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遍中國─ 環線九寨溝牟尼溝樂山峨嵋山熊貓基地八日 
【航空公司】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直飛成都】 

【出發日期】每週二.四.六.日出發 

《第 01 天》桃園成都 CA-418  TPECTU  1955/ 2340 

《第 08 天》成都桃園 CA-417  CTUTPE  1505/ 1835 

※航空時間若有調整，以航空公司公告為主。 

★行程特色 

景點精心安排                                                            
【九寨溝】水是她的柔情，水中隱藏的礦物質沉殿物在四季中將景區渲染的妍麗色彩，猶如電影美

夢成真虛擬化身。難怪，多少詩人訴不盡心中的憾動，多少畫家.攝影家更為這天色羨煞不已，名列

「世界自然遺產」也無法形容她的美麗。「雪山、森林、湖泊、瀑布、藏族風情、飛泉」天地合一，

如詩如畫的景緻彷彿時空交錯人們闖進了童話世界。 

 

【牟尼溝風景區】她集九寨秀色、黃龍明麗於一身，景區自然風光迷人，民族風情濃郁。景區由扎

嘎瀑布和二道海兩部份組成。匯聚了原始森林從遠古帶來的神韻，牟尼溝的紮嘎瀑布號稱“中華一

大”之鈣話瀑布，落差達 100 多米，層層疊疊，奔流而下，氣勢宏偉。這裏山青水碧、奇花異草、

湖泊衆多、草青綠茵，原始森林茂密，珍禽異獸隨處可見。帶你走向自然，走向神迷世界。 

 

特別安排                                                             

住宿安排 (註：入住房間型態依當天飯店所提供之型態為主；圖片為僅供參考。)                 

【嚴選旅館、當地風情】 

▲成都保利公園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Chengdu Panda Garden 

成都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位於高新技術產業研究與開發企業雲集的成都高新西區腹地、成都以西，

是落戶此區域的首家國際五星級品牌酒店。酒店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快捷，距離成都雙流國際機場

僅 30 分鐘，搭乘地鐵 2 號線即可直達成都市中心——天府廣場。 

 



▲成都溫江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Chengdu Wenjiang 

坐落于成都溫江交通核心地段的成都溫江皇冠假日酒店，如一顆明珠鑲嵌於此，比鄰成都地鐵 4 號

線，可達寬窄巷子、太古裡、錦裡等成都標誌性景點，同時酒店所處位置也是通往大熊貓繁育研究

基地及都江堰風景區的理想路線；緊鄰酒店的天然蜀樂池溫泉擁有 46 個泡池及 2000 ㎡兒童戲水

樂園。漫步江安省邊，宜居的環境及通達的交通讓居停更加舒適便利：酒店距離草莓音樂節舉辦地

--成都非遺博覽園約 5.2 公里，距離陸上樂園及水上樂園--國色天鄉樂園約 8.5 公里，與成都必訪

地--寬窄巷子約 15.7 公里。 

 
▲峨眉山華生酒店(禪林溫泉·雅舍) Huasheng Hotel (Chanlin Hot Spring Yashe) 

峨眉山華生酒店(禪林溫泉·雅舍)地處峨眉山東麓，居於市區，毗鄰亞洲較大十方叢林大佛禪院景

區，緊鄰大佛禪院景區和峨眉山名小吃集結地——好吃街。這裡距峨眉山報國寺景區、峨眉山汽車

站約 10 分鐘車程。 

 
▲阿壩州茂縣國際飯店 Maoxian International Hotel 

阿壩州茂縣國際飯店位於阿壩州茂縣鳳儀鎮甘青村，地處風光如畫的九寨、黃龍中心線上，臨近地

震遺址，環境優美，出行便利。 

飯店是一家商務型酒店，總建築面積 2 萬平方來，綠化面積超過 5 千平方米。飯店擁有各式舒適客

房，多功能餐廳可同時接納 6 百人就餐，還有可容納 100 多人的大會議室和一個小型商務洽談室。 

 
▲茂縣鳳凰閣大酒店 Fenghuangge Hotel 

茂縣鳳凰閣大酒店位於四川獨有的少數民族（羌族）聚居區——茂縣鳳儀鎮，臨近 109 鄉道；海拔

1580 米。同時坐擁松坪溝、九頂山等極富吸引力的旅遊景點。 

 

