紅葉，如春

花怒放，紅濤泛波，金黃流丹，三千里紅葉裝飾著三千里江山，成為一大奇觀。 



【桃坪羌寨】位於理縣雜穀腦河畔桃坪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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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有一處當今世界上

唯一保存完好的羌族古寨，這就是被專家學者稱之為神秘的“東方古堡”的桃坪羌寨。 

【卓克基土司官寨】，為清朝乾隆13 年第一次“大小金川之役”後授封的，乾隆14 年給

“長官司”印信。官寨依山而建，坐北朝南，被國際友人讚譽為“東方建築卓克基土司官

寨史上的一顆明珠”。 

宿：準4★豪庭名人酒店 (海拔2500米) 或同級 
【溫馨提示】 
1、 磨西鎮海拔 1600 米，建議不要飲酒； 

    *酒店晚上關門時間一般為 23:00,請儘早回酒店休息 
2、自由活動期間，請務必保管好財物以及注意安全 
 

第03天 馬爾康4.5H /300km 日隆(海子溝-含馬費) 

【海子溝】(在藏族裏高山湖泊就叫海子)，於溝口下車，走一小段路至售票口，改騎馬上

【朝山坪】，於此遠眺美麗雄偉的【四姑娘山】；四姑娘山以雄峻挺撥聞名，山麓森林茂

密，綠草如茵，清澈溪流潺潺不絕，又是一派秀美的南歐風光，人稱“中國的阿爾卑斯”。

主峰妹峰海撥6250 米，山體陡峭，直指藍天，冰雪覆蓋，銀光照人，蔚為壯觀。山中的異

樹、飛瀑流泉、草甸溪流交融成一幅奇異景觀。風景區內居住著藏、羌、回、漢等民族，

藏族嘉戎文化源遠流長，那古老動人的神話傳說，熱烈隆重的祭祀慶典，悠揚悅耳的山歌，

矯健歡快的鍋莊，片石壘就的寨樓，熱情好客的村民，還有香噴噴的青稞酒、酥油茶......

構成了一幅幅濃郁的風土人情畫卷。遊覽結束後步行下【鍋庄坪】再騎馬下山，再驅車返

回日隆鎮。 

宿：掛4★新四姑娘山莊 (海拔2700米) 或同級 
【溫馨提示】 

四姑娘山當地有“一山有四季，十裡不同天”的說法。 
春天的四姑娘山平均氣溫可以達到零下 10 度，最晴朗的天氣也不過是零下 2 度，較大
的晝夜溫差使得白天會是陽光明媚，夜晚的氣溫就會驟降，此時前往四姑娘山旅遊，
行李中必須準備好保暖的衣物，比如羽絨服。下雪後光線會很刺眼，一定要帶上太陽
鏡。 

 

第04天 日隆3H /250km 丹巴(雙橋溝-含環保車、甲居藏寨) 

【雙橋溝景區】（全程約30KM）主要景點有：陰陽穀、遠眺五色山、日月寶鏡、人參果坪，

沙棘林，盆景灘，棘林棧道，不達拉峰、紅杉林、獵人峰，牛棚子、牛心山.........，溝內兩

面皆是山，卻山山不同，處處皆景，而景景有別，真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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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居藏寨】幾百幢藏寨碉樓民居，依山就勢、錯落有致地融於自然環境中。房屋外牆多

以白色、黃色和黑色圈塗成條紋，並繪以日、月、星辰和宗教圖案，顯示出美麗而整潔的

外觀。房外通常立經幡以及嘛呢旗。 

宿：準4★318酒店 (海拔1800米) 或同級 

 

第05天 丹巴2H /180km 八美1H /80km 塔公3.5H /300km 雅江(遠眺梭坡古碉群、遠眺墨爾多

神山、東谷天然盆景、八美土石林、遠眺雅拉雪山、塔公草原、木雅金塔) 

【梭坡古碉樓群】據考證，這裏的古碉距今已有上千年的歷史，自然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

許許多多神秘的傳說。古碉以泥土和石塊建造而成，外形美觀，牆體堅實。古碉大多與民

居寨樓相依相連，也有單獨築立於平地、山谷之中的。 

【東谷天然盆景風景區】，有稱爲“天然盆景”的，其間犛牛河谷，急流飛瀑，森林遮天

蔽日，奇峰異石遍佈。在此可遠眺聖潔靈山【墨爾多神山】5105 米(天氣佳才有機會目睹)；

它位於大小金河之間，由於地理位置，地質結構，氣象變化，自然變化…形成了許多奇觀

和神秘現象，引起生活在這一帶的嘉絨藏民的仰慕和崇拜。【八美石林】如群眾峰彙聚，

萬塔林立，如同精心製作的盆景，有的像石蘑菇、石蓮花等千姿百態，栩栩如生。【雅拉

雪山】藏族古籍《神山志》記載，雅拉雪山為“第二香巴拉”。所謂香巴拉，就是神仙居

住的地方，是藏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塔公景區】欣賞壯闊的【塔公大草原】，綿遠的

