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天【尋找香格里拉-四川篇】川西阿壩 + 甘孜藏地深度環線之旅 
暢遊: 臥龍、四姑娘山、丹巴、八美、塔公、道孚、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甘孜、爐霍(卡薩湖) 、新龍(措卡湖)、

理塘、稻城(亞丁)、雅江、新都橋、康定(木格措)、瀘定、海螺溝(冰川森林公園、溫泉)、雅安、成都 
 

 

 

 
 
 
 
 
 
 
 
 
 
 
 
 
 
 
 
 
 
 
 

 

 

 

 

 

 

 

 

 

 

 

 

稻城-亞丁景區(央邁勇神山) Tour code : RSLB13 

出發日期 : 2020 年 05 月起 

『約瑟夫洛克』將稻城亞丁介紹給世界的人 

上世紀 20 年代，奧地利美籍植物學家、地理學家、探險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Rock)， 

在中國西南地區做研究、考察，並以雲南麗江、瀘沽湖附近的村落為基地，向四川、 

甘肅東南以及西藏東部進行了漫長的探險考察。 

1933 年 4 月，作家詹姆斯希爾頓以洛克在滇川地區探險時刊登在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文章和照片資料作為素材，尤其是以三 

座神山(仙乃日、央邁勇、夏洛多吉)的探險經歷，創作了著名小說 

《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 。小說問世後，得到世人極 

大的追捧，小說中將所描述的雪山、峽谷、森林、草原、寺廟等的 

“世外桃源”，稱為“香格里拉”，從此世人都在尋找『香格里拉』! 

1928 年，洛克來到稻城亞丁，驚嘆謂「央邁勇是我見到的世上最美山峰」。 

 

 

 

 

 

 

 

 

 

 

 

 

 

 

北峰仙乃日-藏語意為「觀音菩薩」，
是海拔最高的一座，6032 米。珍珠
海是觀看仙乃日的最佳地點 

南峰央邁勇-藏語意為「文殊菩薩」，海
拔 5958 米。站在洛絨牛場，是觀賞三
座雪山的最佳地點 

東峰夏諾多吉-藏語意為「金剛手菩
薩」，海拔 5958 米。在佛教中代表
除暴安良、勇猛剛烈 

稻城亞丁景區『最後的香格里拉』 

亞丁藏語意為"向陽之地"。區內的三座雪山：仙乃日、央邁勇、夏諾多吉，

統稱"念青貢嘎日松貢布"，意為終年積雪不化的三座護法神山聖地，是藏民

心中的神聖之地。獨特的景致和原生態的自然風光，被譽為"水藍色星球上

的最後一片凈土"、"香格里拉之魂"。 

 

長者門票優惠 
(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人士) 
60-69 歲減$200；70 歲或以上減$4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E5%AD%B8%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6%E5%AD%B8%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細意安排 
『豪華寛倘三排座椅旅遊車』配備氧氣鋼瓶、暖水、礦泉水、紅景天茶包、茶包、咖啡包 

『實用禮品餽贈』三瓶隨身氧氣瓶，備不時之需；行山手杖 

『貼心服務』安排導賞耳機，方便清晰聆聽導遊講解；手機數據 SIM 卡，方便聯絡 

『純玩全包團』全程不安排商店購物，無自費活動項目。包全程酒店行李生上落行李服務。 

包機票稅項及領隊、導遊、司機服務小費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世界最大藏傳佛學院』坐落在甘孜州色達縣縣城東南 20 公里。佛學院因以佛教「五明」

為主要課程而得名，屬藏傳佛教寧瑪派。成千上萬僧房密佈山坡上，絳紅色的藏式平房連綿數里，景象壯觀震撼。 

佛學院是由晉美彭措法王於 1980 年創辦，短短 40 年間從藏區一個山谷深處迅速崛起，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藏傳佛學院。

數千在家出家僧眾在此修行居住，戒律深嚴，男女僧舍涇渭分明。學院以藏族學員為主，近年也有不少內地學生前往修學 

 

閃亮推介【尋找香格里拉】川西環線『甘孜藏族自治州』秘境 
 

 

 

 

 

 

 

 

 

 

 

 

 

 

 

 