▲九寨溝天源豪生酒店（准五星） 



九寨溝天源豪生度假酒店由豪生國際酒店集團管理，坐落於漳紮鎮中心右側，毗鄰千古情、美食街

和商業街，交通便利，前往九寨溝風景區只需要 10 分鐘車程。擁有 968 間設計時尚優雅的客房和

套房，以及 4 個風格獨特的餐廳與紅酒雪茄吧。除了通常所具備的西餐廳與中餐廳外，酒店藏餐廳

雪蓮花是融合了本地風情又不失現代感的特色餐廳。 

 

▲都江堰玉瑞大酒店 Du Jiang Yan Yu Rui Hotel 

都江堰玉瑞酒店位於擁有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國家 5A 級風景名勝區的——都江堰市。背倚靈巖山，

毗鄰川農大。酒店門口的觀景路是至風景區——“龍池” “虹口”的必經之路；距離“二王廟”、

“離堆公園”也僅 10 分鐘車程。酒店經新加坡首席設計師按國家星級標準精心設計，建築面積約

2.5 萬平方米，獨特的水幕大壩設計外觀，高標準的抗震等級選材、施工。是一家以商務、會議、

婚宴接待為主的綜合型綠色酒 

 

貼心好禮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購物安排                                                                  

無購物 

自費安排                                                                  

自費行程 

都江堰景區(含電瓶車)NT1200/人、聖像峨眉秀 NTD1200 元/人 

(此團費因有安排行程表內所推薦之自費項目，而得此優惠價錢。敬請務必配合參加，費用需台灣

收齊，謝謝！) 

 

★每日行程 
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特別安排 

第一天   桃園成都   暫定航班: 桃園成都  CA418   TPECTU 1955/ 2340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直飛四川省－成都，開始一連串精彩的四川九寨之行 ！“天府之國”—

成都，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平原，共 6 個城區、4 個郊區、6 個縣，總面積 1.26 萬平方公里，人口

1000 多萬，成都旅遊區是四川旅遊的核心地帶，這裏不僅地處全川中心，同時也是四川省政治、

經濟、文化的核心，成都不僅人文景觀豐富，自然風貌也獨具一格，早在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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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保利皇冠假日酒店 或溫江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 準★★★★★  

 

