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 
★世界自然遺產--九寨溝國家風景區~~網址：www.jiuzh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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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九寨溝，雖沒有春天的嫵媚，夏天的清爽，秋

天的妖豔，卻另有一番情趣。那撩人心魄的飛雪，飄飄灑灑、紛紛揚揚，像春天的柳絮

一樣，不停地飛舞著，放肆地親吻著山巒，親吻著海子，親吻著你的臉龐。銀裝素裹、

玉樹冰花，把你帶入潔白而高雅的世界。使人忘卻了世外的紛爭，無畏的煩惱，淨化著

人們的心靈。 

★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峨嵋山~~網址：http://ems.eastday.com/  

峨眉山，被稱為世界上最神奇的地方。北緯 30 度，地球上最神秘的地帶，有著無數的不

解之迷。位於四川盆地西南，因兩山相峙，形如蛾眉而得名。 

★樂山大佛風景區~~網址：http://www.leshandafo.com/ 

位於中國四川省樂山市，瀕臨岷江，高 71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1982 年，樂山

大佛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96 年，峨眉

山—樂山大佛作為一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位於樂山市區以東 3

公里的淩雲寺之側，瀕臨岷江與大渡河、青衣江的匯流之處，背靠淩雲山西壁，與樂山

城區隔江相望。因為從屬於淩雲寺以及樂山古稱嘉定，所以樂山大佛歷史上也被叫做淩

雲大佛、嘉定大佛。 

成都奢華五星新世紀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海洋樂園) 

 

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坐落於全球最大單體建築新世紀環球中心內，這座由著名

建築師紮哈•哈迪德精心設計的建築，以“飛行之海鷗、漂浮之鯨、起伏之海浪”的建

築形態，融合成都休閒旅遊城市的概念，成為成都的新名片。酒店擁有 990 間豪華客房及

套房，每間客房皆有獨特的海景觀景陽臺，將擁有 500 米細砂海岸線及 5,000 平米室內沙

灘的天堂島海洋樂園攬入懷中，沿海岸風情小鎮，棧橋碼頭，無邊界湯池，及 150 米室內

LED 屏等，壯麗的海天景象一覽無餘。迷人的地中海風情建築與別具一格的海洋主題渾

然一體，更有世界一流美食，為您傾力打造美輪美奐的入住體驗。 
 

 

http://www.jiuzhai.com/
http://ems.eastday.com/
http://www.leshandafo.com/


【江油順輝鉑晶巴登酒店】 

地處著名詩人李白故里，近順輝廣場，四周生活設施完善，出行交通也便捷，是 2016 年

才建成的新酒店，各方面硬體均有不錯的水準。 
 

貼心安排 

一.安排拉車進九寨溝，東環線進、西環線出，可沿途觀賞崇山峻嶺及岷江風光之風景。 

二.特別安排遊覽世界自然遺產【九寨溝】【黃龍】 

三.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1天  臺中香港成都-江油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經香港轉機四川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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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泊東吳萬里

船”的名句。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機上簡餐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 李白宴 

住宿：江油順輝鉑晶巴登酒店（準五星）或同級 

 

第2天 江油【李白紀念館】-(遠眺白石羌寨)-九寨溝 

【李白紀念館】規模宏大、古樸典雅的仿唐建築群，

是爲紀念中國唐代詩人李白而建的紀念館。包括青蓮

場李白故里、市區李白紀念館、太白公園、海燈武館

及太白洞等景點。李白紀念館是 1962 年紀念李白逝世

1200 年籌建的。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九寨溝天源豪生合菜 

住宿：九寨溝天源豪生國際酒店（五星）或同級 

 

 

 

 

 

 



第3天 九寨溝(九寨溝風景區、九寨溝藏羌歌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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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安排【藏羌歌舞晚會】欣賞熱情的民俗歌舞

表演。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諾日朗餐廳自助餐         晚餐：藏羌風味 

住宿：九寨溝天源豪生國際酒店（五星）或同級 
 

第4天 九寨溝-黃龍-諾爾蓋 
【黃龍風景區】由結構奇巧、色彩豐艷的壯

觀巨型鈣華景觀為主景，呈現出世界罕見的

最完整鈣華地形。景區以其雄、峻、奇、野
的自然風光而聞名中外，以彩池、雪山、峽

谷、森林「四絕」著稱於世，潭潭碧水色 彩

繽紛卻沁心透明，由岷山主峰「雪寶頂」積
聚流淌下的雪水，在千百年的時光雕塑之

下，呈現了金碧相襯的潭、 湖、泉等精巧

奇景，沿途的【轉花池】、【映月彩池】、【龍
背流金瀑】、【爭豔彩池】、【金瀑洩銀】等奇觀蜿 蜒於原始密林中，又因著日

光投射的角度不同而色澤變化萬千，酷似一條閃耀著鱗片的金色巨龍，令人稱

奇難忘。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瑟爾磋酒店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諾爾蓋古格王朝大酒店（當地最好藏風酒店）或同級 
 

