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航直飛成都~ 

海螺溝冰川、雅西高速、康定情歌(木格措)、峨嵋山、樂山 8 日(VIP 三排座) 

 

 

海螺溝冰川:最容易進入的低海拔現代海洋性冰川，自景區開放以來，吸引了近百萬遊客到此觀光攬勝。 

 

中國海螺溝:欣賞落差達 1080 公尺的雄壯冰河美景, 是世界上極稀少的四季均可前往的現代冰河，海螺溝冰河更搭

配了世界最長的纜車系統、可便利地欣賞亞洲最大冰瀑的雄壯美景。 

 

上裡古鎮:這裡是紅軍長征雅安的重要驛站，小鎮依山傍水，田園小丘，木屋為舍，現仍保留著許多明清風貌的吊

腳樓式建築。 

 

康定情歌風景區(木格措):觀賞雪山、高原湖泊、草原、原始森林、杜鵑花和藏族牧民風情的風景民俗遊覽觀光區。 

 

樂山大佛:位於峨眉山東 31 公里的樂山市，依淩雲山棲霞峰臨江峭壁鑿造而成，又名淩雲大佛，為彌勒坐像，坐船

遊江參觀，樂山大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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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雲端上的雅西高速！ 

由四川盆地邊緣向橫斷山區高地爬升，穿越大西南地質災害頻發的深山峽穀，地形條件極其險峻、地質結構極其複

雜、氣候條件極為多變、生態環境極其脆弱、建設條件極其艱苦、安全營運難度極大，被國內外專家學者公認為國

內乃至全世界自然環境最惡劣、工程難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山區高速公路之一，被稱作天梯高速、雲端上的高

速公路。 

 

★保證：全程不進購物店，不上攝影，品質更有保障。 

 



 

★特別安排：免費 WIFI+VIP 三排座椅旅遊車。 

上網已經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慣，隨時隨地都在上網，出國旅遊時更希望隨時都能把歡樂的照片分享給親人朋友。

但是在國外想上網如果沒有免費的 WIFI，可得花上一筆可觀的費用呢? 

本行程《特別安排免費 WIFI巴士》，讓親愛的旅客隨時都能於巴士上享用免費 WIFI。 

註 1：本產品所提供之 WIFI巴士網路訊號會受制於當地地形、天氣或基地台訊號強弱等條件而有所變化，如遇訊號不良或無

法使用，敬請包涵、見諒！謝謝！ 

註 2：受限於當地規範，經常無法使用國人較常使用的通訊軟體或網站(如:line.yahoo.goole) 免費車載 WIFI或飯店

WIFI的使用，會因此而受限制，特此說明。 

註 3：如遇旅遊當地車隊調度無法使用三排座椅旅遊車，則改用 45座大型巴士，恕不另行通知，敬請包涵、見諒！謝謝！ 

 

5 星級住宿【成都溫江皇冠假日酒店】 

酒店地理位置優越，位於成都市溫江區江安河畔， 458 間客房均配有液晶電視、衛星頻道和高速互聯網介面。當

然您還可以再盡情品味彩豐樓廚藝大師的創意傑作後去溫泉泡個湯。 無論是假期，還是公務，讓成都溫江皇冠假

日酒店店成為您下一次到訪成都的首選酒店。 

 

 

【參考航班】 

航段 出發地點 交通工具 班機 出發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去程 桃園機場 中華航空 CI 551 08:05 成都雙流機場 12:00 

回程 成都雙流機場 中華航空 CI 552 13:05 桃園機場 16:40 

 

 

 



行程內容 

第 1 天 臺北/成都-文殊院-浣花溪公園 

今日集合在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四川省省會「成都」。 

【成都】別稱「蓉城」，簡稱「蓉」，自古被譽為「天府之國」，是四川省省會。其位於四川省中部，地處四川盆地

西部的成都平原腹地，成都是中國開發最早、持續繁榮時間最長的城市之一，為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距

今已有 2300 餘年的歷史，文化燦爛，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最佳旅遊城市和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成都

約在西元前 5 世紀築城，西漢時已成為中國六大都市之一，三國時期為蜀漢國都。 

【文殊院】位於青羊區，始建于隋朝，康熙年間重建後，稱文殊院。院內供奉著大小 300 餘尊佛像，有鋼鐵、脫

紗、木雕、石刻、泥塑等多種材質。其中有一尊緬甸玉佛，來自緬甸，極其珍貴。文殊院門前的文殊院街，目前已

開闢為號稱“都市禪林”的文殊坊，清一色的仿古建築，很多老字號小吃也依舊經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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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 32.32 公頃，建設總投資 1.2 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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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成都小吃(RMB40/人)  (晚餐)：紅壁照川菜風味(RMB40/人)   