新龍措卡湖『人間仙境、九天瑤池』 

深山中的遺世秘境 

稻城尊勝塔林『稻城白塔』 

海螺溝冰川森林公園『低海拔冰川』
眺望“蜀山之王”貢嘎山 

康定情歌木格措『野人海』 

新都橋『攝影天堂』 

壇城-進行祭供道場，平時是信眾
轉經的場所 

天葬台-藏地唯一一處允許遊客
參觀的天葬場 

-進行祭供道場，平時是信眾轉經

塔公草原『甘孜州最著名草原』雪山
與金塔景觀，相互輝影 

丹巴藏寨『千碉之國、中國最美鄉村』
探索藏族古民居建築 

卡薩湖『川西北最大的水鳥棲息
地』，是當地有名的聖湖 

理塘長青春科爾寺
『康南第一大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第一天 

香港  成都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中國國際
航空或四川航空客機前往“天府之國”成都。 

膳食 晚餐：航機上/自理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成都協信中心希爾頓酒店(Hilton) 

或 溫江皇冠假日酒店(Crowne Plaza) 

第二天 

成都 ~ (約 2小時)臥龍自然保護區~ 大熊貓博物館(乘電動車) ~ (約 2

小時)巴朗山貓鼻樑觀景台 ~ 四姑娘山長坪溝景區(乘環保車) 

大熊貓 
博物館 

館內建有大熊貓研究中心及繁殖場。可以看到國寶大熊
貓在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世上規模最大的大熊貓圈養場 

貓鼻樑 

觀景台 

是觀賞四姑娘山全貌的最佳地點。在晴天之下可以清楚
地看到一字排開的四座山峰 

四姑娘山 

由四座相連的山峰組成，主峰么妹峰海拔 6250 米，有
“東方的阿爾卑斯”之稱，么妹峰南側毗連有三姑娘、
二姑娘、大姑娘三座山峰。四姑娘山鎮，海拔 3100 米 

長坪溝 

景區 

峽谷幽長，景區內有樟木寨、唐柏古道、枯樹灘、喇嘛
寺、甘海子及高數十米的飛瀑，並有奇石之景。溝內以
森林、峽谷及峽谷頂上的雪山組成，景色壯美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臥龍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野生菌湯鍋風味 

住宿 4 星標準 四姑娘山悅山度假酒店 或 意境度假酒店 

第三天 

四姑娘山雙橋溝景區(乘環保車) ~ 小金 ~ (約 3 小時)丹巴(梭坡碉樓
觀景台、甲居藏寨觀景台) 

雙橋溝 

景區 

以雪峰、牧場、草地、森林為主。內有兩座木橋，一座
由楊柳木搭成，另一座由紅杉木搭成，雙橋溝由而得名 

丹巴 
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鄉村”，旅遊資源豐富多彩，自然
風光神奇美麗。並有“美人谷”之稱，海拔 1900 米 

梭坡碉樓 

觀景台 

是整個丹巴乃至全世界古碉最集中的地方。外形美觀，
碉基牢實。碉樓觀景台位於村寨對面，景色壯觀 

甲居藏寨 

觀景台 

以甲居為代表的丹巴藏寨，是“中國最美六大鄉村古鎮”

之首。寨樓和屋簷為紅色，牆體刷白色，美麗壯觀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犛牛肉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中餐 

住宿 4 星標準 丹巴吉美大酒店 或 瀾峰大酒店 

第四天 

丹巴(東谷天然盆景走廊) ~ (約 2 小時)八美 ~ 墨石地質公園(乘電動
車) ~ (約 0.5 小時)塔公草原(塔公寺、木雅金塔) ~ (約 1 小時)龍燈草
原 ~ (約 1 小時)道孚(藏民居) ~ (約 1.5 小時)爐霍 ~ (約 3 小時)色達 

東谷天然 

盆景走廊 

連綿數十公里，海拔從 2000 至 4000 米，一山有四季，
立體氣候明顯。犛牛河谷中河水清澈，植被完好，林海
遮天蔽日，兩岸崇山峻嶺，奇峰異石，如人間仙境 

八美墨石 
地質公園 

擁有草原、濕地、墨石、特色民居、高原花海、白塔聖
寺等景觀。綿延在河水上的墨石天然景觀，令人嚮往 

塔公草原 

+塔公寺 

是甘孜州最著名的草原。草原廣袤，水草豐茂，牛羊成
群。塔公寺是藏傳佛教薩迦派著名寺廟之一 

木雅金塔 
位於雅拉神山等八座神山所環繞的中心。是一座壇城式
佛教寺廟建築，金塔黃金帖頂，共分三層。她與背後的
雅拉雪山組合在一起，已成為塔公草原的地理標識 

龍燈草原 
在甘孜州道孚縣境內。據說當年格薩爾王曾在此安營紮
寨，藏語叫“格薩爾通”，意為“格薩爾王征戰過的草原” 