山巒，成群牛羊、座座帳篷，構成一幅富有濃郁高原藏族情調的風景畫。遊覽為紀念十世

班禪大師而修建的【純金紀念塔(木雅金塔)】、【塔公寺】：是一處藏傳佛教紅教的寺廟，

是康巴地區的始祖廟之一，被當地信徒奉之為“小布達拉宮”，也是康巴的聖地。 

宿：準4★雅磐江酒店 (海拔2500米) 或同級 

 

第06天 雅江3H /140km 理塘3H /150km 稻城2H /180km 香格里拉(長青春科爾寺、海子山自

然保護區) 

【長青春科爾寺】又稱理塘寺，於1580 年由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創建，是康區歷史最

悠久，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黃教寺廟。長青春科爾為藏語譯音，“長青”意為彌勒佛（即

未來佛）“春科爾”意為法輪，“長青春科爾”意為彌勒佛法輪（標誌著法輪常轉、妙諦

永存）。【海子山自然保護區】海子山自然保護區位於稻城縣北部高原區，是青藏高原最

大的古冰體遺跡，以“稻城古冰帽”著稱於世。平均海拔4000 米，保護區是古地中海隨喜

瑪拉雅山系隆起而抬升起來的高原丘陵，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區內共有1145 個大小湖泊，

其規模密度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因高山湖泊藏族又叫海子，所以得名海子山。 

宿：準4★亞丁驛站 (海拔2700米) 或同級 

 

第07天 香格里拉 /亞丁景區 /香格里拉(亞丁自然保護區-含環保車及電瓶車) 

【香格里拉亞丁風景區】：被譽為“藍色星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亞丁藏語意為“向陽

之地”景區核心為在世界佛教聖地中排名第十一位的三怙主雪山，“屬眾生供奉朝神積德



之聖地”。三怙主雪山為鼎立而峙的三座雪峰，北峰仙乃日，意為觀世音菩薩(海拔約6032

米)，為稻城第一高峰；南峰央邁勇，意為文殊菩薩(海拔約5958米)；東峰夏諾多吉，意為

金剛手菩薩(海拔約5958米)。三座雪峰呈“品”字形，雪峰周圍群峰林立，千姿百態，十

分美麗壯觀。（海拔約2900-4180米）【沖古寺】位於仙乃日雪峰腳下，寺院毀壞嚴重，一

片殘垣斷壁，建寺年代無從考察；沖古隸屬貢嘎朗吉嶺寺，根戈活佛派有紮巴在此念經頌

佛，小經堂內供有泥塑釋迦。【珍珠海】在稻城亞丁景區，神山仙乃日腳下有一個湖水幽

藍、鮮花圍繞的聖湖——“卓瑪拉措”聖湖（海拔3980 米）。 

宿：準4★亞丁驛站 (海拔2700米)  或同級 

 

第08天 香格里拉 / 亞丁/香格里拉(亞丁自然保護區-含環保車及電瓶車) 

【第二次進入亞丁景區】，首先遠眺鼎立而峙的三座雪峰，北峰仙乃日，意為觀世音菩薩，

慈善安祥，溫馨平和，為稻城第一高峰；南峰央邁勇，意為文殊菩薩，端莊嫻靜，冰清玉

潔；東峰夏諾多吉，意為金剛手菩薩，英俊剛烈，神采奕奕。雪峰周圍群峰林立，大大小

小共30 余座，千姿百態，十分美麗壯觀。【仙乃日神山】【央邁勇神山】【夏諾多吉神山】

是亞丁自然保護區內三座聖潔美麗的雪峰，名稱相傳為五世達賴所封：北峰仙乃日，意為

觀世音菩薩；南峰央邁勇，意為文殊菩薩；東峰夏諾多吉神山，意為金剛手菩薩；三座神

山呈“品”字形排列，被當地藏民視之為神山。【落絨牛場】位於四川省的高原草場，被

“日松貢布”三座神山環繞。貢嘎河從草場穿梭，林間溪流潺潺，與牧場木屋交相輝映，

成群的牛羊在這裏享受著充足的陽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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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了一幅原始而又迷人的景色，令人們進入返樸歸真的境界。 

