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話世界、四川民族風情、獨家推出： 

 【黃龍溪古鎮】今昔成都令人有穿梭時空的感覺 

 加遊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 【峨眉山】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 — 樂

山大佛 

 【成都熊貓繁育基地】，近距離瞭解熊貓的生活和繁育過程 

 觀賞四川國粹—【變臉絕活表演】，感受中國傳統藝術的精彩

絕妙 

 精緻四川地道小食，樂山風味甜皮鴨；成都名小吃（成都鐘水餃，

賴湯圓，擔擔麵等）,峨眉特色川菜（雪魔芋燒鴨，峨眉豆花，土人

參山藥），九寨溝藏羌風味等。 

 全程豪華大巴，不用飛機中轉，前往九寨溝路途能欣賞到更多

川北風情 

 九寨風光深度遊，童話世界名不虛傳 

 全程住宿高級豪華大酒店，舒適下榻 

 

童童話話九九寨寨神神秘秘四四川川 88 天天 77 晚晚超超值值遊遊  
CHENGDU JIUZHAIGOU SUPER VALUE TOUR 7 NIGHTS 

月份 抵达成都日期 

2013年 2月 20、27 

2013年 3月 6、13、20 

2013年 4月 1、8、15、22、29 

2013年 5月 6,13、20、27 

2013年 6月 3、10、17、28 

2013年 7月 8、22 

2013年 8月 5、19 

2013年 9月 2、9、16 

2013年 10月 14、21、28 

2013年 11月 4、 11、 18、 25 

 

逢週 3 

抵達成都 
成人報價 

兒童不占床

5-18歲 

兒童占床 

5-18歲 
單間差 

2,3 月 $99up $149 $299 $249 

逢週一 

抵達成都 
成人報價 

兒童不占床

2-18歲 

兒童占床 

2-18歲 
單間差 

4,5,6,11 月 $99up $149 $299 $249 

7,8月 $99up $199 $349 $299 

9,10月 $199up $299 $399 $399 

 
2－4嵗不佔床免費，不免小費，如產生門票自理 

注意事項： 

 本報價僅對持美洲與大洋洲護照或綠卡(PR)身份的華人有效 

 絕對不允許三個月內參加過中國任何特價團後參加此團，入境中國參團首站必須為成都。當地導遊以查護照入境日期為准，如果

發現補團費 USD 500/人。 

 酒店提前或延續入住：USD120/間/晚，雙人房含雙早餐，不安排免費機場接送 

 報價包含所列景點大門票、酒店、餐費，以及空調豪華汽車;中文或粵語導遊，不派英語導遊 

 報價不含進出中國機票、機場稅、保險以及簽證費用 

 報價不含綜合服務費（司機導遊小費）：USD80/PAX。客人脫團補團款 USD50/人/天。其他費用不退 

 必須自費項目：USD180/人――【川劇變臉秀】【九寨溝藏羌歌舞晚會】【禦膳宮廷藥膳】【摩尼溝風景區】【黃龍溪古鎮】(導遊

代收) 

 按照九寨溝景區要求，客人必須搭乘環保車遊覽；如果客人不願意等免費的環保公車，可以團隊承包環保包車，費用大約

RMB9600/輛；峨眉山上落環保車 RMB20/人自理。 

 全程購物店：絲綢、藥材、茶葉、天脈玉器、珍珠、水晶 

 行程順序以本地實際情況可能有所調整，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儘量保證行程的完整,客人不能提出異議                        

 

 



 

 

D1 抵達成都 ARRIVE CHENGDU 
客人乘坐豪華客機抵達成都，由導遊接機送回酒店休息。 

客人可享用五星級豪華酒店休閒設施。夜宿 5星皓思國際

大酒店或同級 

PICK UP AT CHENGDU AIRPORT, TRANSFER TO HOTEL 

D2 成都汶川九寨溝（BLD）CHENGDU – 

MOTUOZHAI – JIUZHAI GOU 
早餐後搭乘大巴前往位於汶川縣南部的岷江支流壽溪河畔

的【水磨古城】。古城早在商代就享有[長壽之鄉]的美

譽，汶川大地震水磨古鎮受到重創，房屋倒塌，山體滑

坡，重要基礎設備癱瘓。災後由廣東省佛山市對口援建，

如今的水磨鎮，沿街房子樓上住人，樓下商鋪，被聯合國

評為[全球災後重建最佳範例]，重建的水磨古鎮，古今歷

史文化交匯，川廣發展理念結合，藏羌人文風情薈萃。本

日全程約 400多公里，約需 10小時左右，途中安排午餐

並可停留休息，晚上約 6點左右抵達九寨溝。路況安全，

一部分為高速路面，一部分為柏油路面)。夜宿官寨假日

酒店 5星或同級 

TOUR WENCHUAN – TRANSFER TO JIUZHAIGOU BY BUS 

D3九寨溝風景區 (BLD) JIUZHAIGOU 
早餐後，帶上簡易的隨身物品和相機，前往整個行程的遊

覽重心---【九寨溝世界級風景保護區】，九寨溝是岷山

山脈一條縱深達 40公里的溝穀，因溝內原有【九個藏族

村寨】而得名，九寨溝是由翠海、疊瀑、彩林、煙雲、雪

峰以及奇異多彩的藏族風情組成格調自然風韻獨具的仙

境。景區內共有一百多個高山湖泊及數十處高低不一的流

泉飛瀑等景觀，最美最奇特的是九寨溝的水，清冽透底，

變幻無窮；九寨溝的山，竹茂風林豐，色彩斑斕，被人們

譽之為『童話世界』。晚上自費觀賞具有【藏羌民族特色

的歌舞晚會】，渡過美好的夜晚。夜宿官寨假日酒店 5星

或同級 

TOUR JIUZHAIGOU SCENIC AREA 

 