道孚 
藏民居 

被稱為藏式民居藝術之都，道孚民居的外觀比較豪華。
沿路的風景，主要是藏式民居村寨自然風光為主 

爐霍 
位於甘孜州中北部，是西南重點林區，也是長江上游重
要的水源涵養區之一。森林茂密，河流縱橫，氣候宜人 

色達 

位於四川西北最邊遠的角落，地形地貌複雜，有寬廣的
草原、縱橫的河曲、密佈的湖沼、巍峨的雪山。歷史悠
久，民族文化源遠流長，宗教文化博大精深。縣城距離
著名的喇榮五明佛學院有 20 公里，海拔 3800 米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住宿酒店中餐 

住宿 
4 星標準 色達世際大酒店 或 麗楓酒店 

(房間提供空調式輸氧) 

第五天 

喇榮五明佛學院(乘環保車、觀景台、佛學院、壇城、天葬台) ~ (約 3

小時)卡薩湖 ~ (約 1 小時)甘孜 

喇榮五明
佛學院 

是全世界最大的佛學院，可以觀賞成千上萬僧房密佈山
坡的奇觀。絳紅色的藏式平房連綿幾公里，景象壯觀震
撼。以佛學院中心的經堂為界，坡上是喇嘛的領地，坡
下則住著覺姆(僧尼)。佛學院是由晉美彭措法王於 1980
年創辦，短短 40 年間從藏區一個山谷深處迅速崛起，一
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藏傳佛學院。數千在家出家僧眾在
此修行居住，戒律深嚴，男眾女眾的僧舍涇渭分明 

觀景台 
在經幡的山坡上觀景台，可以俯視整片佛學院，可拍攝
出整個佛學院的全貌 

壇城 
建築在佛學院最高的山峰上。壇城梵文為“曼荼羅”，意
思是按佛教密宗儀規進行某種祭供活動的道場 

天葬台 

在佛學院山谷背面半山腰。按照藏傳佛教教義，人死後
靈魂離開肉體進入新的輪迴，屍體就成了無用的皮囊，
死後將屍體餵禿鷲，是人生的最後一次善行 

卡薩湖 
屬於高原淡水湖泊，是川西北最大的水鳥棲息地，也是
四川鴛鴦數量最多的地區，是當地有名的聖湖 

甘孜 
甘孜縣城位於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雅礱江上游。境
內山環水繞，景色壯麗，海拔 3400 米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住宿酒店川藏風味 

住宿 4 星標準 甘孜天合藏文化酒店 (房間提供空調式輸氧) 

第六天 

甘孜 ~ (約 3.5小時)新龍措卡湖景區(乘景區車) ~ (約 2.5小時)理塘 ~ 

(約 3 小時)稻城(红草地) 

措卡湖 

景區 

隱藏在川西秘境深處，是典型的高山堰塞湖。平靜碧綠
的湖面，莊嚴的寺廟，金色的佛像，處在安然與寧靜的
湖畔，美若人間仙境，是鑲嵌在康巴高原上的一塊寶石 

理塘 
因縣內有廣袤無垠的毛埡大草原而聞名。縣城海拔 4014
米，素有“世界高城”之稱 

稻城 
縣城位於四川西南邊緣，地處青藏高原東南部。距離著
名的亞丁景區有 108 公里，海拔 3750 米 

红草地 
途中經過桑堆小鎮，觀看紅草地。春夏季為綠草地。秋
季時變成一片紅彤彤的景致，令人醉人。在或黃或綠的
白楊樹的襯托下，燦燦生輝，嫵媚無比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住宿酒店中餐 

住宿 
4 星標準 稻城雪域花園溫泉酒店 或 翔雲酒店 

(房間提供空調式輸氧) 

 

