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最後的香格里拉 - 亞丁保護區(2 天拍攝)、三大神山–仙乃日、夏諾多吉、央邁勇
康定木格措秋色、攝影天堂 - 新都橋、稻城桑堆紅草灘、萬畝青楊林秋色、俄初山金秋紅葉

雲南第一神山 - 梅里雪山日出、日落、世界文化遺產 - 麗江古城 11 天金秋旅遊攝影之旅
＜本團名額 16 位、安排 1 人 2 座位＞
出發日期﹕10 月 14、21 日
全 包 價：HK$17,980
長者門票優惠 ﹕60 歲或以上 HK$200、70 歲或以上 HK$400。

單人房 ﹕HK$4,880

稻城、亞丁位於甘孜州西南，與雲南相接，地處偏遠。自古以來人跡罕至，由於佛教文化的深刻影響，這裏
最後的
成為佛教徒放生禁殺，從未觸動的一方淨土。它沉睡在歲月的冰河，方圓 732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存留著大地
香格里拉：

最古老的記憶和大自然最後的心靈。它的北部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冰帽遺址（稻城古冰帽）--海子山自然保
護區，自然景觀原始、古樸、曠遠、蒼涼；它的中部是開闊的河谷，遼闊的草原。它的南部是綿延不斷、千
姿百態的山峰，由於巨大的海拔落差，不同的植物帶分佈其間，與皚皚雪峰交相輝映，尤為著名的是仙乃日、
央邁勇、夏洛多傑三座神山，它們已成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的重要象徵。前往稻城亞丁將沿著歷
史上有名的茶馬古道、一路上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精彩紛呈，是攝影的理想旅遊線路。
木格措： 木格措又叫“野人海”、木格措海，地處橫斷山東北麓，屬大雪山脈。景區有“小九寨”之稱，海拔 3780 米，
長 5000 米，寬 1500 米，水最深處達 70 米，湖面 4 平方公里，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南、西、北三面有
10 餘個湖泊，環湖的群山雪峰、森林草原、珍珠沙灘、杜鵑花林、奇花 漫野，將格木措襯托得更加秀麗。
進入景區可觀賞“臥虎觀月”、“石佛鎮海”、“日照金山”等山景和“雙霧墮海”、“木格夕照”、“木
格晨曦”、“木格雲海”等自然景觀。湖泊三面為松林、杉樹、高山柳和杜鵑以及寬闊的草甸環抱，一面連
接塔公草原。湖中野鴨成群，風景秀麗，可乘舟尋趣。海濱可享沙浴、日光浴之樂。湖泊四周林間山巒中有
雪豹、熊、獐、狼、馬雞、竹雞、松雞、藏雪雞、綠尾虹雉、黑頸鶴等珍禽動物。
攝影天堂 新都橋又叫東俄羅，是一個鎮名，而不是一個景區。新都橋海拔約 3300 米，並沒有突出的標誌性景觀，但沿
線卻有 10 餘公里被稱為「攝影家走廊」。新都橋是令人神往的「攝影天堂」，地處在公路 318 國道南、北線
–新都橋
分叉路口，是一片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神奇的光線，無垠的草原，彎彎的小溪，金黃的柏楊，山巒連綿起
伏，藏寨散落其間，牛羊安詳地吃草……川西的平原風光美麗地綻放。這，就是新都橋，令人神往的「光與
影的世界」、「攝影家的天堂」。
海子山平均海拔 4500 米，最高峰果銀日則海拔為 5020 米，共有 1145 個大小海子。其規模密度在我國是獨一
海子山
無二的，故名海子山。海子山位於理塘與稻城兩縣之間。海子山是四川省的省級自然保護區，區內大大小的
風景區：
花崗岩漂礫（礫石）及形態各異的冰蝕岩盆（湖泊）充斥了你的眼球。沒有樹木、河流就連野草也只是偶爾
叢生，“蠻荒”得像是火星表面。這些大大小小的礫石與湖泊就是青藏高原乃至世界規模最大、最典型的古
冰帽遺—“稻城古冰”。
梅里雪山： 是雲南徳欽縣境西部一座南北走向的龐大的雪山群，全長有 150 公里。 梅裡雪山在藏區稱“卡瓦格博雪
山”，當地的藏族人民為它命名，賦予它神性，又與它世世代代保持著血肉聯繫。位於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
州德欽縣西邊約 20 千米的橫斷山脈中段怒江與瀾滄江之間，平均海拔在 6000 米以上，稱為“太子十三峰”，
主峰海拔高達 6740 米，是雲南的第一高峰。海拔 6740 米的主峰至今仍是人類未能征服的“處女峰”，也是
唯一一座因文化保護而禁止攀登的高峰。梅裡雪山是雍仲本教聖地，雍仲本教有四大神山之說，主要有阿裡
的崗底斯山、林芝的本日神山，昌都的孜珠山、德欽的梅裡雪山。梅裡雪山是一座神山，和西藏的岡仁波齊、
青海的阿尼瑪卿山、青海的尕朵覺沃並稱為藏傳佛教四大神山。
麗江古城： 又名大研古鎮，坐落在雲南省麗江市大研鎮，海拔 2400 余米。是一座風景秀麗，歷史悠久和文化燦爛的名城，
也是中國罕見的保存相當完好的少數民族古鎮。麗江古城是第二批被批准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中
國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的兩座古城之一（另一座為山西平遙古城）。麗江古城有著
絢麗多彩的地方民族習俗和娛樂活動，納西古樂、東巴儀式、占卜文化、古鎮酒吧以及納西族火把節等，別
具一格。麗江古城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城市建設的成就，是中國民居中具有鮮明特色和風格的類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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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行
程
早
D1 香港  成都(CA412 1110/1345) - 瀘定 (車程約 5 小時)
到達後沿雅西高速前往瀘定。
D2 康定 - 新都橋 (車程約 3 小時)
早上拍攝瀘定鐵索橋。中午前往康定、拍攝木格措風景區(含觀光車)、雪山、湖泊、秋色。
下午翻越折多山(海拔 4298 米)、到達攝影天堂–新都橋。
D3 新都橋 - 稻城 (車程約 8 小時)

