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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勝水 15 天遊 (CIT010)
牟尼溝－九寨溝－成都－樂山－峨眉山－張家界－鳳凰
第一天：美國－北京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飛往見證中國歷史五千年興衰，盡現中國恢宏氣度的美麗城市─中國的首
都北京。
第二天：抵達北京當日轉機抵達成都
今日抵達巴蜀名城—成都。我社專業中英文導遊機場接您回下榻酒店休息，掃去飛行勞累。宿成
都。
成都酒店：綠洲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greenland-hotel.com
第三天：成都－黃龍－九寨溝
享用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國內班機前往九寨溝九黃機場，抵達後，搭車前往【牟尼溝】參觀，
以原始森林、飛瀑流泉為特色。【紮嘎瀑布】被譽為中國第一鈣化瀑布。此瀑布海拔 3270 米，
瀑高 93.2 米，寬 35 米。上游是湖泊，下游為一串階梯式河床。上百個層層疊疊的鈣化環型瀑布
玉串珠連，經三級鈣化台階跌宕而下，沖擊巨大鈣華面而形成朵朵巨大白花，瀑聲如雷，聲形兼
備。
九寨溝酒店：星宇國際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xingyuhotel.com
第四天：九寨溝
享用早餐後，開始進入如詩畫般的【九寨溝國家公園】，這裏有九個藏族村寨而得名。此外風景
的精華是令人歎而觀止色彩斑爛晶瑩透明的 108 高山海子。九寨溝以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為其主
要特點，集湖、瀑、灘、流、雪峰、森林及藏族風情為一體，因其獨有原始自然美，變幻無窮的
四季景觀，豐富的動植物資源被譽為“人間仙境”，“童話世界”。最著名的景點有劍懸泉、芳
草海，天鵝湖、劍竹海、熊貓海、高瀑布、五花海、珍珠灘瀑布、鏡海、諾日朗瀑布、犀牛海、
樹正瀑布、樹正群海、臥龍海、火花海、蘆葦海、留景灘、長海、五彩池、上下季節海等，讓您
走進九寨溝，將陶醉於最高的美的享受。晚餐享用風味自助餐，安排藏羌歌舞秀表演。
貼心安排：藏羌歌舞秀表演
第五天：九寨溝－成都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國內班機返回成都。前往中國動物界的『國寶』和『活化石』的【熊貓基
地】，近距離觀看大熊貓的野外生活，與大熊貓拍照合影。全世界現存約 1000 多隻大熊貓，其
中的 85%生活在四川，成為大熊貓的故鄉。前往歷經近 300 年的變遷，【寬窄巷子】留給老成都
的歲月痕跡依然依稀可見。現代化賦予了老巷子新的時代精神，但老巷子中所蘊含的老成都生活
精神，依然是現今成都人生生不息的休閒精神的源泉。在寬窄巷子的翻修過程中，專門用一個院
落打造了“成都原真生活體驗館”，展示寬窄巷子的平民魅力。晚餐後，安排【蜀風雅韻川劇變
臉】，變臉大師可一口氣變出 10 多張臉譜，非常精彩。保證讓你拍案叫絕。
貼心安排：川劇變臉秀
成都酒店：綠洲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greenland-hotel.com
第六天：成都－樂山－峨眉山
早餐後，前往樂山市，乘船經岷江與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匯合處，仰望世界第一大石刻佛—【樂
山大佛】，彌勒佛通高 71 米，始建唐朝、巍峨高聳，歷時九十年建造完成，「佛是一座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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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佛」，歷經千年風霜淬鍊，令人讚嘆古人的藝術智慧是多麼無與倫比！隨後前往成都南方
的中國四大佛山之一【峨眉山】。峨眉山乃自然文化雙料遺產，不僅僅是宗教名山（大行普賢菩
薩的道場），也是植被豐富的大自然樂園，前往峨眉山的山門和掌門人的駐地【報國寺】，峨眉
第一古剎，古意盎然、香煙繚繞。報國寺左行 1 千米，過虎溪三橋即為。前往【伏虎寺】，由於
寺內殿宇隱于叢林之中，故有“密林隱伏虎”之稱。重建的伏虎寺 500 百羅漢彩塑金身造像更是
峨眉山佛教造像中的佼佼者。
峨眉山酒店：華生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hasun.com/
第七天：峨眉山
早餐後，前往觀看名聞遐邇的【峨眉雲海】，只感覺氣勢磅礡，變化萬千。之後搭乘纜車登上
【金頂】；如果幸運，您將有機會看到峨嵋十景的第一景－金頂祥光；即佛光，古稱“光相”。
金頂四面十方普賢金像是世界上最高的金佛，也是第一個十方普賢的藝術造型。金佛系銅鑄鎦金
工藝佛像造像，通高 48 公尺，總重量達 660 噸，由台座和十方普賢像組成。四面刻有普賢的十
種廣大行願，外部採用花崗石浮雕裝飾，十方普賢像高 42 公尺，重 350 噸，中個金佛設計完美，
工藝流暢，堪稱銅鑄巨佛的曠世之作。參觀【峨眉山博物館】，將峨眉山特有文化和自然景觀融
為一體，突出展示峨眉山自然與文化遺產的博大精深。
貼心安排：纜車上山
第八天：峨眉山－成都
離開峨眉山，我們前往【洛帶古城】，洛帶鎮內傳說眾多、古跡遍地。場鎮老街以清代建築風格
為主，呈“一街七巷子”格局，廣東、江西、湖廣、川北四大客家會館、客家博物館和客家公園
坐落其中，又被人們稱為“客家名鎮、會館之鄉”。前往【金沙遺址博物館】，金沙博物館是就
2001 年發掘的金沙考古遺址原地建設、保存文物的大規模現代化博物館，金沙考古遺址是三星堆
文化以後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保存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古文物遺存，據推測可能為古蜀國繼三
