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賓三太子祖廟、蜀南竹海、翠屏山、四川峨嵋山、樂山大佛八日 

(含稅、無購物、無自費、小費、機場來回接送) 

 
 









 



 

桃園／成都(黃龍溪古鎮) 
集合於『桃 園機場』，搭乘直航 豪華客 機 飛往四川 省省會 又稱 天府之國 的－ 成 都，成都為中 國歷史

文化名城 之一， 有著 豐富的旅 遊資源 ，也 同時保有 著優美 的自 然環境。  

【車上推 薦當地 特產 】★花生、大 棗、火 鍋底料、豆 瓣醬、板

栗、核桃 、蘋果 脆、 珍珠膏等 。  

註：自由 選購， 絕不 強迫購買 。  

※酒店房 間均提 供兩 小床房型，若您 指定 大床房型，需視 飯店

提供為主 ，並無 法保 證一定有 大床房 型或 三人一室 加床 (須另

外加價 )，因區 域酒店 構築限制 ，造成 不便 敬請見諒 。  

  

 早餐  機上簡餐或溫馨早餐  

 午餐  機上簡餐或巴國布衣 RMB60/人  

 晚餐  天府掌櫃小吃 RMB60/人  

 五星  保利皇冠假日酒店  或同等級  

 

成都－宜賓（翠屏山哪吒行宮含電瓶車）－3H 宜賓(李莊古

鎮、三江匯流處、萊茵香街) 
 【李莊 古鎮】 位於宜 賓市郊 19 公里 處的長 江南岸李 莊壩， 素有

萬里長江 第一古 鎮之 稱。遊 玩李莊 古鎮，去細細品 味它千 年的 歷

史積澱和 抗戰文 化的 薰陶留存。李 莊古鎮 適合慢慢 遊玩，欣賞 鎮

內的各式 清代建 築，它們大多 有高聳 的山 牆，古 色古香，庭院 間

小巷幽深，石 階層層 疊疊。院落中 木雕石 刻的做工 精細，栩栩 如

生，這裡 拍照留 念再 合適不過 了。推 薦去 “旋螺殿 ”、“ 魁星

閣”、“ 百鶴 窗”、“九龍碑 ” 看 一 看，它 們 被 稱 為 古 鎮 四 絕 。

李莊的白 糕和白 肉非 常有名， 來此遊 玩也 可以嘗一 嘗。李 莊是 抗日戰爭 時期大 後方 的文化中 心之

一。1939 年，自“ 同 大遷川、李 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 應 ”十六字 電文發 出起，國立同濟 大 學 、

金陵大學、中央研 究 院、中央博 物院等 十 多家高等 學府和 科研 院所，在抗 戰時期 遷 駐李莊，全 國知

名專家學 者如李 濟、陶孟和、梁 思成、林 徽因等雲 集李莊 達六 年之久，使 李莊成 為 抗戰文化 中心而

聞名遐邇。爲 四川省 省級歷史 文化名 鎮。因鎮境有 一天然 大石 柱俗名 "李 莊 "而得 名，至今已有 1460

年建置史 。  

【三江匯 流處】長江 的源頭從 唐古拉 山口 旁格拉丹 東雪山 開始，然 而 地 理 學 上 被 稱 為 長 江 的 部 分 ，



其實是從 四川宜 賓算 起的。岷江、大渡 河、金沙江於合 江門三 江匯流聚 合，就此才 成為長江，所 以

宜賓被稱 為 “萬 里長 江第一城 ”。宜 賓也 是中國釀 酒最為 發達 的城市，五糧液 即產 於此，因 此這里

被稱為“ 酒都” 。  

【萊茵香 街】四川 十 大最美街 道萊茵 香街 是麗雅置 地在 “ 鑄就 城市精品 ”理念 下打 造出的宜 賓商業

地產代表 作，也 是宜 賓首席精 品商業 步行 街。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宜賓燃面風味 RMB/60 人  