D4 九寨溝牟尼溝松藩茂縣 （BLD）

JIUZHAIGOU – MONIGOU – SONGPAN - MAOXIAN 
早餐後前往【牟尼溝風景區】、遊覽，這條溝的奇妙之處

是溝底的岩石，晶瑩光滑，類似石灰岩溶洞中的鐘乳石，

岩石跌宕起伏，順著山溝，曲折蜿蜒,山林洞海相映成

輝。繼而前往位於岷江上游岷山腳下的【疊溪海子】，疊

溪海子由[中國疊溪大地震]而形成。一場地震掩埋了一座

城市，折斷了一條江，但留下了一串非常奇特的高原堰塞

湖，人們稱它為[疊溪海子]。而後前往史上著名的邊防重

鎮【松藩古鎮】，而後前往茂縣入住當地最好的酒店。夜

宿茂縣國際酒店 4星或同級  

TOUR MONIGOU SCENIC AREA – SONGPAN OLD TOWN 

 

D5 茂縣成都（黃龍溪古鎮）峨眉山（BLD）

MAOXIAN – CHENGDU – EMEI 
酒店早餐後沿來時的路原路返回成都，一路上載歌載舞，回

味著這幾天所欣賞到的美麗景色。（車程約 6小時），回到

成都前往參觀【黃龍溪古鎮】。黃龍溪古稱赤水，乃古蜀王

國的軍事要地。諸葛亮南征在此屯兵牧馬；唐宋時期日漸繁

榮，黃金水道成了南方絲綢之路的集散地；古老的唐家大院

演繹著客家文化的風雲；三縣衙門訴說著民國時期的歷史；

兵家必爭、商賈雲集從而孕育了豐富的碼頭文化；獨具特色

的川西田園古鎮風貌成為西南第一天然影視基地。夜宿峨眉

山月花園溫泉大酒店 5星或同級 

TOUR HUANGLONG OLD TOWN  

D6 峨眉山樂山成都 (BLD) EMEI- LESHAN - 

CHENGDU 
早餐後專車前往峨嵋山，因大、小兩座峨山相對而得名，在

佛教裡，峨嵋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

一。爾後續步行前往【報國寺】，在峨嵋山麓，是峨嵋山最

大的一座寺廟，又是登山的大門，是遊峨眉山的起點。該寺

始建於明代萬曆年間，“報國寺”由康熙禦賜名，由當時的

縣令手書。午餐後專車前往參觀【樂山】，抵達後【乘船遊

樂山】，樂山位於青衣江、岷江和大渡河的三江匯合處。之

所以出名是因為一尊高達 71米的【樂山大佛】。大佛建造

於西元 713年，歷時 90年建成。面對這世界最大的石刻佛

像，的確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感覺。樂山另一

奇跡是遠處看烏尤三山，形如一尊巨大的【睡佛】，這一近

發現的新景觀為古老的樂山帶來了新的旅遊資源和情趣。晚

餐後前往自費欣賞川劇的四大絕技“變臉”、“吐火”、

“滾燈”、“木偶戲”。帶您觀賞聞名世界的【川劇變臉

秀】細細品茗、逍遙欣賞古老川劇戲碼，為您呈現的藝術菁

華，別有一番蜀風韻味。夜宿 5星皓思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BAOGUO MONASTERY – LESHAN GIANT BUDDHA 

D7 成都熊貓基地 (BLD) CHENGDU 
搭車前往【熊貓基地】參觀中國國寶熊貓，其中包括熊貓博

物管內介紹熊貓生態喔！下午參觀【錦裏一條街】。【錦裏

休閒一條街】全長 350餘米，採用明清時代的川西古鎮建築

風格，店舖的名字透露著濃濃的三國蜀地民俗文化。同時，

錦裏還以原生態的形式在長街上逐一呈現川西壩子的民間日

常生活：或擺糖畫、或捏泥人、或叫賣民間小吃、或吆喝胭

脂雜貨,黃包車錯身而過……穿行在錦裏長街上，活色生香

的川西民俗風情讓人恍若進入了時光隧道。集納的川茶、川

菜、川酒、川戲和蜀錦等古蜀文化，讓遊人享盡原汁原味的

四川滋味。夜宿 5星皓思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TOUR THE BASE OF GIANT PANDA - JINLI OLD 

STREET 

D8 成都原居地 CHENDU - HOME (B) 
早餐後前往瞭解中國玉石文化，之後堪比新加坡烏節路的春

熙路步行街進行最後的購物。體驗成都花錢等於省錢，休閒

天堂，紅粉之都的魅力【春熙路】這條取“熙來攘往，如

登春台”之美意的商業街，已成為成都魅力的代名詞，

從多方面延伸著她的影響力。午餐後送往機場，返回我們

溫暖的家。(請定下午 3點後離開航班，免費送機時間 1PM-

5PM，必須參加上午行程，否則當脫團)



 

 

REMARKS： 

 Compulsory Additional Tour:：$180/PAX: Show of Face change ,Dancing and Singing show at Jiuzhaigou,   

Monigou, Huanglong Old Town 

 Quotation includes hotel accommodation, air-condition tour bus, professional tour guide, entrance fees, all 
meals listed above, excludes Airline fares, train and ship tickets and tips for local tour guide and driver  

 Guests should follow the whole itinerary, guests leave the tour will be charged $50/PAX/day. And No 
refunds for any other cost.  

 Recommend Tips for local tour guide and driver: $80/PAX. 

 Pre-check in hotel or extend stay one day in hotel will charge $120/room/night。 

 Shopping stops: Jade, Silk, Pearl, Tea，Crystal, Honey 

 The order of itinerary could be adjusted due to local actual condition, but the integrity of itinerary will be 

guarant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