星堆之外，又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或是又一個古蜀王國的都邑所在，一個 3000 多年
前沒有任何文字記載的神秘文明。在此展覽著眾多珍奇文物，如黃金面具、太陽神鳥圖騰等，是
全方位展現古蜀文明的成都必訪之地。
成都酒店：綠洲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greenland-hotel.com
第九天：成都－張家界
今日搭乘班機飛往張家界。張家界位於湖南省西北部，這裏的少數民族人口占了總人口的 69%，
主要有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張家界的於 1992 年 12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文
化遺產名錄》。景區內三千奇峰拔地而起，八百溪流蜿蜒縱橫，景色奇、秀、幽、險，被譽為
“中國山水畫的原本”。
張家界酒店：凱天國際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kaitianhotel.com/
第十天：張家界
早餐後，前往【天子山】遊覽，天子山位於于武陵源的東北部，天子山名稱的由來是因宋代土家
族領袖向大坤在此率眾起義，自稱天王，後亦殉難於此。安排乘索道上山遊覽西海，遊畢後前往
【賀龍公園】，是 1986 年為紀念賀龍元帥誕辰 90 週年而興建的。前往【天下第一橋】屬武陵源
精華景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５公尺的天然石板，橫空“架”在兩座山峰之上，把
東西兩峰連接。高度、跨度和驚險均為天下罕見，故稱“天下第一橋”。前往【袁家界】位於砂
刀溝北麓，是武陵源又一風景集中之地。【後花園】有“天然盆景”之稱。園內石峰千姿百態，
溪水繞峰而流﹔山上古木參天，雲霧瀰漫，猶如古時皇宮內的後花園一樣。而後前往搭乘唯一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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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項世界紀錄的【百龍電梯下】，是世界上最快的客運電梯、是世界上載重量最大、世界上最
高的觀光電梯、也是世界最高暴露在戶外的電梯。
貼心安排：百龍電梯
第十一天：張家界
早餐後，前往【黃獅寨】海拔近 1300 公尺，面積 250 畝，是懸崖絕壁頂端的一塊平臺。黃獅寨
山奇、水奇、石奇、雲奇、林奇、動物奇，山頂上還修建了六奇閣。在山頂上各觀景台淩頂眺望，
摘星台、穿雲洞、金龜巖、望峰台等景點一望無餘。遊覽【金鞭溪】景區。金鞭溪沿線是武陵源
風景最美的地界，全溪長 5.7 公里，穿行在峰巒幽谷雲間，溪水明淨，小魚遊弋其中，溪畔花草
鮮美，鳥鳴鶯啼，人沿清溪行，勝似畫中游。由【水繞四門】進入金鞭溪，沿溪而行一步一景，
有天階畫屏、千里相會、劈山救母、醉羅漢、金鞭岩等景點，令人目不暇給。【十裏畫廊】位於
索溪峪景區，是該景區內的旅遊精華，在這條長達十餘裏的山谷兩側，有著豐富的自然景觀，人
行其間如在畫中，其中“孔雀開屏”、“采藥老人”、“壽星迎賓”、“猛虎嘯天”等最為著名。
第十二天：張家界－鳳凰
鳳凰古城位於湖南西部、接近貴州省的北部。這裏居住著苗族、漢族、土家族、回族等等，其中
苗族佔一半以上，形成了多才彩多姿的的民族風情。如果你想目睹真正的湘西風情，你不得不到
【鳳凰城】（又名沱江鎮）走一趟。 鳳凰城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鳳凰縣的縣城，它緊鄰沱
江而建，吊腳木樓布滿山坡。這裏是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故鄉，他曾在《邊城》中描繪過它素樸而
迷人的風情。
鳳凰酒店：天下鳳凰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txfhdjd.com/index.php?Locale=zh-cn
第十三天：鳳凰
早餐後，悠閒的開始遊覽【鳳凰古城】。鳳凰八絕：1．【沱江】邊的菜場以及在河邊搗衣的女
人。2．沙灣的吊腳樓。3．北門外沱江邊上的露天餐座。4．哺育了沈從文、黃永玉的文昌閣小
學。5．黃絲橋古城。6．文廟、三王廟、武侯祠、文昌閣、筆架城，查地圖可以找到。7．黃永
玉題字的理髮店，師傅有推拿的絕活，專治落枕。8．古戲台是當地畫家的聚會地。接著漫步沱
江邊上，欣賞兩岸風光具有民族特色的吊角樓和風雨樓，悠然自得。前往具有濃鬱苗族建築特色
的古建築群之一的【吊腳樓群】。全長 240 公尺，如今還居住著十幾戶人家。感受世界鄉土文學
大師沈叢文筆下的《邊城》中所清晰描述的石板街。
第十四天：鳳凰－張家界－廣州
今日離開秀美古鎮返回張家界，搭乘豪華班機前往南方繁榮城市—廣州。導遊接您回酒店休息。
隨後您可自由活動或走親訪友。
廣州酒店：華廈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hotel-landmark.com.cn/
第十五天：廣州出境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回美國您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山水畫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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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四）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10/11,25