 準五星南溪巨洋飯店  或同等級  

 

宜賓─1H 長寧(蜀南竹海含往返纜車) －長寧 
 【翠 屏山哪 吒行宮 含 電瓶車 】位於 四川省 宜賓市翠 屏山，占地

2000 平方米，由山門、太 子殿、哪吒洞 三 部分組成。《封神 榜》

上的神話 故事，哪 吒 自刎後，托夢 于其 母 殷夫人，在翠 屏山修

建哪吒行 宮而建。哪 吒行宮位 於市區 翠屏 山，依 山而建，氣勢

宏偉壯觀，佔地 面積 約兩千平 方米，由山 門、太子 殿、哪吒 洞

三部分組 成。通 過海 峽兩岸共 同考證 。行 宮主要有 仙蹤跡 牌

坊、太 子廟、哪 吒盤 腿式神像，洞 門上 方 雕刻有燃 燈道人 贈與

李靖的玲 瓏寶塔 浮雕 。行宮上 面山頂 建有 哪吒師傅 太真人 神

殿，塑有太 真人神 像。通過海峽 兩岸的 共 同考證，認 定翠屏 山 的哪吒行 宮為中 國唯 一的哪吒（ 三太

子）祖廟 ，每年 來此 尋根祭祖 的港澳 台同 胞及東南 亞僑胞 絡繹 不絕。  

【蜀南竹 海含往 返纜 車】 位於 四川南 部的 宜賓市境 內，幅 員面 積 120 平方公 里，核 心景區 44 平方

公里，共有八 大主景 區兩大序 景區 134 處 景點。景區內 共有竹 子 58 種，7 萬餘畝，是我國最 大的集

山水、溶 洞、湖 泊、 瀑布于一 體，兼 有歷 史悠久的 人文景 觀的 最大原始 "綠竹公 園 ";植被覆蓋 率達

87%，為 我國空 氣負 離子含量 極高的 天然 氧吧。蜀 南竹海 原名 萬嶺箐。 據傳北 宋著 名詩人黃 庭堅到

江安天皇 寺遊玩 ，見 此翠竹海 洋，連 連贊 嘆 :"壯哉 ，竹波 萬裏 ，峨眉姐 妹耳 !"即持 掃帚為筆 ，在黃

傘石上書 "萬嶺箐 "三 字，因 而得名。  整個 竹海成 "之 "字形，東 西寬、南北狹。山 地 是典型的 丹霞地

貌，海拔 600-1000 米。蜀南竹海 可謂是 竹 的海洋，7 萬餘畝 翠 竹 覆 蓋 了 27 條 峻 嶺、500 多 座 峰 巒 。

這裏生長 著 15 屬 58 種竹子，除盛產 常見 的楠竹、水竹、慈竹 外，還有 紫竹、羅漢 竹、人面 竹、鴛

鴦竹等珍 稀竹種 。在 茫茫的竹 海中， 還零 星地生長 著桫欏 、蘭 花、楠木 、蕨樹 等珍 稀植物 ;棲息著

竹鼠、竹 蛙、箐 雞、琴蛙、竹 葉青等 竹海 特有的動 物 ;林 中除了 產竹筍，還有許 多 名 貴 的 菌 類 :竹 蓀 、

猴頭菇、 靈芝、 山塔 菌等。據 統計， 竹海 所產的中 草藥不 下 200 種，堪 稱一個 天然 的大藥園 。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中式合菜 RMB50/人  



 準四星蜀南金碧酒店  或同等級  

 