住宿： 5 星 溫江皇冠假日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2 天 成都-雅西高速（途經磨西古鎮、天主教堂外觀）-( 350KM / 6H）-海螺溝 

 

【雅西高速公路】是北京至昆明高速公路和八條西部大通道之一甘肅蘭州至雲南磨憨公路在四川境內的重要組成部

分，起於雅安鎮對岩鎮，經雨成區、滎經、漢源、石棉，止於涼山彝族自治州冕寧縣瀘沽鎮，全長 240 千米，採

用四車道高速公路，設計速度 80 公里／小時，總投資約 206 億元。2012 年 4 月，全線建成通車。雅西高速公路

由四川盆地邊緣向橫斷山區高地爬升，沿南絲綢之路穿越中國大西南地質災害頻發的深山峽谷地區，地形條件極其

險峻，地質結構極其複雜，氣候條件極為多變，生態環境極其脆弱，建設條件極其艱苦、安全營運難度極大，被國

內外專家學者公認為國內乃至全世界自然環境最惡劣、工程難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山區高速公路之一。 

【磨西古鎮】建在一個東西北三面繞水環山的傾斜高臺平地上，古鎮入口岔成兩條馬路。一條通往古鎮，一條穿過

新城，繞城後匯合成一圈。石板鋪設的古鎮上，樓房緊挨著聚集于路兩邊。古民居實際上已不多見，較具特色的是

1918 年法國傳教士修建的天主教堂。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40/人)   

住宿： 4 星 長征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 海螺溝冰川風景區（含景區車、往返纜車）-（130KM / 4H）-康定 

 
【海螺溝冰川風景區】位於四川省瀘定縣磨西鎮，貢嘎山東坡，是青藏高原東緣的極高山地，溝內森林面積 70 平

方公里，絕大部分為原始森林，具有生物多樣性很強與觀賞植物豐富的顯著特點，是亞洲東部海拔最低；離大城市

最近的、最容易進入的低海拔現代海洋性冰川，晶瑩的現代冰川從高峻的山谷鋪瀉而下；海螺溝發育著一整套典型

且壯觀的冰蝕地貌，在水準距離不足 30 公里達 6500 餘米的高差形成舉世罕見的大峽穀。海螺溝景區就位於峽穀

之間。這裡地形複雜，氣候類型特殊，山下長春無夏，鬱鬱蔥蔥，氣候宜人，年平均氣溫在 15 攝氏度左右。山頂

終年積雪，年平均氣溫在-9 攝氏度左右。 

【康定】具有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是川藏咽喉、茶馬古道重鎮、藏漢交匯中心。康定市東部為高山峽穀，屬亞熱

帶氣候，這裡物產富饒，有「康巴江南」之譽；西部為山原地貌，屬高原型大陸氣候，這裡牛羊遍野，寺塔林立，

是藏區風情的典型代表。自古以來就是康巴藏區政治、經濟、文化、商貿、資訊中心和交通樞紐。古為羌地，三國

蜀漢稱「打箭爐」，漢隸沈黎郡，隋為嘉良地，唐縣境東北部為中川、會野等羈縻州，屬雅州，屬吐蕃。元置宣撫

司，宋明繼之，崇禎十二年（1639），固始汗在木雅設置營官。康定，一座享譽世界的歷史文化名城；一座跑馬山，

名揚五洲四海；一曲《康定情歌》千古絕唱，醉了天下人。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40/人)   

住宿： 4 星 拉姆澤林卡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4 天 康定~康定情歌風景區（含景區車）-（220KM / 6.5H）-雅安 

 

【康定情歌風景區(木格措)】位於四川省西部，甘孜州州府所在地「康定」，地處川藏公路要道，是歷史上南北民

族頻繁遷徙的「民族走廊核心地帶」，是與絲綢之路媲美的「集中了中國西部最好的自然生態景觀和人文風情」茶

馬古道的中心。木格措湖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泊周圍由高山白楊、紅杉、杜鵑林、以及寬闊的草甸環抱，

構成了奇絕秀麗的景觀。 

【芳草坪】面積約 500 平方米，它像一面豔麗的地毯，鋪在群山密林間。芳草如茵，野花遍地，那幽香沁人的野

花會醉倒遠道而來的遊客。芳草坪也是揚鞭躍馬和耍壩子的天然樂園。 

【七色海】海拔約 2600M，是木格措景區內的第一景觀。月牙形的七色海猶如一面五光十色的鏡片，鑲嵌在森林

與草坪之間。叢林中百鳥輕歌曼舞，湖岸草坪清幽秀雅，湖中水草飄逸，羌活魚在水底卵石中悠遊，蕩舟穿霧興波，

湖光山色盡收眼底。環湖覽勝，“蓮花霧繞”、“蓮花夕照”、“駝峰倒影”等佳景襯托出七色海自然的靈趣，更

兼那四時陽光雨霧變化莫側，湖水呈現出赤、橙、黃、綠、青、藍、紫多種色彩的奇觀，堪稱湖景一絕。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40/人)   