 

 

 

 

 

 

 



第5天 若爾蓋【花湖風景區含電瓶車、九曲黃河第一灣含電扶梯】-松潘（外
觀松潘古城）-（疊溪海子）-茂縣 

 

【花湖】為『中國第二大溼地』。花湖自然保護區區內草原一望無際，海子星羅棋布。極

目遠眺天水一色。綠草野花令人心曠神怡。煙波葦蕩令人肺腑盡滌。這裡還棲息著各種

野生動物。其中最為珍貴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黑頸鶴。在這裡觀鳥，是難得一見的享

受。 

【若爾蓋大草原】若爾蓋地區被首列為大九寨國際旅遊核心區。 6-10 月草原繁花似錦，

羊、牛自由自在，好一幅和諧美麗的中國油畫。若爾蓋 [ 美朵湖 ] ，多麼美的名字！如

果不是親眼見到眼前這一切的和諧，水上的可愛鳥兒自由歡唱，還有肆無忌憚草原鼠兔，

浪漫的黑頸鶴，大群的犛牛和幾個放牧的牧民，只有稀稀拉拉的遊人。走在木棧橋上，

只聽見湖水拍打棧橋和我的腳步聲，偶爾從遠處傳來鳥叫聲……看上去很安靜，實際上

卻一點不能平息。 

【九曲黃河第一灣】這是一個海拔接近 4000 米的地方，海拔每提升一米，視線就變化一

次。在山頂，就可以看到九曲黃河第一彎的最美景色，水天一碧，碧波連秀，變化萬千。 

登上索克藏寺背後播箭的山頂，遠眺索克藏寺『索格藏寺藏語為“紮西特欽倫”，意為

吉祥大乘洲，位於九曲黃河第一灣處。始建於 1658 年，面積 7.6 萬平方米，僧侶 200 餘人。

寺院建築、宏偉壯觀，各殿陳列有金、銀、木、泥質的佛像、神像千餘尊』。黃河仿佛從

天邊曲曲繞繞一路走來，沒有氣勢磅礴，沒有濁浪滔天，聽不到驚濤拍岸的濤聲，也看

不到高出地表的堤岸，始終情意綿綿地彎曲迂回于唐克金銀灘，猶如一道道流暢的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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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鳳凰閣國際酒店（准五星-當地最好）或同級 

 

 



第6天 茂縣-成都【黃龍溪古鎮】-樂山【遊江觀樂山大佛】-峨眉山【聖像峨
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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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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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前往峨嵋山。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聚和軒古鎮風味           晚餐：酒店合菜  

住宿：華生銀座或世紀陽光酒店五星樓  或同級 
 

第7天 峨眉山【報國寺、伏虎寺（含電瓶車）】-成都【杜甫草堂、青羊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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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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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參觀【文殊院】， 

【杜甫草堂】又名杜甫草堂博物館，位於成都市青羊區的浣花溪公園旁，占地 24 公頃。

草堂屢次經歷戰火，現有的建築大都為明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嘉慶十六年（1811）

所興建。1954 年建立杜甫草堂紀念館，1985 年改名為杜甫草堂博物館。杜甫草堂大門額

匾上刻有郭沫若手書的「杜甫草堂」四字。杜甫草堂分為大雅堂、詩史堂、柴門、工部

祠、少陵草堂碑亭等展覽區。大雅堂展覽大幅壁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兵車行》以

及屈原、陶淵明、李白、王維、蘇東坡、李清照、陸游等十二位詩人的雕像。柴門展覽

區有 1997 年重建的五開間茅屋故居，室內陳設保留着杜甫時代的樣貌；書齋內一張書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9%83%B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7%BE%8A%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A3%E8%8A%B1%E6%BA%AA%E5%85%AC%E5%9B%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8%E6%B2%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5%B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AD%E6%B2%AB%E8%8B%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6%B8%8A%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7%99%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7%BB%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4%B8%9C%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B8%85%E7%85%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86%E6%B8%B8