宿：準4★亞丁驛站 (海拔2700米) 或同級 

【溫馨提示】（五色海和牛奶海因無車道，故只能徒步或騎馬，遊客可視體力自行選擇遊

覽）。可於沖古寺拍攝日落。遊覽順序（冲古寺電瓶車 8.2KM 諾絨牛場—遊畢洛絨牛場搭

電瓶車）絡絨牛場—五色海、牛奶海：此路段因海拔高，對身體素質要求非常高，客人必

須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選擇騎馬或徒步前往遊覽。若身體不適執意前往者所造成的一切後果，

敬請自負！！！ 

 

第09天 香格里拉2H /180km 稻城1H  /80km 桑堆6H /256km 雅江(赤土河谷風光、貢嶺寺、

紅草地) 

【赤土河谷】迷人風光，欣賞晨暉中景色如畫的小橋、流水、人家、藏式民居風光，感受

濃郁高原藏家風情。之後翻越古冰川遺跡海子山到達新都橋，令人神往的"光與影的世界"

攝影家的天堂"。【貢嘎郎吉嶺寺】頁嘎郎吉嶺寺寺臨赤土河，背靠阿西山，依山傍水，環

境宜人，貢嶺（雪山州的意思）貢嶺境內有三個終年積雪的貢嘎山雪峰，寺廟建於明崇禎

１15 年（西元1642 年），由甲布康珠羅絨顛回創建，寺內藏有五世達賴贈送的“向巴”

佛像一座，有300 多年歷史。【桑堆紅草地】秋季時紅彤彤的景致映入眼簾，紅得那麼熱

烈，那麼豔麗，也那麼醉人。在或黃或綠的白楊樹的襯托下，燦燦生輝，嫵媚無比。後我

們前往稻城：據說最後的“香格里拉”就在這裏，這裏的雪峰、峽穀、草原、湖泊、寺廟，

如希爾頓筆下的人間桃源，村莊裏人民和平相處，多彩多姿的民俗民風，彷彿世外桃源，

一處現代人夢寐以求的聖地。 

宿：準4★雅磐江酒店 (海拔2500米) 或同級 



第10天 雅江2.5H /150km 新都橋2H /120km 康定(新都橋自然風光、木格錯-含環保車) 

【新都橋風光】去稻城的途中，在國道318 川藏線南北岔路口，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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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綿起伏的山巒，錯落有致的

藏寨，星星點點的牛羊……這，就是新都橋，令人神往的“光與影的世界”、“攝影家的

天堂”。新都橋鎮又叫東俄羅，是川藏南、北線的分路口。車兒沿著川藏公路南線前行，

只見一個個典型的藏族村落依山傍水地散佈在公路兩旁，一條淺淺的小河與公路相依相偎

地蜿蜒流淌。房前路旁矗立著一棵棵挺拔的白楊，在秋風秋陽中炫耀著特有的金黃。一群

群的犛牛和山羊，點綴在新都橋田園牧歌式的圖畫中，平添出許多生動。遠處的山脊，舒

緩地在天幕上劃出一道道優美的弧線。滿眼藍色、白色、金黃、黑色、綠色的飽和色塊，

在明麗的秋陽光線的描繪中，凸現著流暢的色彩和線條，使我們恍如置身畫中。新都橋的

藏式民居極有特點，有很寬敞的白牆院子和朱漆大門，房屋大都採用石料建造，朝陽而居，

採光極好，每座樓房的每面牆上開著三四扇窗戶，窗簷上用紅、黑、白等色彩描繪著，象

徵人丁興旺、五穀豐登之意的日月或者三角形圖案。偶爾可見喜鵲在房前、溪邊、草地上

飛翔、跳躍。【康定】-地處四川盆地西緣山地和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地勢由西向東傾斜。