$2,199

$2,799

加 $550

$360

$100

$3,259

11/8,22

$1,999

$2,499

加 $450

$360

$100

$2,959

2013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四）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2/21

$2,299

$2,799

加 $650

$360

$100

$3,259

3/7,21

$2,399

$2,899

加 $650

$360

$100

$3,359

4/4,18

$2,499

$2,999

加 $650

$360

$100

$3,459

5/9,23

$2,499

$2,999

加 $700

$360

$100

$3,459

6/6,20

$2,499

$3,299

加 $700

$360

$100

$3,759

7/4,18

$2,499

$3,299

加 $700

$360

$100

$3,759

8/1,15,29

$2,499

$3,299

加 $700

$360

$100

$3,759

9/12,26

$2,599

$3,199

加 $750

$360

$100

$3,659

10/10,24

$2,599

$3,199

加 $750

$360

$100

$3,659

11/7,21

$2,299

$2,799

加 $650

$360

$100

$3,259

* “合計”包括往返國際機票、燃油費、所有的稅、中國境內的交通、酒店（2 人 1 房）、中英
雙語導遊、行程中所列之景點和節目門票、每日的精美飲食三餐（抵達當天不含餐）、旅遊期間
的意外傷害保險，但不包括單人房費。
報名之前，請先看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標準預訂通告”。
兒童費用：十一歲或以下的兒童與兩成人共用一雙人房，不佔床位時，收取成人費用之 75%；若佔床位，則收取成人費用之 90%；十
二歲或以上兒童之收費，與成人同。
機票：表列費用係搭乘中國國際航空(CA)，由美國洛杉磯(LAX)、舊金山(SFO)機場出發；若由紐約(JFK)機場出發，團費每人加
$100，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如表列。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因航空公司及旅遊目的地而異，且隨時會調整，不另行通知。由其他機場出發，
美國國內機票加價（部份城巿不按一般時區劃分）：
東部時區 (Eastern Time Zone) 加 $350
山區時區 (Mountain Time Zone) 加 $250

中部時區 (Central Time Zone) 加 $350
太平洋時區 (Pacific Time Zone) 加 $100

名山勝水 15 天遊 (CIT010) 第 4 頁
© 2009-2011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CA, Inc.

中國國旅假期［加州］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CA
th

2 West 5 Avenue / Lower Level Suite 200
San Mateo, CA 94402 / www.chinatravelca.com

(650) 513-1502 / fax (650) 513-1503
(888) 648-1568 / chinatravelca@gmail.com

中國國旅假期取消規矩：取消訂位必須以郵政信件、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恕不接受口
頭通知。取消訂位及費用收取：
A：出發日期 60 天或以上取消者
B：出發日期 45－59 天取消者
C：出發日期 30－44 天取消者
D：出發日期 15－29 天取消者
E：出發日期 3－14 天取消者
F：出發日期 3 天內（包括出發當天）取消者

$200 美元
$300 美元
$400 美元
$500 美元
$1000 美元
全部團費

無論在出發前多久，若取消訂位或變更訂位時，機票、船票、火車票已開出，或已與相關的單位作了最後
確認，在此情況下，本公司除規定之罰款外，同時将按上述相關單位的規定收取手續費及罰款。

爲了您自己的利益與安心，我們強烈建議您考慮買取消保險。請參考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保險
計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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