閃亮推介【尋找香格里拉】川西環線『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攬勝           
四姑娘山『東方阿爾卑斯、蜀山之后』由 

四座相連山峰組成，主峰么妹峰海拔 6250 米。 

峰南側毗連的有三姑娘峰，二姑娘峰及大姑娘 

峰三座山峰。遊覽 2 大景區雙橋溝及長坪溝 

 

 

 

 

 

 

 

 

 

 

 

 

臥龍自然保護區『熊貓故鄉』
《世界自然遺產-大熊貓棲息地》 

雙橋溝-風景最為集中迷人 

長坪溝-旅遊生態最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8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D%91%E6%96%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5%AD%9C%E8%97%8F%E6%97%8F%E8%87%AA%E6%B2%BB%E5%B7%9E/5916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5%E7%A0%BB%E6%B1%9F/12092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8%97%8F%E9%AB%98%E5%8E%9F/84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8B%94


第七天 

稻城 ~ (約1.5小時)香格里拉鎮 ~ (乘環保車約1小時)亞丁景區(扎灌
崩、沖古草坪、珍珠海【眺望仙乃日神山】) ~ (乘環保車約 1 小時)

香格里拉鎮 

亞丁景區 

主要由仙乃日、央邁勇、夏諾多吉三座神山和周圍的河
流、湖泊和高山草甸組成。獨特的景致和原生態的自然
風光，被譽為“最後的香格里拉、地球上最後一片淨土” 

沖古草坪 
是由草地、森林、小溪和嘛呢堆組成天然的盆景，此地
能一睹仙乃日和夏朗多吉的風采。是到沖古寺、珍珠海
和絡絨牛場的必經之地 

珍珠海 

又名卓瑪拉錯，海拔 4060 米，是仙乃日的融雪形成的湖
(海子)。密林中的珍珠海如一顆鑲嵌在蓮花寶座上的綠
寶石，透出無限清麗。景色令人目眩神迷 

香格里拉
鎮(日瓦) 

稻城縣轄 1 鎮、13 鄉。2002 年將日瓦鄉更名為香格里拉
鄉。2009 年四川省政府同意將香格里拉鄉撤鄉建鎮，成
立香格里拉鎮。海拔 2900 米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住宿酒店川藏風味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香格里拉鎮華美達酒店(豪華房) 

註：因亞丁村(景區門口)住宿條件較差，多為無星級評定的

民宿客棧，而且海拔有 4000 米，氣溫也較低。所以安排入

住位於香格里拉鎮(日瓦鄉)，海拔 2900 米，由美國溫德姆
(Wyndham)酒店集團管理的華美達酒店(2019 年開業) 

第八天 

香格里拉鎮 ~ 第二次進入亞丁景區(扎灌崩、沖古寺、乘電動車往返
洛絨牛場【眺望夏諾多吉神山+央邁勇神山】) ~ (乘環保車約 1 小時)

香格里拉鎮 

沖古寺 
位於仙乃日雪峰腳下，海拔 3900 米。當喇嘛念經時，誦
經聲和法豉聲在寂靜的山谷中迴響，顯得更加神聖 

洛絨牛場 

被三座神山環繞，貢嘎河從草場穿梭，林間溪流潺潺，
構成了一幅原始而又迷人的景色，是觀看三座雪山的最
佳地點。海拔 4150 米 

特別說明：前往牛奶海及五色海： 

1). 行程未有安排前往牛奶海及五色海，以上兩景點還處於開發建設中。

從洛絨牛場到牛奶海往返 10 公里，牛奶海到五色海往返 0.6 公里，全程
沒有平坦公路，也沒有正式的交通工具，沿途沒有任何安全及醫療設備，

海拔在 4500-4600 米，因此不安排團友遊覽以上景點。 

2). 如有個別團友有興趣以及覺得自身身體狀況良好，要自行前往牛奶海

及五色海。屆時與導遊及領隊說明，簽好當天離團協議書後，自行前往
牛奶海及五色海，無門票費用。 

3). 因牛奶海及五色海去程需要 3.5 小時，回程需要至少 2.5 小時，全程

走完要近 7 小時，團友需注意控管時間。當地牧民在洛絨牛場有提供租

用馬匹，如需騎馬的團友，請注意自身安全。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酒店餐盒 

晚餐：住宿酒店野菌湯鍋風味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香格里拉鎮華美達酒店(豪華房) 