第二天 成都【熊貓基地+電瓶車】汶川【5.12 地震遺址】茂縣【牟托羌寨、羌

族博物館】 

早餐後，前往參觀【熊貓基地】瞭解熊貓人工培育的過程及發展，近距離觀看大熊貓的野外生活。

全世界現存大熊貓，其中的 80%生活在四川，成為大熊貓的故鄉，熊貓嬌麗端莊，姿容瀟灑，行動

滑稽，動作天真，滿臉稚氣，性情溫馴，憨態可掬，遏人喜愛，名聞世界。 

512 地震遺址 

【汶川地震遺址】映秀地震遺址位於映秀鎮百花大橋之上的牛眠溝口、蓮花心至 漩口鎮的蔡家杠

村。汶川地震從這裡開始撕裂大地，伴隨恐怖的巨響，幾百萬立方米的岩石碎塊 從陡峭的山崖上

傾瀉而下，造成洶湧的岩石流，順山谷呈之字形幾大溝穀兩側山體，形成長達近 3 千米的岩石流

和 9 處山體擊打面的震源景觀。原牛眠溝被瞬間添高 30 米。 

【牟托羌寨】「牟托」是羌語，「牟」在羌語中是天和太陽的意思，「托」有賜予、給予、獎賞之意，

「牟托」兩字合起來便是「天官賜福」之意；這是歷史悠久的典型羌族聚居山寨，滔滔的岷江河水

繞寨而過，環境清幽，果園遍佈，四季有鮮果，是著名的「水果之鄉」；走進到寨裏，一種峰迴路

轉、柳暗花明、暮然回首闌珊處的感覺便會油然而生；2010 年，牟托寨被評為國家 AAAA 級旅遊

景區。【羌族博物館】茂縣羌族博物館是一座地方性民族博物館，坐落在茂縣縣城羌興街南端，佔

地面積 4329 平方米。陳列面積 1000 餘平方米，於 1988 年羌族傳統節日“羌歷年”時正式開館，

是我國唯一的羌族博物館。 

*羌族博物館周一休館，若遇休館，則取消此景點，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紅照壁酒樓 RMB50        晚餐：酒店羌味 RMB50 

住宿：茂縣國際 或 鳳凰閣大酒店 或同級準★★★★  

 

第三天  茂縣牟尼溝風景區【紮嘎瀑布】九寨溝   

早餐後搭車前往遊覽【牟尼溝風景區】，是以原始森林、飛瀑流泉為特色。占地面積 160 平方公里，

最低海拔 2800 公尺，最高海拔 4070 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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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嘎瀑布】，是

一座多層的疊瀑，疊疊多變，被譽為中國第一鈣華瀑布。瀑布高 104 米，寬 35 米，為中國最高的

鈣化瀑布。此瀑布海拔 3270 公尺，瀑高 93.2 公尺，寬 35 公尺。上游是湖泊，下游為一串階梯式

河床。上百個層層疊疊的鈣華環型瀑布玉串珠連，經三級鈣化台階跌宕而下，沖擊巨大鈣化面而形

成朵朵巨大白花，瀑聲如雷，聲形兼備。後前往九寨溝。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料理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料理 RMB50 

住宿：天源豪生酒店或同級 準★★★★★  

 

第四天  九寨溝【九寨溝風景區（含環保公車）】  

早餐後，暢遊【九寨溝國家公園】。它位於四川省西北部岷山山勝南段，朵爾那峰北麓，是長江水

系嘉陵江源頭的一條支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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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階梯級的分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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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列入國家級重點名勝風景

區，1992 年聯合國教科組織將九寨溝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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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景區餐廳 RMB60              晚餐：酒店自助餐 RMB138 

住宿：天源豪生酒店或同級 準★★★★★  

第五天 九寨溝松潘【外觀松潘古城、疊溪海子】都江堰 

早餐後前往【松潘古城】，是歷史上著名的邊陲重鎮，唐朝時吐番首領松贊幹步入侵，在此與唐朝

大軍大戰，戰敗後求婚乞娶得文成公主，從而改變整個藏族信仰。而後前往茂縣.約 3.5 小時路程。

各城門僅以大塊規則的長方條石券拱而成。【疊溪海子】，疊溪海子是由於 1933 年 8 月 25 日發生

的 7.5 級地震形成的一串高原堰塞湖。登上高聳於湖畔的雕樓，俯瞰全景，帶狀的水面灑滿金色的

陽光，令人迷醉，幾乎忘記隱藏在寧靜與碧綠中的那次災難，幸好有怪石林，那是地震滾落堆積後，

在岸坡上留下的又一景觀。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蜀品軒 RMB50           晚餐：青城四絕 RMB50 

住宿：玉瑞酒店 或同級準★★★★★  



第六天  都江堰成都【黃龍溪古鎮】樂山【上山遊覽，下到佛身，抱佛腳）】

峨眉山  

享用早餐後，前住樂山，中途經成都【黃龍溪古鎮】，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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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往參觀【樂山大佛】，上山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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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峨嵋山。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酒店合菜料理 RMB50 

住宿：華生禪泉雅舍酒店 或同級 準★★★★★  

 