擺放文房四寶， 再現當年杜甫創作偉大詩篇的陳設。茅屋前的石桌和石凳，宛如當年杜

甫和朋友吟詩下棋的地方。工部祠展覽館的中文部，陳列着中國從宋代以來歷代出版的

各種杜甫作品的刻本和鉛印本；展覽館的外文部，陳列着杜甫作品的各種文字的翻譯本。 

【青羊宮】主要建築有山門、三清殿、唐王殿等。宮內混元殿高大雄偉，八卦亭是其中

保存最完整、造型最華貴的建築，供奉著老子騎著青牛的塑像。青羊宮內最寶貴的文物

是一部《道藏輯要》，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版本，成為研究道教的珍貴資料。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晚餐：皇城老媽火鍋   

住宿：環球中心洲際酒店（五星）或同級 
 

第8天 成都【環球中心海洋樂園】香港臺中 
【新世紀環球中心】並不算很高，然而佔

地甚廣：長 500 公尺、寬 400 公尺、高 

100 公尺，總面積廣達 170 萬平方公

尺，巨大的 18 層樓高玻璃和鋼製建築上

層，有一個波浪弧形的屋頂，覆蓋在新的

地鐵站上。這是一個具多功能的建築，內

部有 2 個五星級飯店和一個擁有 72 萬

平方公尺辦公空間的商業中心塔，此外還

設有住房旅館、Imax 電影院、具奧運等

級的溜冰場、地中海式海灘度假村、海盜

船和人造太陽等。當遊客一走進環球中心，就會發現迎接他們的是一個佔地 10000 平方

公尺、高 65 公尺的大廳，接著，他們將驚歎於「天堂島海洋樂園」（Paradise Island Oceanic 

Park）的奇景，因為它具有 400 公尺長的巨大人工沙灘，以及能投射出海景和地平線影

像的世界最大室內 LED 螢幕，逼真地虛擬出日出、日落和海風，並照亮整座沙灘， 

隨後專車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搭乘班機經香港返回台灣，結束此次美好夢幻的九寨

峨眉山之旅。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老味道 (點心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所有內陸之海陸交通、食宿及遊覽，均由公營旅遊單位負責安排，鑒於目前仍有國家制度限制，如遇

不可抗拒之因素，行程、飯店、交通工具若臨時更改，一切以當地旅行社安排為主，若造不便請見諒。 

※貼心提醒：四川省的酒店從 2010年 4月 1號開始，正式取消了一次性用品免費提供，請您自行攜帶(個

人盥洗用具及拖鞋)，以免造成您生活上的不便。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台中出發 
台中搭機出發，不用長途搭車到

桃園搭機 
桃園出發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清泉崗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另外支付 200X8 天約 1600元 

兩地機場稅、雜支 含 另收費用 3000 

入住成都奢華酒店環球金

融中心洲際酒店 

是，五星新世紀環球中心天堂洲

際大飯店，並安排海洋樂園遊玩                                                 
無 

入住各地最佳酒店 

江油順輝鉑晶巴登酒店、九寨溝

天源豪生酒店、諾爾蓋古格王朝

酒店、茂縣鳳凰閣酒店、樂山銀

座酒店 或同級 

不一定 

安排觀賞雙秀 
安排九寨溝藏羌歌舞秀、峨嵋山

峨嵋聖像秀 
安排一項或自費 

遊覽三大景區：九寨溝風景

區及黃龍風景區及若爾蓋

景區 

是，天然美景一次收齊 無 

九曲黃河第一灣及電扶梯 
是，貼心安排電扶梯，可以愜意

的遊玩 
無安排或無電扶梯 

峨嵋山風景區 
文殊菩薩道場，是中國佛教四大

名山之一 
不一定 

遊江觀賞樂山大佛 是，同時看大佛和臥佛 無 

觀賞紅劇場功夫秀 

知名的表演，逗趣的表演，融合

了雜技、舞蹈、功夫等等中國傳

統技藝 

不一定 

高餐標 餐標 60-138人民幣 一般團隊餐，餐標 25-30人民幣 

特選特色美食 
李白宴、藏羌風味、古鎮風味、

皇城老媽火鍋風味等 
安排一般團體用餐 

台中廣播獨享生日會 台中廣播獨家 無 

專業.風趣 DJ.導遊同行、

贈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