第九天 

香格里拉鎮 ~ 貢嘎朗吉嶺寺 ~ (約 1 小時)稻城(尊勝塔林、青楊林)  

~ (約 1 小時)海子山自然保護區(觀景台) ~ 兔子山 ~ (約 1.5 小時) 

理塘(長青春科爾寺) ~ 卡子拉山埡口 ~ 剪子灣山埡口(天路十八灣
觀景台) ~ 雅江(約 3.5 小時) 

貢嘎 

朗吉嶺寺 

是稻城最大的黃教寺廟。寺內藏有五世達賴贈送的“向
巴”佛像，還有兩座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轉經筒 

尊勝塔林 

又稱白塔公園。四方形的底座，分為五層，最高層中央
為一個高大的白塔，周圍排列四層小白塔，共 108 座小
白塔。塔的基座安放轉經筒，供藏民虔誠膜拜 

青楊林 
稻城縣城周圍的河灘上人工種植了萬畝青楊林。每到秋
季，胡楊就變得金光燦爛，在藍天白雲下，格外美麗 

海子山自
然保護區 

位於理塘與稻城之間，平均海拔 4500 米，共有 1145 個
大小海子，其規模密度為全中國之最 

兔子山 
海拔 4696 米，雙石聳立猶如兔耳。山峰寸草不生，周圍
是陡峭的冰蝕峰林地貌，景致奇特 

長青 
春科爾寺 

又稱理塘寺，為康南第一大黃教寺廟，珍藏有釋迦牟尼
鍍金銅像、佛教經典、三世達賴的馬鞍、明清壁畫等 

卡子拉山 
海拔 4718 米。因海拔較高，樹木就更加稀少，主要是高
山草甸。山勢層巒疊嶂，直至天邊 

天路十八
灣觀景台 

雅江至理塘的剪子灣山路上，由於海拔較高，道路艱險
曲折而得名。站在觀景台俯瞰，有一種震撼的曲線美 

  

雅江 
位於康巴地區腹地，積澱了豐富的康巴人文景觀。因而
享有“中國香格里拉旅遊大環線第一縣” ，海拔 2600 米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高城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中餐 

住宿 4 星標準 雅江驛都大酒店 或 鐵泉聖地大酒店 

第十天 

雅江 ~ 高爾寺山埡口 ~ (約 2.5 小時)新都橋(十里長廊) ~ 貢嘎雪山
觀景台 ~ 折多山垭口 ~ (約 2.5 小時)木格措景區(乘環保車、杜鵑
峽、芳草坪、七色海、藥池沸泉、紅海草原) ~ (約 0.5 小時)康定 

高爾寺山 

高爾寺山是 318 國道上的景點之一，海拔 4659 米，位於
新都橋與雅江之間。高爾寺山是縱覽大雪山(雅拉神山、
折多山、貢噶神山)的最佳位置之一 

新都橋 
十里長廊 

海拔 3300 米，並沒有突出的標誌性景觀，沿線十餘公里
被稱為“攝影家走廊”。是川藏線南北分叉路口，北通甘
孜、南接理塘，是從西藏通往康定的必經之路 

貢嘎雪山
觀景台 

在 318 國道上頗有名氣的觀景台，在山坡上可以看到貢
嘎山主峰，拍攝新都橋的光與影 

折多山 
被稱為“康巴第一關”，是川藏線上第一座具有挑戰性的
高山。是重要的地理分界線，過了折多山才算是正式進
入藏區。318 國道在這里穿過 4298 米的埡口 

木格措 

景區 

又名康定情歌風景區。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
四周有群山森林、湖泊圍繞。由杜鵑峽、芳草坪、七色
海、藥池沸泉、野人海和紅海草原六個景點組成 

康定 
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也是一座歷史悠久的高原古城。
既是情歌的故鄉，又是茶馬互市的重鎮。海拔 2700 米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住宿酒店中餐 

住宿 4 星標準 康定溜溜城格桑花酒店 或岷山太陽部落酒店 

第十一天 

康定 ~ (約 1 小時)瀘定(大渡河鐵索橋) ~ (約 1 小時)磨西鎮(天主教
堂、紅軍長征紀念館) ~ 海螺溝國家森林公園(環保車上下山、雙程纜
車、一號冰川、觀景台、大冰瀑布、紅石灘) ~ 神湯溫泉(1 次) 