長寧－2H 興文石海洞鄉風景區(含電瓶車+遊船+電梯、天泉

洞、石海、天下第一大漏斗、苗族風情、僰人文化)－2.5H 宜賓 
 【石海 洞鄉風 景區】 興文石海 是國家 地質 公園 ,是四 川省第 一個 被

聯合國教 科文組 織批 准的世界 地質公 園 ,集 天坑、石 林、溶 洞三 大

喀斯特奇 觀於一 身 ,被 中外專家 鑒定命 名為 “興文式 喀斯特 ”,其 旅

遊觀賞價 值和科 學研 究價值之 高 ,為世 人公 認。1983 年 ,前中共 中 央

總書記胡 耀邦考 察興 文石海後 ,激動不 已 ,留下墨寶 ,讚譽為 “天 下

奇觀”。 石海洞 鄉風 景區是我 國喀斯 特地 貌發育最 完善的 地區 之

一，地面怪 石林立，如 雲 南石林；地下溶 洞 縱橫，似桂 林蘆笛 迷 宮。

天下奇觀 集於一 地， 上下相映 ，與竹 海、 恐龍、懸 棺並列 為川 南四絕。  

【天泉洞 】是興 文石 海洞穴群 中著名 的一 個溶洞，形成地 質年 代距今約 三百萬 年。其空間規 模和系

統遊覽長 度均居 世界 洞穴之首。目前 已探 測長度為 10.5 公 里，上 下 共 分 四 層。石 花、石 乳、石 筍 、

石柱、石幔、石瀑 布、石梯 田等洞 內沉積 物種類繁 多，或卷或 翹、或 立或吊。重 鑲 迭 嵌，千 態 萬 狀 ；

似仙闕樓 臺，若 瑤池 勝景，如 海市蜃 樓， 使人目不 暇接， 疑入 夢景。  

【石海】東 西延綿 二 十餘里，南 北約八 里 ,異峰競秀，怪石爭 奇 ,藤纏蔓繞 ,山水和 諧，景趣融 匯，遊

人至此， 俱與石 對話 ，與水通 心，在 大自 然的和諧 野趣中 釋放 自我，感 悟人生 真諦 。  

【天下第 一大漏 斗 】長徑 650 公尺，短徑 490 公尺，深 208 公尺 是號稱世 界最大 的美 國 “阿裏 西波”

規模的兩 倍。大漏斗 氣勢雄偉、深 盆暗底、翠竹綠樹、怪石 林 立、坐盆觀天、圓 天 遙遙。在興文 石

海世界地 質公園 內，有小岩灣 大漏斗、大 岩灣小漏 斗，是我 國 最 早 發 現 和 對 天 坑 進 行 研 究 的 地 方 。 

【苗族風 情】 興 文有 苗族同胞 3.6 萬 人， 佔興文縣 人口的 8％ 以上，是 四川最 大的 苗族聚居 縣。園

區內苗族 風情濃 郁，  到苗寒 文化中 心一 遊，穿一 回艷麗 的苗 家服飾， 喝過十 二道 攔 路酒， 和苗人

一起配以 蘆笙、牛角 號吹奏，一起 載歌載 舞，或過一過 豐富多 彩的苗家 節目，讓人 留戀往返。景 區

苗寨文化 中心每 晚舉 辦苗族風 情表演 篝火 晚會，苗族 每年 民族 活動有 “ 踩山節 ”、“趕苗場 ”、“ 蘆

笙會”、跳花節、高 樁戲；景 區每年 春節 舉辦 “川 南苗族 風情 節 ”，三 四月舉 行 “ 苗族花山 節”。   

【僰人文 化】僰 族是 一個充滿 傳奇色 彩的 民族，距今 已消 失 500 餘年。但公園 內至 今仍保留 著許多

僰人的遺 物遺跡。據 史料記載：天泉 洞在 先秦時期 就曾是 已神 秘消亡的 古僰人 棲居 地。明朝 萬曆年

間 ,歷史上 著名的 九絲 山僰、漢 大戰， 這裡 曾作為僰 人屯糧 練兵 的場所 。 清代， 當地 苗族人也 長期

在此躲避 戰亂和 匪夷。洞內 外保存 完好 的 岩畫、七星灶、濾硝 池、石 城堡等 遺跡，神奇獨特，撲 朔

迷離，記錄 著一段 段 僰苗歷史。僰人後 裔 每年農曆 9 月 初 9 前 後 9 天舉 辦盛大 的 “ 僰人賽神 節”活

動，以祀 先祖。  

備註：石 海洞鄉 風景 區為聯合 套票， 如遇 其中景點 關閉或 維修 ，則不另 外退費 ，特 此告知。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中式合菜 RMB50/人  



