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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溝 黃龍 都江堰 金沙博物館 六日【雙飛】 

九九寨寨溝溝世世界界自自然然遺遺產產保保護護國國家家公公園園  

位於四川西北部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海拔 2000～4300 米，以開樹正、日則、則查窪、

紮如等 24 條旅遊風景線，景觀分佈在樹正、諾日朗、劍岩、長海、紮如、天海六大景區，以三溝一百

一十八海為代表，包括五灘十二瀑，十流數十泉等水景為主要景點，與九寨十二峰聯合組成高山河谷自

然景觀，四季景色迷人，動植物資源豐富且種類繁多，原始森林遍佈，加上藏家木樓、晾架經幡、棧橋、

磨房、傳統習俗及神話傳說構成的人文景觀，被世人譽為美麗的童話世界。距省會成都市 460 公里，因

為這片高山圍繞的山區內有九個藏族村落，因此得名─九寨溝。九寨溝最高海拔約在 4800 公尺， 區內

有湖泊、瀑布、雪山和森林，景色殊異，自然天成，尤其在秋天來臨時，葉色隨著變，林相更是繽紛多

彩，五顏六色美不勝收。有「九寨歸來不看水」的美譽，屬中國山水風光的極品。 

 

第 1 天  桃園 成都 (約 40 分鐘車程)黃龍溪古鎮黃龍溪古鎮 成都 

CI551/08:25/12:00(2.7 飛) 
11/3(二)今日搭機直飛 "天府之都" －成都。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成都有著豐富的旅遊資源。1500
多年前的晉代詩人左思曾由衷地稱它是「既崇且麗」。不論是「詩仙」李白，還是「詩聖」杜甫都曾深

情地謳歌過這座風姿獨具的城市。 
午餐後前往★【黃龍溪古鎮】座落在黃龍溪省級風景名勝區中心，位

於成都市雙流縣境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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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內有 6 棵樹齡在 300 年以上的黃角樹，枝繁葉茂，

遮天蔽日，給古鎮更增添了許多靈氣。 
早餐：X                              
午餐：中式合菜 80/人                      
晚餐：中式合菜 100/人 

住宿：世外桃源酒店(準 5) 
  
第 2 天  成都 大貓熊繁殖基地+電瓶車 都江堰水利工程+電瓶車 浣花溪公園  

        成都 
11/4(三)早餐後前往參觀★【大熊貓繁育繁殖基地】（含電瓶車遊園），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位於成都北

郊斧頭山，距市區 10 公里，有一條寬闊的熊貓大道與市區相連，大熊貓博物館珍貴的資料、豐富的展

品舉世無雙，是認識大熊貓、回歸大自然、觀光旅遊、休閑娛樂的極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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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是中國古代建設並使用

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是由戰國

時秦國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於約前 256
年至前 251 年主持始建的。經過歷代整

修，兩千年多來都江堰一直在發揮巨大

的作用。整個都江堰樞紐可分為堰首和

灌溉水網兩大系統，其中堰首包括魚嘴

（分水工程）、飛沙堰（溢洪排沙工

程）、寶瓶口（引水工程）三大主體工

程，此外還有內外金剛堤、人字堤及其

他附屬建築。都江堰工程以引水灌溉為主，兼有防洪排沙、水運、城市供水等綜合效用。它所灌溉的成

都平原是聞名天下的「天府之國」。與青城山共同作為一項世界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浣花溪生態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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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                       
午餐：（怡園餐廳）青城四絕 80/人               
晚餐：巴國布衣 120/人 

住宿：世外桃源酒店(準 5)  
  
第 3 天 成都 黃龍風景區+上行纜車(漫步下) 九寨溝 

11/5(四)早餐後搭機前往★【黃龍風景區】如一條金色的巨龍自蒼蒼莽莽的原始森林中奔騰而出，在鈣

化體上，數千個大小不等的鈣化彩池：洗花池群、流輝池群、盆景池群、明鏡池群、爭艷池群、流芳池

群、欲玉池群等幾組巧妙分佈其中，絢麗無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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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朵浮雲飄蕩在湛藍的天空中，艷陽之下的五

彩池，晶瑩剔透，璀璨無比，其令人心驚的顏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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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                         
午餐：（瑟爾嵯餐廳）黃龍合菜 70/人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138/人 
住宿：天源豪生酒店(準 5 星)  



九寨溝 黃龍 金沙博物館+都江堰雙飛 6 日 2015
 

3 總廣旅遊 www.tgtravel.com.tw 
 

 

第 4 天  九寨溝一日遊(環保車包車) 藏羌歌舞秀 

11/6(五)搭乘環保觀光車前往★【九寨溝國家公園】。它位於四川省西北部岷山山脈南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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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則溝、樹正三條溝構成資Ｙ字形，三條溝總長

50 公里，成階梯的分佈著高山海子、瀑布群、水質清澈秀明，森林原始繁茂。1992 年聯合國教科組織

將九寨溝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綠〕。開始進入如詩如畫般的九寨溝景區是以原始的生態環境、一塵不