鐵索橋 
位於大渡河上。橋頭古堡為木結構古建築，由 13 根鎖鏈
组成。因“飛奪瀘定橋”戰鬥而聞名 

天主教堂 

是一座歐式風格的標誌性建築，也成為磨西鎮特有的地
標建築物之一。濃郁的民族風情、古樸的街道、法式教
堂建築、藏式民居構成磨西鎮的獨特風景線 

紅軍長征
紀念館 

紀念館以該史實為依據，分上、中、下三層展廳，共計
四個單元，以豐富的圖片、展板、實物及逼真的故事場
景為主體，再現紅軍長征的艱苦歲月和英勇頑強的精神 

海螺溝 

國家森林
公園 

位於貢嘎山東坡，以低海拔現代冰川著稱，是全中國目
前最易觀賞，景區配套設施最完善的景區。其中以一號
冰川是貢嘎山地區冰川中規模最大、海拔最低的一條。
有全中國至今發現的最高最大冰瀑布。除了冰川美景，
海螺溝分佈大量紅石灘，在雪山形成強烈顏色反差 

貢嘎神湯
溫泉 

海拔 1600 米，位於貢嘎神湯溫泉酒店內，屬地質冰川溫
泉。有各式溫泉池和療養泉，部份富有醫療價值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牦牛肉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神湯溫泉風味 

住宿 5 星標準 海螺溝貢嘎神湯溫泉酒店 或同級 

第十二天 

磨西鎮 ~ (約 4 小時)雅安(上里古鎮) ~ (約 2.5 小時)成都(寬窄巷子) 

上里古鎮 

是昔日“南方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小滇依山傍水，
田園小丘，木屋為舍。仍保留著許多明潔風貌的吊腳樓
式建築，以及形式各異的古代、近代拱橋 

寬窄巷子 
由寬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組成，是成都現存較有規模
的清朝古街道，體驗老成都的風土人情，是典型的民俗
成都縮影。彙聚了成都特色小吃、民俗玩意等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古鎮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自助餐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成都協信中心希爾頓酒店(Hilton) 

或 溫江皇冠假日酒店(Crowne Plaza) 

第十三天 

成都  香港 

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中國國際航空或四川航空客機飛返香港。
同日抵達，旅程到此完滿結束。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航機上/自理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
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
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
參考。川滇大香格里拉地區屬高海拔地區，客人出發前必須留意身體狀況或咨詢醫生，並預先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當地導遊會在車上銷售四川特產：藏紅花、
川貝、核桃、花生、熊貓手袋等。                                                                                       PHL-FL-CHI20-006-03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A0%BC%E9%87%8C%E6%8B%89%E4%B9%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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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填報名表乙份及繳交訂金如下 : 

團費 訂金收費 餘數繳付限期

HKD5,000元或以下 HKD2,000 40天

HKD5,001 - HKD10,000元或以下 HKD3,000 40天

HKD10,001元或以上 HKD5,000 40天

•	 其他地區訂金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	 餘款須在餘數繳付限期前全數繳清，逾期未清繳費用，「本公

司」將訂位作廢，另所繳之訂金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後，才獲發還，所繳之訂
金也不得轉與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或其他旅行團。

•	 任何遲報名者須於起程前10個工作天內全數繳付團費，須以現金或銀
行本票支付。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必須自行選擇購買適當的旅
遊保險；顧客有責任及必須閱讀和理解保單內的條款細則，及應
確保符合保單上的條款及條件。如顧客於出發前14天仍未能提供
旅遊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者，「本公司」將取消顧客之
相關訂位，並從所繳團費中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請保留收據，以作特殊情況下退款之憑據。    
•	 減免折扣優惠，必須於報名時申請及提供證明予「本公司」或「本

公司」之特約旅行社。　    
•	 年齡未滿21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	 15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	 滿15歲而未滿21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由父母或監

護人同意並於報名表簽署作實及具備一份合適的旅遊綜合保險及一
份入境國家認可的同意書。

•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	 若有任何旅遊查詢，請致電 2115 9828。

費用包括
•	 機票：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飛機線適用)
•	 鐡鐵路：行程表內所列之鐵路車票。    
•	 酒店及郵輪住宿：根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房間是以兩人