 準五星南溪巨洋酒店  或同等級  

 

宜賓－1H 自貢(鹽業博物館、燊海井、恐龍博物館) －2H 夾

江(千佛岩)－1H 樂山(游江觀大佛) 
【鹽業博 物館】 位於 四川省自 貢市中 心自 流井區， 為了集 中展 示

自貢的鹽 文化， 1959 年建立了 自貢市 鹽業 歷史博物 館，這 是中 國

唯一的鹽 業博物 館。 館址由兩 座古建 築組 成，一是 全國重 點文 物

保護單位 西秦會 館及 其附屬建 築，一 是四 川省文物 保護單 位王 爺

廟。西秦 會館修 建於 清乾隆元 年（ 1736） 。這是一 座由陝 籍鹽 商

集資修築 的同鄉 會館 ，融明清 兩代宮 廷和 民間建築 風格於 一體 。

它既是中 國古代 建築 寶庫中的 精品， 又是 鹽業發展 史上的 珍貴 文

物，1988 年 被評定 為 國家重點 文物保 護單 位 . 該館 以其獨 特的 古

代建築、豐 富的歷 史 陳列，成為 世界鹽 業 史，中國鹽 業史、四 川鹽業史 的研究 中心 和科普教 育基地。

被公認為 中國最 具代 表性的專 業博物 館之 一，每年 接待參 觀者 約 20 萬 人次。   

【燊海井 】 是最 令自 貢人引以 為豪的 鹽井 。燊海井 坐落在 自貢 市大安區 阮家壩 山下 。井深 1001.42

米，既產 鹵，又 產氣 ，是世界 上第一 口由 人工鑽鑿 的千米 深井 。燊海井 開鑿于 清道 光三年（ 1823

年），道 光十五 年（ 1835 年）鑿 成，歷 時 13 年， 是世界 上第一 口超千米 的大井 。井 鑿成後， 每天

噴出萬余 擔的黑 鹵， 日產天然 氣 8500 多 立 方米。燊 海井開 鑿成 功後，各 地鹽商 紛至 遝來，鑿 井設

灶。最盛 時期，周 圍 1.2 平方公 里的地 方，就先 後鑽 井 198 口，平均 6060 平 方米就 有 一眼井，呈現

“天車” 林立，鍋灶 密佈，視管縱 橫，雲 蒸霧蔚的 繁華制 鹽景 象。至今，景區仍 保 留著 18.4 米的井

架和碓房，還有 汲鹵 水的大車 房。燊 海井 是土法生 產井鹽 的 “ 活化石”，是中 國古 代鑽井工 藝成熟

的標誌。  

【恐龍博 物館】位於 自貢市東 北部，建在 世界著名 的 “大 山鋪 恐龍化石 群遺址 ”上。它是我 國第一

座專門性 恐龍博 物館，被譽 為 "東方 龍宮 "，來這裡可 以瞭解 與恐 龍有關的 各種知 識。博物館有 兩層，

一樓擺有 18 具 恐龍骨 架，碩大無 比，十分 震撼。在恐 龍遺址 廳 可以看到 數以千 計的 化 石 首 尾 相 接 ，

排布有序，令 人眼 花 繚亂，歎為 觀止。二 樓可以去 看看 “ 恐龍 再現”展 廳，這裡 用 聲光電模 擬出恐

龍當年生 活的場 景， 非常真實 。  

【千佛岩 】 是從 南朝 齊永明二 年至梁 天監 十年（ 484-511 年 ）逐 漸開鑿而 成。所 有佛 像或五六 尊一

龕，或 七八尊 一室。佛像現存 515 尊，佛 龕 294 個，號稱千 佛 岩。後 來，唐、宋、元、明 各代相繼

在紗帽峰 都有開 鑿，連南朝在 內，共 有 700 尊。佛 像大者 高數 丈，小者 僅盈尺。據 史料考查，南京

市棲霞山 千佛岩 的石 窟佛像，較山 西省大 同市雲崗 石窟遲 三十 一年，但比河 南省洛 陽市龍門 石窟早

