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點﹕

• 玩盡川西北線秘景，重本乘坐一段內陸機於稻城飛回成都轉機返港，省卻約700公里路程時間。

• 重點遊覽冰川、雪峰、海子、原始森林、溪流、瀑布、高山湖泊、草甸、花海、彩林等自然風

光、重本安排入住兩晚毗鄰亞丁風景區2019年全新開業【國際品牌】稻城華美達酒店(提升入

住豪華房)，更安排兩次進入亞丁風景區，讓您有更充裕時間遊覽拍攝醉人景色。

• 遊遍川西各著名景點: 柔合藏羌漢民族特色的三大村寨【桃坪羌寨、甲居藏寨、卓克基官寨】、

都江堰【熊貓谷】、世界遺產【都江堰風景區】、國家4A景區【畢棚溝】、四姑娘山【雙橋溝

風景區、貓鼻樑觀景台(觀賞四姑娘山全景)】、八美墨石公園、塔公草原，順序遊覽行程豐富。

• 全程不設購物店舖、全程不設自費加遊行程、包每人兩瓶隨身用高原氧氣。

• 全程午晚餐包汽水、每人一盒紅景天口服液、每人每天兩瓶礦泉水。

• 旅遊車特設氧氣瓶、包各貴賓每人一支行山手杖、包每人一張數據上網咭。

• 選乘新款VIP豪華座位旅遊巴或傳統40座或以上旅遊巴(景區接駁交通除外)。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0-69歲勁減HK$200

70歲或以上勁減HK$400
*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註10)

2020年出發日期(*10人可成團)
*10人以上同行可自選出發日期

*需配合機位及酒店訂位情況

首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

【最高】
優惠價可達

成人原價
佔半房

小童原價
單人房
附加費

全程
服務費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4月6、20、27日

5月4、11、18、25日

6月1、8、15、22、29日

$2,000
同行報團優惠

4人或以上

同時報名

付訂金

每位額外勁減

$300

$13,998起 $15,998起 $15,998起 $13,998起 $4,000

$1,200
7月6、13、20、27日

8月3、10、17、24、31日

9月7、14、21、28日
$15,998起 $17,998起 $17,998起 $15,998起 $5,200

10月7、9、12、14、

16、19、21、23日 $17,598起 $19,598起 $19,598起 $17,598起 $6,400

因各航空公司可加可減制度，若燃油附加費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客人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額外之差額或於出發當天退回多繳費用。
成人約HK$730(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50、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285、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155、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455(香港離境稅HK$0、保安稅HK$50、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285、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10天川西秘境．沉睡的人間淨土『稻城阿丁』純玩深度遊 MDCYA



Day 2．

都江堰～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風景區】

(包乘景區電瓶車: 魚嘴分水堤、飛沙堰溢洪道

、寶瓶口引口) ～桃坪羌寨(車程約1.5小時）～

古爾溝酒店(車程約1小時，享用酒店房間私人風呂)

都江堰
風景區

是全世界至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
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兩千多年來，
它一直發揮著防洪灌溉作用。

膳食: 早：酒店︳午：羌族風味︳晚：酒店晚餐

住宿:
古爾溝【華美達溫泉度假村】(海拔約2700米)

【雪絨花田木屋精品酒店，每房附設私人風呂】

Day 3．

古爾溝～國家4A級景區【畢棚溝風景區】

(車程約30分鐘，海拔約2500~3600米，

包乘景區觀光車及電瓶車，沿途遊覽觀賞冰川、雪峰、

海子、原始森林、溪流、瀑布、高山草甸等自然風光）

～途經米亞羅紅葉區(10月份有機會觀賞沿途紅葉景色) 

~ 馬爾康(海拔約2600米，車程約3.5小時)

畢棚溝

畢棚溝是一個集原生態景觀博覽，以其優美

的自然風光、完好的自然生態景觀而著稱，

是國內知名的紅葉觀賞聖地。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晚餐

住宿:
馬爾康【4星標準】(海拔約2600米)

