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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zhaigou No Shopping 7 Days
行程特點

抵達成都 Arrive in Chengdu1

（以網站更新為準）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12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Without Bed（No Breakfast)
12 歲以下兒童占床（含早餐）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續住（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Service Fee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DISCOVER THE BEAUTY OFCHINA

抵達成都國際機場，接機後送回酒店休息。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住宿：超 5 星標準成都洲際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InterContinental Chengdu 
Super5★or equivalent

峨眉山/成都 Emeishan/Chengdu(B/L/D)6
早餐後，前往我國四大佛教名山之壹，素有“ 峨眉天下秀 ”之美譽⸺峨眉山，抵達後遊覽【報
國寺 】及【 伏虎寺】景區（可自願選擇乘坐報國寺至伏虎寺景區交通車 20 元 / 人）。後參觀【峨眉
山竹藝博物館】. 接著遊覽【黃龍溪古鎮】（自費專案），黃龍溪古鎮青石板鋪就的街面，木柱青瓦
的樓閣房舍，鏤刻精美的欄杆窗櫺，無不給人以古樸甯靜的感受。之後返回 成都。晚餐後，觀看

【川劇變臉】（自費專案）。
 Visit:Baotuo Temple ,Fuhu Temple. Huanglongxi Ancient town  (Compulsory 
programs*),Changing Face Performance(Compulsory programs*)
住 宿：超 5 星 標 準 成 都 洲 際 大 酒 店 或 同 級 酒 店 InterContinental Chengdu Super5★or 
equivalent

成都 Departure from Chengdu(B)7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送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成都/九寨溝 Chengdu/Jiuzhaigou（B/L/D)2
早餐後，前往九寨溝，途徑 1933 年形成的地震遺址【疊溪海子】，可以看到藏族同
胞心中聖潔的白犛牛！午餐後前往【黃龍風景區】（自費專案），主景區黃龍溝位於
岷山主峰雪寶頂下。獲得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和“ 綠色環球 21”認證、國家地質公
園、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等殊榮。1992 年 12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四川黃
龍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作為“ 世界自然遺產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裏山清水碧，
奇花異草，湖泊衆多，原始森林茂密，奇珍異獸隨處可見，帶妳進入壹個自然神奇
的世界沿途可觀賞到阿壩州的名族風情的建築及沿途風光。
Visit:Diexi haizi . Huanglong scenic spot(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星宇國際酒店或同級酒店 Xinyu Hotel or equivalent

九寨溝 Jiuzhaigou(B/L/D)3
早餐後，遊覽有“ 童話世界 ”、“ 人間仙境 ”之譽的【九寨溝風景區】。九寨溝的湖
泊，瀑布，雪山和原始森林，美景相映，組合成神妙、奇幻、幽美的自然風光，顯現

“ 自然的美、美的自然 ”。九寨溝的高峰、彩林、翠海、疊瀑和藏族風情被成爲“ 天
下五絕 ”。晚餐後欣賞【九寨溝藏羌歌舞表演】（自費專案）。
Visit:Jiuzhaigou. Tibetan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s (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星宇國際酒店或同級酒店 Xinyu Hotel or equivalent

九寨溝/茂縣 Jiuzhaigou/Maoxian(B/L/D)4
早餐後遊覽【松潘古城】，四川省曆史名城，是曆史上有名的邊陲重鎮，被稱作“ 川
西門戶 ”，古爲用兵之地。可以看到文成公主和松贊幹布的塑像，現存的古城牆修
建於明朝洪武年間。接著途徑【512 汶川地震遺址】。地震遺址位於國道 213 公路
沿線，汽車行駛在震後新修的國道公路上仍舊可以看到當時地震過後遺留下來的
殘骸。晚餐後，送入酒店休息。
Visit:Songpan ancient city . 512 Wenchuan earthquake site 
住 宿：茂 縣 九 頂 山 國 際 或 同 級 酒 店 International Jiudingshan  Hotel  or 
equivalent

茂縣/峨眉山 Maoxian/Emeishan(B/L/D)5
早餐後，遊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是以造園手法模擬大熊貓野外生態環境，現
占地 560 畝，綠化覆蓋率達 96%，營建了適宜大熊貓及多種珍稀野生動物生息繁
衍的生態環境，這裏常年圈養著 20 餘只大熊貓。之後前往樂山【船覽樂山大佛全
景】，樂山大佛位於近郊，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彙流處，與樂山城隔江相望。後
乘車抵達峨眉山，入住酒店。
 Visit:Giant panda breeding and research base. Cruise at leshan View Giant 
Buddha
住宿：樂山德勝國際酒店或同級酒店 Emei Shanyue Hotel or equivalent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川劇變臉+九寨溝藏羌歌舞表
演+成都名小吃+黃龍風景區+黃龍溪古鎮=USD280/
人（成人與小童同價）(需保證參加）

當地推薦景點（隆重推薦，自費參加）牟尼溝風景區+ 
峨眉山功夫秀+成都特色鴛鴦火鍋+宮廷藥膳或野菌火
鍋：USD120/人

2020

接機時間：成都機場全天免費接機，根
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接機。

送機時間：成都機場全天免費送機，根
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送機。

九寨溝
奢華洲際酒店7日

掃碼看詳細行程

品质

无 压 力

★全程入住星級酒店 , 確保入住兩晚超五星“InterContinental 洲際酒店 ”  ★純玩無壓力，輕鬆享受旅遊樂趣  
★九寨溝 -- 童話世界、人間天堂，世界自然遺產  ★樂山大佛 -- 目前世界上最高的石刻佛像  ★峨眉山 -- 世界自
然遺產、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 參觀珍稀 " 中國國寶 " 大熊貓

3 月 :5.12.19.26
4 月 :9.16.23
5 月 :7.14.21
6 月 :4.11.18
7 月 :16
8 月 :20
9 月 :3.10.17.24
10 月 :8.15.22.29
11 月 :5.12.19.26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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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280

USD70

USD30

AUD

499AUD

499
649(9-10月）

499
649(9-10月）

300
450(9-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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