十七年，故 千佛岩 被 譽為 “江 南雲岡 ”名 聞中外。而 名人石 刻 始于南朝，其分布 相 對集中于 鳳翔峰，

中峰、東 峰的諸 景點 。  

 【樂山 大佛遊 船】 該 巖為紅色 丹霞地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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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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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鹽幫菜 RMB40/人  



 晚餐  樂山老房子甜皮鴨風味  RMB60/人  

 五星世紀陽光五星樓  或  華生禪泉雅舍酒店或同等級  

 

峨眉山(報國寺、伏虎寺【含電瓶車、金頂(含纜車上下)】、天

下第一山亭、秀甲天下瀑布、峨嵋山聖像秀) 
 

【報國寺 】 為峨 眉山 第一大寺 ，是峨 眉山 進山的門 戶。寺 中

有三件珍 寶，一是 七 佛殿內的 巨型瓷 佛；二是高 7 米的 14 層

紫銅《華 嚴塔》 ；三 是高 2.3 米，重 25 噸 的大銅鐘 。   

【伏虎寺 】 始建 於唐 朝，相傳 《林中 多虎 ，常出為 害，始 建

尊勝幢於 無量殿 前以 鎮之，使其患 遂絕 》，故 名《 伏 虎 寺 》。

寺院周圍 古木參 天，環境清幽 而秀麗，伏 虎寺雖在 密林之 中，

屋頂卻一 塵不染，堪 稱一絕，康熙題 有《 離垢園 》匾 額 一 方 。 

【天下第 一亭】就 在 峨眉山山 腳下，是 步 行進山的 起點，也 是 景區的標 誌之一，很 多遊客喜 歡在這

裡拍照留 念。亭子 是 目前國內 最大的 銅亭，在陽光的 照耀下 金 碧輝煌。亭 子的四 匾，分 別寫著 “第

一山”、“峨 眉山”、“大光明山 ”、“ 皇人之山 ”，代表了 峨眉山在 中國名 山、佛教和道 教中的

顯著地位。亭 子中間 屹立著全 銅鑄造 的標 誌物，整個標 誌分三 層：寶 石、蓮花 和基 座。寶 石為 水 晶 ，

內含銅鑄 “世界 遺產 ”和“國 家級風 景名 勝區 ”標 誌，蓮 花與 基座都是 銅鑄。  

【秀甲天 下瀑布 】是 峨眉山迎 賓廣場 的主 體建築之 一。“秀甲 天下”濃 縮了“ 峨眉 天下秀” 這一定

論，一個“ 甲”字 突 出了峨眉 秀色的 地位 和峨眉山 人的氣 魄。同時，“秀 甲天下 ” 與“天下 名山”

牌坊相互 照應，並 對 “天下名 山 ”的 特色 作了注釋 和補充。站 在瀑布前，只見飛 瀑 從天上瀉 來，一

條白練懸 掛於石 壁上，飛濺的水 花在空 中 形成一陣 雨霧，陽 光 下彩虹隱 現，溪河 之 中浪花滾 滾，響

聲轟隆。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龍遊酒樓 RMB40/人  

 晚餐  酒店合菜 RMB60/人  

 五星世紀陽光五星樓  或  華生禪泉雅舍酒店或同等級  

 

峨眉山─3H 成都(幸福梅林、熊貓基地【含電瓶車】、武侯祠、

錦裡古街、蜀風雅韻川劇變臉) 