豪廷名人酒店或晶金隆酒店或同級

Day1．

香港成都(航程約2.5小時) ～

都江堰熊貓谷(車程約1.5小時) ～都江堰

是日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客機飛往成都。

膳食: 早：---︳午：---︳晚：青城四絕

住宿:
都江堰【5星標準】

百倫國際酒店或岷江新濠酒店或同級

Day 4．

馬爾康 ~ 西索民居嘉絨藏族村落(車程約2小時) ~

卓克基官寨 ~ 夢筆山觀景台(車程約1小時) ~

四姑娘山(海拔約3200米，車程約3.5小時)~

貓鼻樑觀景台(觀賞四姑娘山全景，需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卓克基

官寨

官寨融藏、漢民族精湛的建築藝術為一體，整

體建築以片石砌成，極為堅固，回廊邊柱及每

層樓板、梁、枋未用一釘一鉚互相銜接，被美

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里讚譽為東方建築史上的

一顆明珠。

膳食: 早：酒店︳午：山寨風味 ︳晚：酒店晚餐

住宿:
四姑娘山【4星標準】(海拔約3200米)
悦山度假酒店或意境度假酒店或

新四姑娘山賓館或同级



Day 6．

丹巴 ~ 車遊觀賞犛牛穀風光、盆景灘 ~ 國家4A級景區

【八美墨石公園】(海拔約3500米，車程約2.5小時，

包乘景區電瓶車，遠眺雅拉雪山，需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 

塔公草原、塔公寺(海拔約3750米) ~ 10月份出發團隊

途經【攝影者天堂．觀賞新都橋風光】~ 途經高爾寺山 ~ 

雅江(海拔約2600米，車程約2小時)

墨石
公園

被譽為「中國最美景觀大道第八美」。這裏的墨
石不僅一年四季顏色不同，而且一天之內的顏色
也有不同，主要和空氣濕度和陽光照射度相關，
在不同的適度環境下呈現出不同的顏色。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晚餐

住宿:
雅江【4星標準】驛都大酒店 或

鐵泉聖地大酒店或同級(海拔約2600米)

Day 7．

雅江 ~ 途經剪子灣山觀景台(觀賞天路十八彎)、

卡子拉山(海拔約4660米) ~ 理塘(車程約3小時) ~ 

長青春科爾寺(海拔約4000米）~ 沿途觀賞兔子山、

海子山自然保護區(海拔約4500米) ~ 尊勝白塔林、

桑堆小鎮(10月份有機會觀賞紅草地景色) ~ 途經波瓦山

~ 蚌普寺、貢嘎郎吉嶺寺 ~ 日瓦(車程約1.5小時)

亞丁
自然
保護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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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保
存最為完整的一處自然生態系統。因其獨特的
地貌和原生態的自然風光，而被譽為“藍色星
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華美達酒店中式晚宴

*因地區條件所限，此酒店自助餐食物選擇較少，
故特別安排享用酒店中餐。

住宿:

毗鄰亞丁風景區(車程約15分鐘)

2019年全新開業【國際品牌】稻城華美達酒店

(海拔約2900米，提升入住豪華房)

Day 5．

四姑娘山(海拔約3100-3800米) ~ 雙橋溝風景區

(包乘景區觀光車，沿途車上觀賞: 陰陽穀、日月寶鏡、

五色山、千年沙棘林、盆景灘、獵人峰)、徒步遊覽:

人參果坪、隆珠措、四姑拉措、布達拉峰、紅杉林…

~ 丹巴(車程約2.5小時) ~  甲居臧寨(海拔約2200米，

1號及3號觀景台，遠眺藏族碉樓)

甲居
藏寨

是獨特的藏式樓房建築,一戶人家住一幢寨樓。
甲居藏房的現存形式,完整地保存了嘉絨民居的
基本特徵,使用原始的材料,採用原始的技術,保
持傳統而古樸的風貌。

膳食: 早：酒店︳午：野菌石鍋風味｜晚：酒店晚餐

住宿: 丹巴【4星標準】吉美大酒店
或瀾峰大酒店或同級 (海拔約1900米)

Day 8．

第一次進入【亞丁風景區】(車程約15分鐘，包乘景區

環保車及電瓶車）~ 洛絨牛場(海拔約4180米) ~ 遠眺夏

諾多吉神山、央邁勇神山 ~ 充裕時間於景區內自由活動

溫馨提示: 如欲前往牛奶海(海拔約4600米)或五色海(海

拔約4700米)之客人必須注意，因該路段並未正式開發

且山路較為崎嶇難行，需要較大體力要求，全程來回路

程約需5-6小時，客人請根據身體情況衡量是否前往，

景區有單程上山租馬服務，自費約RMB500，敬請留意!

