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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橫斷山脈極景之旅十一日遊

中國橫斷山脈極景之旅十一日遊
2021 年 09 月 17 日～27 日
橫斷山脈的東麓王者:大雪山的主峰貢嘎山，海拔 7556 米。最新開闢能近距離一
探其貌的路，知道的人非常少，動人而神秘！
第1天
2021/09/17
Fri

桃園機場/成都雙流機場/新津
中午於桃園機場二航廈長榮航空
公司櫃台辦行李托運,(限重
30kg)。飛行時間約3小時40分鐘,
機上供餐。BR765 14:45/18:15 下
機後換乘巴士到新津雙流/新津
(40km)。

交通工具：飛機

宿：城市名人酒店

第2天
2021/09/18
Sat

新津/康定(320km/2900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早餐後經雅家埂雪山到康定。
雅加埂是貢嘎雪山的一部分，
位於貢嘎山的東坡，也是四川
康定、瀘定兩縣的界山，在古
代也是茶馬古道的必經之地。
在這裡的埡口，設有「雅加埂」
的石碑，標註的海拔高度為
3830 米。這一區域內由雪山融
水形成的河流的兩岸，有很多
石塊，令人稱奇的是這些石塊的表面呈鐵鏽般的紅色。即使從遠處眺望，
你也能看見一大片的紅色，與白色的河水還有遠處雪山的積雪，形成鮮明
對比。紅石灘的石頭上這些呈鐵鏽紅的物質，其實是生長於此的一種非常
稀有的藻類，也就是地衣的複合體，這種藻類在濕度、溫度、氣候適宜的
情況下，就會在岩石的表面自然生長。
宿：康定情歌酒店

第3天
2021/09/19
Sun

康定/新都橋(100km/3500m)
遊覽木格措:貢嘎山國家級風景名
勝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高原湖
泊、原始森林、溫泉、雪峰、奇
山異石及長達 8 公里的千瀑珠，
構成了秀麗多彩的景觀。杜鵑峽
東連七色海，西接野人海，長 8
公里。溪岸兩邊林木蔥郁，尤以
原始杜鵑林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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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央宗嶺酒店

第4天
2021/09/20
Mon

新都橋/甲根壩(120km/3700m)

第5天
2021/09/21
Tue

上木居村/新都橋(200km/3500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換乘當地小車上到海拔 4500 多米
的子梅埡口，這裡是迄今為止發現
的貢嘎主峰最佳觀景點，我們在這
裡等待絢爛的貢嘎主峰日照金
山，運氣好的話，還能看到浩瀚的
雲海和夢幻般的佛光。一路上跨過
碧流奔騰的河流、穿行在松蘿飄拂
的原始森林，幽靜而美麗。貢嘎寺位於貢嘎山主峰腳下，始建於西元十三
世紀，由第一代貢嘎活佛所建，為歷代貢嘎活佛修行閉關之地，是藏傳佛
教噶瑪噶舉派（白教）的三大聖地之一，是藏密五大金剛之一勝樂金剛的
道場。它不僅是一個著名的宗教勝地，也是貢嘎主峰的最佳觀景拍攝地點
之一。在貢嘎寺遊覽拍攝後，體能情況好的隊友還可以再徒步 2 公里多到
達貢嘎主峰和 Y 字形的貢巴冰川觀景台，近距離欣賞雪山冰川。
宿: 央宗嶺酒店

第6天
2021/09/22

新都橋/巴塘(350km/2500m)

Wed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甲根壩鄉位於新都橋旁，曾是茶
馬古道的重要通道和驛站，以高
山草甸、雪山、鈣化灘（池）
、木
雅文化為主要景觀特色。甲根壩
鄉一年四季都可拍攝鈣化灘、鈣
化池、雪山、夏季的青稞田；
雅哈埡口海拔 4568 米，距離貢嘎
山 30 公里，是從西側拍攝貢嘎群
峰的好地方。
泉華灘位於貢嘎山西坡，共有四大階梯，每個階梯上都有數十個大小不同
形態各異的五色鈣化池。由於規模較小，長度僅有 900 余米，因此也得名
“小黃龍”。
宿: 上木居村民宿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沿川藏 318 線，路過川藏線上最有名的
「天路十八彎」著實讓人心生敬畏。
走過海拔 3990 米的剪子灣山隧道，海拔
4718 米的卡子拉山，從卡子拉山上下來
後，過了理塘隧道後就到了世界高城理
塘縣。路過理塘毛埡壩草原翻過海子山
後便能看到姊妹湖， 海子山位於理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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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兩縣之間，其中海子山姊妹湖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冰川遺蹟。整個山
上約有大大小小 1000 多個「海子」
。在千里川藏線上，海子山姊妹湖是一
處重要的地理坐標，海拔 4685 米，自古就是漢藏交通要道。遼闊壯麗的
毛埡大草原在公路兩旁一望無際，像巨大的高原天然圖畫呈現在我們眼
前，深深淺淺的綠色，在草地上綿延起伏。抵達藏地江南巴塘。
宿：巴塘酒店