 【幸福 梅林】 位於成 都市成龍 路西段 。 “ 幸福梅林 ”因所

處的幸福 村而得 名。 幸福村名 字起源 於優 美的民間 傳說，

相傳在很 久很久 以前 ，在一個 沒有名 字的 村莊中， 村民過

著安居樂 業的生 活。 村中有一 位非常 美麗 善良的 姑 娘梅，

梅非常喜 歡梅花 ，家 中的院內 、院外 種滿 了各種梅 花樹，

每當梅花 盛開的 季節 ，梅花的 幽香據 說可 以傳到十 裡之

外。有一 年，許 多村 民都得了 一種疾 病， 並且發病 的人越

來越多， 為尋找 醫治 這種疾病 的方子 ， “ 梅”爬山 涉水走

過了一個 個小山 村， 後來終於 找到了 一個 能醫治此 病的老

妖，但老 妖要梅 子獻 出自己的 心才肯 醫治 村民。為 救村民

梅用老妖 的尖刀 挖出 了自己的 心臟。老妖 受到感動，到村 中對 生病的村 民一一 進行 醫治，使 村民全

部恢復了 健康。為了 紀念這位 美麗善 良的 姑娘犧牲 自己給 大家 帶來幸福 的生活，村 民們在村 中栽滿

了姑娘喜 歡的梅 花樹，栽種梅花的 傳統 就 世代相傳 下來，如今 在村中還 可看到 生長 良好的高 齡梅花

樹。由於 梅花又 叫 “ 幸福之花 ”、“ 五福 花”，她 也是快 樂、健康、幸 福、順利、和平的象 徵，此

後村名就 命名為 幸福 村。  

【熊貓基 地】瞭解 熊 貓人工培 育的過 程及 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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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 嬌麗端莊 ，姿

容瀟灑， 行動滑 稽， 動作天真 ，滿臉 稚氣 ，性情溫 馴，憨 態可 掬，遏人 喜愛， 名聞 世界。   

【錦裡古 街】錦裡 是 西蜀歷史 上最古 老、最具有商 業氣息 的街 道之一，早 在秦漢、三國時期 便聞名

全國。錦裏依 託成都 武侯祠，北鄰 錦江，東望彩虹 橋，以秦漢、三國精神為 靈魂，明、清風貌作 外

表，川西民風、民 俗 作內容，歷史 與現代 有機結合，擴 大了三 國文化的 外延，古老 的祠堂又 注入了

新的活力 。  

【蜀風雅 韻川劇 變臉 】其中 變臉，有扯、揉、吹等形式，乾 淨、迅速為川戲 的絕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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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鴛鴦火鍋 RMB60/人  

 晚餐  欽善齋藥膳 RMB65/人  

 五星  溫江皇冠假日酒店  或同等級  

 

成都(飯店設施)／桃園 
 享受一 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 晨，悠 閒的享 用 五星級 飯店 早餐後， 專車前 往國 際機場， 帶著

滿滿的回 憶，搭 乘豪 華客機飛 返臺北 ，結 束此次難 忘的成 都之 旅。  

【本行程 之各項 內容 及價格因 季節、氣候 等其他因 素而有 所變 動，請依 出發前 說明 會資料為 主，不

另行通知 】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機上簡餐  



 國內中式料理或溫馨消夜  

團體說明 

 出發日期：2019/04~05月 

如有其他日期需求需作業並配合航空公司機位派發作業 
 

 最低成團人數 16人 

 全程兩人一室，無自然單間、無自理餐 

報價說明 

報價包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雲林-桃園機場來回接送、機場稅金燃油附加稅、

旅遊專屬客製化手冊、行李束帶、國內餐食、全程保 500萬責任險+20萬意外醫

療險(依規定 15歲以下 70歲以上,限額投保 2佰萬旅遊責任險及 3萬意外醫療

險)、全程食.宿.交通.旅遊景點門票。 

說明 小孩為 2-12歲，嬰兒為 2歲以下，12歲以上視同大人 

飛馬國際旅行社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號  

電話 05-5331100  0919-8744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