大雪山中段的海子山、折多山、【貢嘎山】由北向南縱貫全境，將其它分為東西兩大部份，

東部為高山峽谷，多數山峰在5000米以上，“天府第一峰”貢嘎山在縣境東南沿，海拔7556

米，峽谷高約3500米以上；西部和西北部為丘狀高原及高山深谷區。康定屬康巴藏區，全

民信奉佛教，崇拜自然。他們的生活與純淨的大自然融為一體。其服飾色彩、建築式樣、

語言習俗、歌聲舞姿，一切皆取之自然，歸依自然。 

【木格措風景區】位於康定縣城北雅拉鄉境內，距康定縣城26 公里，景區面積500 平方公

里。景區由七色海、杜鵑峽、木格措海、紅海、無名峰等一系列景點組成。景區以多處高

原湖泊、原始森林、溫泉、雪峰、奇山異石及長達8 公里的疊瀑組合，構成了獨特秀麗的

旅遊區。木格措風景區一年四季皆是景： 春：藍天白雪，杜鵑爛漫，窒息之美，感動之

旅！夏：高峰擎天，一片清涼，處子之靜，享受之旅！秋：漫山紅葉，層林盡染，殷實之

獲，絢麗之旅！冬：千里冰封，雪峰蒼穹，心靈之遠，聖潔之旅！ 

宿：準4★情歌大酒店 (海拔2700米) 或同級  
【溫馨提示】 

新都橋可吃到川菜和藏菜，這裡的蔬菜完全靠內地輸入，而藏式口味的糌粑、麵粉、
青稞、酥油茶、牛羊肉隨處可見。 

木格措為高原湖泊，景區最高海拔為 3780 米，請不要劇烈運動以免高原反應 

請遵守導遊的具體時間安排進行遊覽活動，有特殊情況請務必提前告知導遊 

 

第11天 康定4H /350km 雅安2.5H /150km 成都 

享用早餐後，搭車前往被列為四川省十大古鎮之一的上裏古鎮，其位於雅安市雨城區，距

市區27公里。上裏古鎮古時為南方絲綢之路，也是臨邛古道進入雅安的重要驛站。上裏居

於兩河相交的夾角內，民間傳為"財源"匯聚的寶地。古鎮依山傍水，田園小丘，木屋為捨，

石板鋪街，還有"十八羅漢朝觀音"的18座山丘。以"二仙橋"為代表的8座古石橋歷史悠久，

風格各異，二仙橋建於清乾隆四十一年，橋高10公尺左右，長約20多公尺，橋身綠籐環繞，

據說是有過仙人的蹤跡。“雙節孝”、“九世同堂”、“貞節牌坊”等三座石牌坊是上裏

的又一景觀，也是古訓和舊禮節的活檔案。“雙節孝”石牌坊是一座紅砂石建造的精美牌



坊，在清道光十九年為表彰韓氏姑媳二人守節下詔建造的。牌坊前豎有全石雙鬥桅桿一對，

分別高11公尺。牌坊總佔地200多平方公尺，高11公尺，寬6.4公尺，上刻有戲曲故事20餘組，

人物100多個，雕工精細，人物形象生動，眉目傳神。傍晚至成都市區。 

宿：成都大鼎戴斯大酒店(2015 /11開幕)或同級 

 

第12天 成都【寬窄巷子】 /澳門 /桃園(台北) 

悠閒自在的享用豐盛早餐後,前往市區遊覽寬窄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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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后專車接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回台灣甜蜜的家。 
稻城亞丁旅遊注意事項： 

1、高原天氣寒冷乾燥，一定要帶上毛衣和羽絨服。有條件的建議穿著衝鋒衣、登山鞋。此外多帶些一

次性內褲、襪子，這裡洗衣服不太方便。 

2、高原紫外線極強，最好戴上遮陽帽和墨鏡，以免灼傷皮膚和眼睛。藏式“博士帽”既可擋住陽又可

遮避雨雪。雨具的話，自由人戶外拓展建議最好選擇雨衣，這樣出行方便一些。 

3、藥品方面，服用肌著、複合維生素、魚肝油等藥品可抵抗高原缺氧乾燥的氣候；泡服本地生長的紅

景天會消除或減輕高原反應，建議提前服用。 

4、遊玩亞丁自然保護區之前，要多備點食品及飲料帶上去，景區裡面沒什麼吃的。不過除此就不需要

準備太多乾糧，稻城縣裡的飯菜不貴，也適應一般人的口味。 

本行程屬於高原地區建議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65 周歲（含）
以上—75 周歲以上(含)的老年人確保身體狀況良好酌情考慮後，
參加本行程。本行程不接受心臟病，高血壓，孕婦客人參團。 
  

2016四川地區氣溫預計表 
地區名稱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稻城縣 -5° -3° 0° 4° 9° 11° 11° 11° 9° 5° 0° -4°  

理塘縣 -13° -10° -4° -2° 2° 7° 5° 6° 5° -1° -10° -12°  

雅江縣 -7° -4° 1° 5° 8° 11° 10° 14° 11° 5° -2° -5°  

康定縣 -5° -2° 0° 4° 9° 12° 10° 10° 8° 4° 1° -6°  

丹巴縣 -1° 3° 7° 10° 13° 15° 15° 15° 13° 8° 4° 1°  

飛馬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號 

TEL ：05-5331100   FAX：05-5346600 

爲您服務是我們的榮幸!!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