第7天
2021/09/23
Thu

巴塘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遊覽措普溝：山谷佇立在一篇
水霧氤氳之中。在海拔 3500 米
的清冷河谷兩岸，井然分布著
四川最大的地熱坑溫泉群，沸
水熱霧來自石縫間、雜草中、
溪流邊，有的溫度甚至高達 100
℃。湛藍清澈的措普湖，孤懸
于海拔 3800 米處，扎金甲博神
山傲立東北，措普寺坐立湖
邊，這個第四紀冰磧湖既是自
然造化的傑作，也是當地人崇仰的聖湖，與世隔絕的湖泊成為高原裸鯉和
細鱗花魚等珍稀動物的棲息之所。
措普湖正北方則是著名的措普寺。棲息在原始森林中的藏馬雞與盤羊並不
懼怕穿著紅色袈裟的僧人，每年 11 月至次年 5 月，它們離開大雪覆蓋的
高山，成群來到低處覓食。僧人們撒下鹽巴和食物，動物們無所顧忌地出
入寺院和森林。這裡的景色涵蓋了藏區的五大風光（雪山、草原、湖泊、
寺廟、滑山），其中尤以滑山（當地人稱冰山侵蝕後不長植物的石頭山為
「滑山」）最為奇特。
宿: 巴塘酒店

第8天
2021/09/24
Fri

巴塘/新龍(220km/3300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新龍，被譽為「第二個稻城亞
丁」
。但當你來到新龍的措卡
湖，你會發現這裡的美，遠比稻
城亞丁的湖豐滿 10 倍！措卡湖
的美，可以簡單概括為「六絕」
：
彩池、幻湖、倒影、游魚、寺廟、
湖周。每一「絕」都是一種絕塵
出世的美。湖不大，卻美得千變
萬化、層次豐富。這裡的湖水的
顏色每次看都不一樣，沒有人知
道她究竟有多少種色彩。她那明鏡般晶瑩剔透的湖水，萬花筒般地收集著
藍天、白雲、綠樹、青山、紅寺廟的身影，仿佛整個世界都被她攬入懷裡。
宿：新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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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天
2021/09/25
Sun

新龍/道孚(390km/3400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相比起川藏線上的眾多風
景秀麗的湖泊，卡薩湖則顯
得默默無聞。但卻掩飾不住
它的獨特之美。卡薩湖面積
約 1.92 平方公里，整個湖
泊在群山環繞之中，屬於高
原淡水湖泊。它水質清澈，
若是艷陽天，湖水便倒映著
藍天，一片青山綠水之柔
美。沒有如織的遊人，沒有讓人反感的商業化，也正是因為它的小眾和默
默無聞，這裡更能人感覺到一種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
宿: 道孚

第 10 天
2021/09/26
Mon

道孚/康定

第 11 天
2021/09/27
Tue

康定/成都雙流機場/台北
早餐後赴機場(309km)，結束精彩藏區
高原之旅！
BR766 19:15/22:35 成都/台北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遊覽 4A 級中國墨石公園景區:墨石
公園石林的岩石，並不是平常見到
的色黑如漆的墨石，而是一種「糜
棱岩」
。這種岩石是鮮水河斷裂帶中
的岩石受到擠壓、剪切、發生區域
動力變質作用，破碎並糜化而形成
的。八美石林是中國唯一的高原石
林景觀，被譽為「中國最美景觀大
道第八美」。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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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其中，猶如變化的寶石迷宮，在色彩的神秘世界裡充滿
無窮樂趣。
宿: 情歌大酒店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飛機

詳細地圖與住宿資料於說明會時提供。
《價格說明》
NT$78,000.（費用包含往返國際段經濟艙團體機位、旅行社責任險 500 萬元附加意外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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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20 萬元及行程內所有食宿、交通、門票、工作人員小費。）指定住單房價差 NT$18,000.。）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程』
進入「大陸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完成報名手續並確認後，請將所需護照及台胞證/身份證影本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
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1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2562-134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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