染的清新空氣為特色，由雪色、森林、湖泊、瀑布組成自然景觀與藏寨風情融合為一體的風景名勝區，

在這裡有九個藏族村寨而得名，此外風景的精華是令人嘆為觀止色彩斑瀾晶瑩透明的１０８高山海子。

今日遊覽的樹正溝景點有荷葉寨、盆景寨、蘆尾海、雙龍海、樹正寨、達戈男神山、鏡海、犀牛海、樹

正瀑布、諾日朗瀑布、臥龍海、火花海等。樹正瀑布在樹正寨附近，是九寨溝內第一個瀑布群，一連串

40 多個海子延七公里形成多層台階；上層台階海子裡的水，從海子邊緣

全線溢出，形成瀑布，注入下一層台階的海子，有多少層海子，便有多少

層瀑布。落差最小的只有 12 公尺，最大的可達 30 公尺。 
晚間安排欣賞★【九寨天堂藏羌歌舞晚會】是九寨溝藏羌文化藝術中獨放

異彩的一支奇葩，親臨晚會現場，是九寨溝完整旅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餐：飯店內                     
午餐：景區桌餐 130/人       
晚餐：酒店桌餐 200/人 
住宿：天源豪生酒店(準 5 星)  
 
第 5 天 九寨溝 成都【金沙博物館+4D 電影杜甫草堂川劇變臉秀(蜀風雅韻 VIP)】 

11/7(六)早餐後，前往九黃機場搭機返回成都，隨後前往參觀★【金沙遺址博物館】，金沙遺址是２１世

紀中國第一個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是世界上同時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遺址之一，是中國同時期出

土金器、玉器最多的遺址之一。金沙遺址博物館總投資約４億元，佔地面積約３０萬平方米，由遺跡館、

陳列館、文物保護中心、園林區和遊客接待中心五部分組成。欣賞館裡最新的【4D 電影】十二種電影

特效，引領你穿越 3000 年的時空，重回豐饒而美麗的古蜀金沙，在這裡，飛鳥在你頭頂盤旋，蟒蛇穿

梭在你的腳間，暴風驟雨、天旋地轉間，「嗖」的一聲，一記利劍直衝您而來！在 4D 影院，您將真切的

體驗到這些炫目刺激的場景。★【杜甫草堂】(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位於四川省成都市西門外的浣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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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是中國唐代偉大現實主義詩人杜甫流寓成都時的故居。西元 759 年冬天，杜甫為避“安史之亂”，

攜家入蜀，在成都營建茅屋而居，稱“成都草堂”。 杜甫先後在此居住近四年，創作詩歌流傳至今的

有 240 餘首。草堂故居被視為中國文學史上的“聖地”。餐後前往觀賞名聞中外的★【川劇變臉秀】其

中變臉，有扯、揉、吹等形式，乾淨、迅速為川戲的絕活，變臉大師可

一口氣變出 10 多張臉譜，非常精彩。保證讓你拍案叫絕。  

早餐：飯店內                         
午餐：紅杏酒家 120/人            
晚餐：欽善齋藥膳 138/人(VIP) 
住宿：世外桃源酒店(準 5)  
 
第 6 天 成都 寬窄巷子 桃園 CI552/13:05/16:25 

11/8(日)上午前往參觀★【寬窄巷子】巷子與窄巷子是成都這個古老又

年輕的城市往昔的縮影，一個記憶深處的符號。當你伴著夕陽，望著炊

煙，走在黃昏中的巷子裡，一種久違的老城區市民化生活場景就會一一浮現在眼前。而這久違的生活所

濃縮的，就是當地原住民原汁原味的生活，儘管小巷潮濕、破舊、低窪，散發出絲絲黴味。走在凹凸不

平的小巷，看著斑駁的老牆，牆上不知名的小草在風中搖曳，與自然那麼貼近，呼吸那麼舒暢，懷舊的

情緒油然而生。如今， 寬巷子、窄巷子已經很難尋覓往昔的原汁原味，但你從那些保存下來的老牆、

門洞、古樹依稀看見成都原住民的生活狀態。 
早餐：飯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團體報價：NT$55,800(現金價)  

➦【溝內景區環保包車以實際人數分攤車資;未坐滿須補足其車資差價~敬請見諒｡】 
 
出發日期：2015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8 日(6 天 5 夜)  
費用包括：1.來回經濟艙機票，行程中之車、船、觀光點、入場券及食宿費用。 

          2.兩地所須之機場稅+燃料稅。 

          3.500 萬旅遊平安保險+20 萬醫療險。 

          4.6 天 5 夜當地導遊、司機、領隊小費。 

          5.全程供應礦泉水。 

          6.全程飯店使用中西式自助早餐、午、晚餐標示於行程上。 

8.全程酒店二人一室。(自然形成單人或欲住單人房者須補差價 NT$8,000) 

          9.溝內景區環保包車(以實際人數分攤車資)21 座包車 RMB4,800 元/部，41 座包車 RMB9,600/部。 
 
費用不含：1.個人行李超重費及私人消費(電話費、洗衣費等)。 

          2.護照費用 NT$1,400 元。 

          3.台胞證新辦 NT$1,200 元。 
 
新辦護照：身份證正本、照片 2吋 2張(白底彩色、近照) 

          男生未滿 40 歲且未曾辦過護照者須附退伍令正本。 
 
新辦台胞：護照影本、身份證影本、照片 2吋 1張(近照)。            

全程 NO  SHOPPING(無購物點) 

 總廣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537-1777  FAX.02-2537-3016 
ADD.10467 台北市中山路松江路 220 號 2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