洛絨
牛場

洛絨牛場海拔4200米是附近村民放牧的高山牧
場，成群的牛羊在這裡享受著充足的陽光、草
地和純淨的湖水、雪峰、森林、草場、瀑布和
牧場木屋相映成趣。

膳食:
早：酒店｜午：景區內享用便當
︳晚：華美達酒店藏式野菌火鍋

住宿:

毗鄰亞丁風景區(車程約15分鐘)

2019年全新開業【國際品牌】稻城華美達酒店

(海拔約2900米，提升入住豪華房)



責任細則

註：中國團隊查詢/包團專線：3962-2982
1. 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2. 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3. 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機位客滿或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或行程所列的用膳餐廳或航班
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之航班或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4. 重要事項: 客人必須提供準確證件資料及證件副本以作團隊訂票之用，如客人資料出錯，航空公司或鐵路公司可能拒絕更改資料，客

人必須自費重新購買一張正確資料之機票或車票，敬請留意！
5. 旅行團之指定服務費以全程計算，此費用已包括香港領隊、當地導遊費及旅遊車司機之服務費。
6. 以上稅金【包括建設稅、保安稅、燃油附加費、各地稅項及認可行政費】，若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等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

客人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額外之差額，敬請留意！
7. 如因天氣影響而無法完成所有景點行程，本公司將不作任何金錢上補償，敬請留意。
8. 兩歲以下嬰兒之團費，請向本公司查詢。

9. 收費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確實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
10. 長者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景區售票處有權要求客人出示年齡證明，客人必須隨身帶回鄉證。若當時未能出示可能會被要求補回門

票差價， 如景區更改優惠金額，客人必須補回差價。

11. 團隊沿途均是高原地帶約海拔1,600-5,000米或以上，請各團友必須注意個人健康參團前可向註冊醫生查詢是否適合行程。
12. 按旅遊業議會建議，團友應為個人購買旅遊保險。
13. 中國的星級酒店，在未穫有關單位的批准正式評定星級之前，按香港旅遊業議會規定，須以X星標準標明酒店的級別，以便客人參考。

14. 行程內之圖片，僅供客人參閱。
15. 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www.charming-online.com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F-19-中國長線-052-MDCYA 10DEC2019

Day 10．

稻城成都香港

於指定時間前住機場，乘客機往成都轉機返港。

膳食: 早：酒店/酒店餐盒 ︳午：--- ︳晚：---

Day 9．

第二次進入【亞丁風景區】(車程約15分鐘，

包乘景區環保車) ~ 沖古寺(海拔約3900米) ~

卓瑪拉措(珍珠海)海拔約4080米，來回步行約3小時) ~

遠眺仙乃日神山 ~ 各貴賓可於景區內自由活動拍照

~ 稻城(海拔約3700米，車程約1.5小時)

卓瑪
拉措

卓瑪拉錯神湖是仙乃日雪峰下的一個海子，又
叫“珍珠海”像一顆鑲嵌在蓮花寶座上的綠寶
石，碧波蕩漾，水天一色。雲影波光中，透出
無限清麗。湖畔四周，參天巨樹，蒼翠如屏。

膳食:
早：酒店｜午：景區內享用便當

︳晚：酒店晚餐

住宿:

稻城【4星標準】(海拔約3700米)

雪域花園酒店或金珠大酒店

或稻城翔雲酒店或同級

特約旅行社

氣溫資料(只供參考)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古爾溝海拔約2700米 5~17℃ 9~18℃ 10~16℃ 14~22℃ 15~25℃ 12~23℃ 8~12℃

瑪爾康海拔約2600米 4~14℃ 6~15℃ 8~16℃ 10~19℃ 12~22℃ 12~20℃ 7~13℃

四姑娘山海拔約3200米 0~13℃ 2~16℃ 6~15℃ 8~21℃ 9~21℃ 6~17℃ 2~14℃

雅江海拔約2600米 3~15℃ 7~17℃ 9~16℃ 11~21℃ 12~21℃ 10~18℃ 6~14℃

沖古寺海拔約3900米 3~15℃ 5~17℃ 6~18℃ 8~20℃ 8~19℃ 6~15℃ 4~13℃

珍珠海海拔約4080米 1~14℃ 3~16℃ 4~18℃ 6~19℃ 6~18℃ 4~14℃ 0~10℃

洛絨牛場海拔約4180米 1~12℃ 4~14℃ 4~18℃ 5~19℃ 6~17℃ 4~13℃ -2~11℃

稻城海拔約3700米 4~14℃ 5~16℃ 6~17℃ 8~21℃ 10~23℃ 8~19℃ 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