住宿： 4 星 雅安紅珠賓館  或同級旅館 



第 5 天 雅安【上裡古鎮】-（110KM / 2H）峨嵋山【報國寺、伏虎寺(含電瓶車)】 

 

【上裡古鎮】東接名山、邛崍，西接蘆山、雅安，坐落於四縣交接之處，是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所謂的南方

絲綢之路，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出現。也稱「蜀身毒道」，總長 200 公里，與西

北「絲綢之路」一樣，「南方絲路」對世界文明也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報國寺】建於明萬曆年間，原名會宗 堂，由明光道人建于伏虎寺右，取儒、釋、道三教會宗之意；根據《四恩

四報》中《報國主恩》之意，禦題“報國寺”匾額而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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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40/人)   

住宿： 準 5 星 華生禪泉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6 天 峨嵋山【竹藝博物館】-（35KM / 1H）-樂山【船遊觀大佛】 

【竹藝博物館】是以竹為主要展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展館。由張德明大師、宇帆集團共同打造的竹制手工品全新展

館。也是首批 AAAA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展館。博物館總面積 4000 餘平方米，以平面竹編、瓷胎竹編、3D 竹編、

隱形竹編、彩色竹編…等全手工竹藝藏品為主，現有藏品 300 餘件，其中館長的「百鳥朝鳳圖」、「百帝圖」、「清明

上河圖」、「八仙圖」…等都獲得國際金獎，展館為一院四館格局，即歷史館、數字館、非遺館、大師館。館內每件

藏品都承載著非遺傳承人的血汗，每一件作品都是手工匠們通過不斷的努力而編織的結晶。 

【樂山大佛】始建於唐朝，巍峨高聳，歷時 90 年建造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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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 71 米，頭高 14.7

米，耳長 6.72 米，鼻長 5.33 米，肩寬 24 米，腳背寬 9 米、長 11 米，髮髻有 1021 個，光是中指就長達 8.3 公尺，

佛腳更可圍坐百人以上，可謂「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歷經千年風霜淬鍊，令人由衷讚嘆古人的藝術與智慧，

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尊石刻佛像。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40/人)   

住宿：準 5 星 樂山峨眉山月酒店 或 峨眉山威尼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7 天 樂山-（150KM / 2H）成都【黃龍溪古鎮、錦裡古街、四川省博物館、太古裡】 

【黃龍溪古鎮】之所以引起影視界人士關注，是因為這裏清代風格的街肆建築仍然保存完好。青石板鋪就的街面，

木柱青瓦的樓閣房舍，鏤刻精美的欄杆窗櫺，無不給人以古樸寧靜的感受。 

【錦裡古街】這一條全長 350 餘公尺的仿古街道，採用清末民初的四川古鎮建築風格。您可在這裏體驗眾多有四

川特色的產品，還可以看到四川民間絕活表演 

【四川省博物館】館內典藏大量四川歷史文化精品，所藏相當具有地方特色，由巴蜀時期的青銅器、反映漢朝宮廷

宴舞生活的畫像石磚、以及漢代時期知名的說唱陶俑，動作造型靈活寫實，在在都是於四川原地出土的珍藏。並且

因四川地理位置的獨特性，歷來與藏族、苗族、彝族多有精彩的文化交會，在館中也收藏了許多獨一無二的民族珍

品。 

【成都遠洋太古里】以現代的手法演繹傳統建築風格，與散落其間的六個保留院落和建築交相輝映，而毗鄰

的千年古剎大慈寺更為其增添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韻味。這種濃厚的人文氣息，為成都遠洋太古裡內逾 300

家零售商舖及餐飲食肆注入別樣風格，打造充滿活力的購物休閒體驗。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欽膳齋藥膳風味(RMB65/人)  (晚餐)：四川火鍋風味(RMB40/人)   

住宿： 5 星 溫江皇冠假日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8 天 成都【寬窄巷子】-雙流機場/桃園 

 

【寬窄巷】這條仿古的街道在大都市中很少見到，由寬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組成，全為青黛磚瓦的仿古

四合院落，這裡也是成都遺留下來的較成規模的清朝古街道，與大慈寺、文殊院一起並稱為成都三大歷史文化名城

保護街區，是成都市在地震之後新開放的一條具有老成都原生態的歷史文化街區。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