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螺溝(冰川、大冰瀑布、露天雪山溫泉)、 

成都、峨嵋山、樂山大佛 6天團 
CCCH06 

有效日期:2013 年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海螺溝 二號營地露天大型溫泉 
 

 

        行程特點 

海螺溝入住2晚酒店，充裕時間感受冰川世界，絕不走馬看花 

暢遊亞洲海拔最低，有冰川公園之稱~海螺溝 

包乘高山索道纜車往返，欣賞異常壯觀~冰雪世界(冰川、冰洞、大冰瀑布…等)

包乘遊船遊覽遠眺樂山大佛及睡佛，感受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 

風味吃不停:養生宴、四川風味、酒店內享用野菌宴、御膳宮藥膳…等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住宿 

1 － － － 
成都準5星級世紀假日城大酒店【高級房】或 

帝盛君豪酒店或溫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同級 

2 酒店內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3 酒店內 當地餐廳 酒店享用特色野菌宴

【當地最好酒店】 
海螺溝準4星級明珠花園酒店或 

長征大酒店或同級 

4 酒店內 當地餐廳 酒店享用晚餐 

 

世紀陽光酒店【貴賓樓】或同級 

 

5 酒店內 四川風味 
養生宴 

【獨立包廂】 

成都準5星級世紀假日城大酒店【高級房】或 

帝盛君豪酒店或溫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同級 

6 酒店內 御膳宮品嚐藥膳 － 平安抵港 

 
 
 
 



 

  CCCH06 

 
樂山大佛 報國寺 錦里仿古街 

 
DAY 1 
香港成都 
 

是日指定時間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搭直航客機前往成都。 
 

DAY 2 
成都~黃龍溪古鎮~磨西古鎮天主教堂(外觀)~ 

毛澤東宿營地(外觀)~磨西古鎮 
 

黃龍溪古鎮：是一座有著 1700 餘年歷史的川西古鎮，位於成都市東南約 30 公

里處的雙流縣。 黃龍溪古鎮內，明清時代的建築比比皆是，仍然保存完好。青石

板鋪就的街面，木柱青瓦的樓閣房舍，鏤刻精美的欄杆窗欞，無不給人以古樸寧靜

的感受。鎮內還有六棵樹齡均在千年以上的大榕樹，枝繁葉茂，遮天蔽日，雄渾厚

重，給古鎮更增添了許多靈氣。鎮內現還保存有鎮江寺、潮音寺和古龍寺三座古廟，

每年農曆六月初九和九月初九的廟會，還能再現昔日古鎮的喧鬧場面。 

 

磨西古鎮天主教堂:磨西天主教堂已被立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歷經 70 年風

雨，它仍然保持著原有的風貌。在二樓神父房裏，還保存著毛澤東用過的床鋪等家

具。 
 

磨西古鎮:磨西鎮位於甘孜州瀘定縣南部，地處貢嘎山風景區東坡，海螺溝冰川

森林公園入口處，屬海螺溝風景名勝區週邊保護地帶，是海螺溝名勝風景區的旅遊

接待基地和入口。 
 

DAY 3 
海螺溝~海螺溝風景區~包乘環保車觀賞貢嘎雪山

(冰川、冰洞、大冰瀑布)~包乘索道纜車往返欣賞冰川世

界)~ (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二號營地露天大型溫泉) 
 

海螺溝風景區:海螺溝是中國第

一座冰川公園，它是貢嘎山主峰區東

坡的冰蝕河谷，全長三十多公里，冰

川長達十四公里，攀登冰川頂峰，一

路上看不盡的冰洞，冰湖，冰門，冰

梯，冰蘑菇，冰人，冰獸，真是奇妙

絕倫的冰的世界。 
 

貢嘎雪山:貢嘎山景區位於甘孜

藏族自治州瀘定、康定、九龍三縣境

內，以貢嘎山為中心，由海螺溝、木

格錯、五須海、貢嘎南坡等景區組成，面積一萬平方公里，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貢嘎山地區為少數民族地區，區內有貢嘎寺、塔公寺等藏傳佛教寺廟，遊客更可領

略到藏族、彝族等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 
 

#如自費享用溫泉之客人，請自備泳衣。 
 

DAY 4 
海螺溝~峨嵋山~聖積晚鐘~報國寺~茶藝館 
 

報國寺: 報國寺位於峨眉山麓光明山下，為峨眉山的進山門戶，馮玉祥曾題“名
山起點”。該寺建於明萬曆四十二年（西元１６１５年），原名為會宗堂，祀普賢、

廣成子、楚狂，取儒、道、釋三教會宗之義；清康熙年間重修，並取佛經中“四恩”
之一“報國主恩”意，御賜“報國寺”名。後經兩次擴建，成為四層殿宇和亭臺樓閣俱

全的宏大寺廟。 

 
 
 

DAY 5 
峨嵋山~天下第一牌坊~伏虎寺~布金林~ 
伍佰羅漢堂~華嚴銅塔~樂山(包乘船遊覽遠眺樂山大佛

及睡佛)~成都絲綢館~錦里仿古街~(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

川劇變臉表演) 
 