共用一雙人房為原則。 
•	 如顧客不同意與其他顧客共用一雙人房間，須辦理報名時提出請

求，「本公司」須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	 若團體報名而有單數之同行者不同意共用房間時，必須於報名時

確認其單人之性別，以便「本公司」盡量安排相同性別之領隊或
顧客共用一雙人房；「本公司」會因應實際情況而要求顧客繳付
單人房附加費，顧客不得異議。（適用於指定團別）

•	 交通工具：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
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交通工具下，採用空氣調節遊
覽巴士或旅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  

•	 膳食：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
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顧客將獲安排旅程表內所
列或同類食肆。

•	 遊覽節目：各項遊覽節目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
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均按照旅程
表內所包括之遊覽活動。

•	 領隊之服務：華藉專業領隊隨團出發。每團之出發人數以不少於
15人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若人數不足15人「本公司」將不派
領隊隨團出發，將由當地導遊接待。

•	 行李：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一件，規格以交通服務供應商為準。
寄艙行李數量及重量須視乎交通服務供應商而定，如行李額外超
重，費用須由客人承擔。

•	 嬰兒收費只包括交通服務供應商出票費，不包括機位或座位、酒
店或郵輪住宿、膳食及其他佔座之交通等安排。

 

費用不包括

•	 旅遊證件、各國之入境簽證費及針痘紙費用。    
•	 給予領隊或導遊或司機之小費。    
•	 各國之機場稅、港口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  
•	 個人行李重逾二十公斤而航空公司收取之附加費。  
•	 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徵費服務費每位不多於

港幣250元。
•	 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	 所有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    
•	 因私人、交通延阻、罷工、颱風或其他情況而「本公司」不能控

制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	 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本公司」可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

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於處理團員退款時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
網頁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codes/directive/223

•	 若參加人數不足，或已知或受到不可抗力事件的威脅，「本公司」
有權提前取消旅行團，並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安排。

•	 指定特殊團別、加班團、包機團等，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請參
閱有關單張行程上所列。    

•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均不
接納顧客在出發日或旅途中自行更改由其他人士代為參團，已報名
的顧客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本公司」無須發還任何團費。

•	 顧客如在旅途中突然退出 或不參予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
住宿)，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亦不會安排其他
替代活動。 

•	 顧客因任何理由選擇取消旅行團，應出發日期前先以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其他方式將不被接納。惟「本公司」如接納顧客
取消旅行團，「本公司」有權於所繳團費或訂金中扣除因取消旅
行團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
司」的行政費用或向顧客要求任何方式索償。

•	 凡顧客更改旅遊目的地或日期，「本公司」仍會在切實可行情況
下迎合顧客。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旅行團服務費指引
•	 由2015年6月1日起報名，旅行團服務費已屬“非建議性質”及其

收費內容包括1) 領隊服務費 2)當地導遊及導賞員服務費 3)旅遊車
司機服務費。客人須根據尊賞假期收費項目繳付。

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指引
•	 「本公司」及集團內之附屬公司、代理或商業夥伴（不論是在香

港或外地）擬使用客人的個人資料作市場推廣、促銷、服務或產
品等用途。如未經客人同意，我們不可使用，若客人反對有關資
料作上述用途，請發電郵至： webmaster@texpert.com

特約旅行社

牌照號碼：353894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所有團費並不包括0.15%之印花費，客人鐡另行繳付並
為團友帶來可靠保障，包括：特約旅行社    

(一) 旅遊業議會基金：顧客因旅行社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如期隨團旅遊，
可申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二)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導致傷亡之
人士，提供經濟援助。此計劃並非取代保險；團友應自行購買保險，以求全
面保障。

如想查詢有關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之資料，請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
管理委員會秘書處電話熱線：3151 7945查詢。

旅客必須取得印花收據，方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為確保以上權益，本公司建議隨團旅客保留已蓋有TIC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
本交予在港親友妥善保存，以作突發事故之意外或保險索償用途。

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 Premium Holidays Limited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日期在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收費

中國及亞洲旅行團

40天前 全額訂金

39-34天前 50%之全額費用

33-21天前 75%之全額費用

20天或以下 全額費用

* 其他地區取消旅行團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