第七天 峨眉山【報國寺、伏虎寺（含電瓶車）】成都【寬窄巷子、川劇變臉秀】 

早餐後前往【報國寺】創建於明萬曆年間，為全山八大名寺之一，寺內正殿原供奉著佛、道、儒三

教的代表，曾名“會宗堂”，有“三教會宗” 的意思。清康熙帝取佛門“報國主恩”意，改名報

國寺。寺門坐西向東，山門前的一對石獨系明代所刻，山門上的“報國寺”匾為清代康熙皇帝禦筆

所題。【伏虎寺（含電瓶車）】，晉時為一小廟，唐雲安禪師重建，旁有龍神堂、藥師殿。南宋紹興

間行僧心庵再建。僧士性建尊勝幢以鎮虎患，仍名伏虎寺，一說寺後山狀如伏虎而得名，又稱虎溪

禪林。【寬窄巷子】，留給老成都的歲月痕跡依然依稀可見。現代化賦予了老巷子新的時代精神，但

老巷子中所蘊含的老成都生活精神，依然是現今成都人生生不息的休閒精神的源泉。在寬窄巷子的

翻修過程中，專門用一個院落打造了“成都原真生活體驗館”，展示寬窄巷子的平民魅力。晚餐後

安排觀賞【川劇變臉秀】。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常勝小吃 RMB50         晚餐：鴛鴦火鍋 RMB50 

住宿：保利皇冠假日酒店 或溫江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 準★★★★★  

 

第八天  成都【望江樓公園、錦裏古街】桃園        

暫定航班:成都桃園  CA417   CTUTPE 1505/ 1835 

早餐後，前往參觀【望江公園】，位於成都市九眼橋錦江南岸。《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宋代大

文豪蘇東坡的這兩句名詩，概括了成都平原自然景觀的重要特色和成都人對竹的偏愛；為紀念唐代



女詩人薛濤，明清兩代先後在這裡建起了崇麗閣、濯錦樓、浣箋亭、五雲仙館、流杯池和泉香榭等

建築。民國時辟為望江公園，成為市內著名的風景點。 

【錦裏古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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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恍若置身古老的成都

市井。午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味典小吃 RMB50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可愛的家 

 

〝預祝各位貴賓!旅途平安愉快〞 

團費說明                                                     
包含項目：機場稅.安檢費.履約責任險.燃油稅 

不含項目：臺胞證、機場接送、(領隊+導遊+司機 小費每天 NT 200)** 

注意事項                                                     
1.行程內容因國際或國內班機變動而有所調整。  

2.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3.行程內容順序以當地旅行社所安排為主。 

4.按摩等自費行程,請貴賓視服務人員狀況酌給小費以示鼓勵及獎勵辛勞。 

5.因綠色環保各地酒店取消一次性用品，請自行攜帶牙膏、牙刷及洗漱用品。 

6.以上報價已分攤 60 歲以上的老人及小童優惠門票價格，如產生優惠票，恕不退回。 

7.為維護旅客當地安全與旅遊權益，本行程全程不得脫隊或擅自離隊，如旅客脫隊或離隊者，則視

同終止旅遊契約。 

8.前往大陸地區，行動電源有清楚明顯標示 30000 mAh 以下，可放隨身行李攜帶，若超過中國海

關一律沒收。若您的行動電源無詳細的標示 mAh 容量，請攜帶商品說明書或包裝盒說明，否則海

關將視同於超過 30000 mAh，予以沒收！ 

9.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車輛行駛時，駕駛人、乘坐人員應

當按規定全程使用安全帶，請務必提醒注意。 

10. 自 2007 年 3 月起,旅客隨身手提行李,攜帶液體.膠類.噴霧罐..每個容器不得超過

100cc(100g),(P.S 建議:液態.膏狀物品或剪刀或尖銳物品, 若有攜帶,請勿放在隨身行李,請放至在拖

運行李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