伏虎寺: 伏虎寺因寺後山峰狀若老

虎蹲伏而得名，規模宏大，殿堂輝煌，

巍峨壯觀。寺周的楠林名為“布金林”，
是全山最大的人造林，楠、樟、柏、松

至少在十萬株以上，為寺中第三代住持

寂玩上人營造，楠木參天，濃蔭蔽日。 
 

華嚴銅塔: 峨眉山悠久的歷史，留

下了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隋代智者禪

師的衣缽石塔，鐫刻古雅；北宋時治制

的普賢銅佛，高 7.5，重達六萬公斤；元代鑄造的“華嚴銅塔”，塔高 6.8 米塔體鑄

有《華嚴金》文和四千七百尊佛像，各具風姿，工藝精巧。 
 

DAY 6 
熊貓繁殖基地(1、2 期包電瓶車及第 3 期)~足底按摩(包 1

小時)*足底按摩只限 12 歲以上~成都香港 
 
 

*如早機回港，酒店或只可安排早餐盒，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1.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2. 凡參加此團之客人，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議客人於本社購買旅遊保險。 
3. 乘坐中國國際航空/港龍航空往返。 
4. 建議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全程每位合共港幣$480。(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5. 回鄉證(咭)須於有效期前出境返港，兒童之回鄉咭有效期只有三年期，敬請留意。 
6.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

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 30 天內將完全未經
使用及包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辦理全數退款，由有
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7.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酒店級數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如此等變動於
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8. 行程、膳食及住宿之先後次序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9.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0.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通知旅客有關行程資料，一切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考

之用。 
11.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守服務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

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等，以評估應否參與，並須承擔由此而引
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旅客更應根據實際情況，於參與活動前，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 

12. 70 歲或以上長者優惠只適用持港澳同胞回鄉證之長者，而客人必須提供回鄉證給予當地景區檢查，方可
獲此優惠。 

13. 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向分行職員索取細則詳情，或請參閱收據背面責任細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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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

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
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 

15.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16.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有效日期:2013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之團隊。 
 

 
更新日期: CCCH06(311013)CHI 取代 CCCH06(171013)CHI 

 

成都九寨溝自費推介 
二號營地露天大型溫泉+川劇變臉表演 

【成人收費:人民幣 280; 小童收費:人民幣 180】 
*以上自費節目 10 人或以上成行 

 
海螺溝觀光車包車 

    10 人以下  成人￥300   小童￥150 
  15 人或以下  成人￥280    小童￥140 
  16 人或以上  成人￥220    小童￥110 

*需要全團客人同意方可包車 
 

*需要全團客人同意才參加 
*詳細之自費活動細則請參閱【成都、九寨溝自費節目推介表】 



 

 
 

 
 

 

 

 

《成都、九寨溝》自費節目推介表(CCCH06) 
 

有效日期:2013 年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參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收費(人民幣) 地區 自費活動項目 交通時間 
成人 小童 

人數 活動時間 不參加客人之安排 

成都 川戲(變臉表演) 
約 15 分鐘

~2 小時 
￥180 ￥180 10 人以上 約 1.5 小時 

在附近的春頤路購物或 

咖啡廳自費享用飲料 

￥300 ￥150 10 人以下 

￥280 ￥140 15 人或以下觀光車包車 ~ 

￥220 ￥110 16 人或以上

全天 需要全團客人同意方可包車
 

海 

螺 

  溝 

海螺溝溫泉 
約 15 分鐘

~2 小時 
￥100  

1.1 米以下 

小童免費 
10 人以上 ~ 在景區休息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行 
 
自費活動細則: 
1. 為使團友能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領隊及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 
2. 旅客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等，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

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敬請客人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不要聽從任何人士之推銷，團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
費活動。旅客參與自費活動時，應遵守服務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須承擔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3. 如因天氣問題、交通問題或特殊情況下，團隊有機會取消加遊自費節目，客人不得藉此要求賠償，一切按當時情況為準。 
4. 如因天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 10 人 (視乎情況而定)，又或非控制範圍內(包括遇到國慶日及公眾假期)行程會改期或取消。所有自費項目，

須以安全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領隊或當地導遊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 
5. 如客人計劃參加此自費活動表以外之項目時，可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詢，領隊或當地導遊只提供資料供客人自行作出安排。 
6.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年齡等)計算。 

*小童為 2 歲以上至 12 歲以下及小童以 1.2 米以下計算，小童 1.2 米以上按成人價計算 
7. 由於所有自費活動名額有限，如欲參加，請儘早與領隊報名 
8. 自費活動收費按活動性質訂定，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券、司機的超時工作等，請向領隊或導遊查詢。如活動

需額外導遊或其他職員則小費心意打賞。 
9.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

司一概不會負責。 
10.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本公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

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滿或損失，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11. 以上價目表之售價及遊覽時間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更新日期: CCCH06(311013)CHI 取代 CCCH06(171013)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