早上拍攝攝影天堂–新都橋、村寨、河流、秋色、翻越高爾寺山、雅江、翻越剪子山、翻
越卡子拉山、理塘、毛亞大草原、拍攝長春科爾寺、海子山風光、遠觀笨波寺。
D4 稻城 -日瓦 (車程約 3 小時)

早上拍攝萬畝楊樹林金秋、翻越波瓦山、拍攝赤土河谷風光、藏式村寨、金秋。下午到達
日瓦、拍攝日瓦風光。下午前往初俄山、拍攝金秋紅葉。
D5 全天亞丁 (包龍龍壩 - 沖古寺 - 洛絨牛場環保車及電瓶車)

全天拍攝亞丁風景區：三大神山–仙乃日、夏諾多吉、央邁勇、珍珠海倒影、金秋紅葉、
雪山草甸、原始彩林。
D6 全天亞丁 (包龍龍壩 - 沖古寺 - 洛絨牛場環保車及電瓶車)

全天拍攝亞丁風景區：晨早拍攝珍珠海倒影、三大神山–仙乃日、夏諾多吉、央邁勇、金
秋紅葉、雪山草甸、原始彩林。(自費騎馬拍攝牛奶海、五色海費用約￥250)。下午回日瓦。
D7 日瓦 - 雲南德榮 (車程約 8 小時)

早上朝拜頁嘎郎吉嶺寺、拍攝桑堆小鎮、桑堆紅地灘、經無名雪山、藏族風情、鄉城、神
奇的巴姆山、雲南德榮。
D8 德榮 - 德欽 (車程約 6 小時)

早上前往德欽、經馬鞍山、元根山、拍攝金沙江大轉彎、白茫雪山丫口。下午拍攝雲南第
一神山 - 梅裡雪山、日落。
D9 德欽 - 香格里拉(中甸) (車程約 4 小時)

晨旱飛來寺拍攝梅裡雪山日出。早餐後往香格里拉(中甸)、途中拍攝奔子欄大峽谷、白茫
雪山丫口。到達後拍攝雲高原湖泊 - 蜀都湖、普達措國家公園。
D10 香格里拉(中甸) - 麗江(車程約 4 小時)

晨早松贊林寺拍攝晨曦(外觀)。早餐後前往麗江古城、途中拍攝長江第一灣、虎跳峽、麗
江古城、四方街、古城夜色。
D11 麗江  深圳 (ZH9942 1450/1725)

晨早萬古樓拍攝麗江古城日出。早餐後拍攝束河古城。午餐後乘內陸客機前往深圳、轉乘
直通巴士回九龍解散。
***行程完滿結束, 祝君旅途愉快***

午 晚酒 店
瀘定橋譽馬酒店
(4 星)或同級
印象雅致酒店

(4 星)或同級
(海拔 3300 米)
  稻城温泉酒店
(4 星)或同級
(海拔 3600 米)
 酒 日松貢布大酒店
店 當地最好(5 星)
內 (海拔 2900 米)
  藏緣酒店(景區內)
(獨立衛生門)
海拔 3900 米
 酒 日松貢布大酒店
店 當地最好(5 星)
內 (海拔 2900 米)
  太陽谷賓館
或同級
(海拔 3500 米)
  觀景天堂酒店
(五星樓)或同級
(海拔 3300 米)
  天瑞陽光大酒店
(准五星)或同級
(海拔 3300 米)
  實力希爾頓酒店
(5 星)或同級
(海拔 24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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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未獲正式評級的酒店，本社以準 x 星級標示，以供參考。
2.報名時須提交正確英文姓名，出生日期及回鄉證號碼/旅遊證件號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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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參加者於報名前必須細閱及理解『博覽行』之旅遊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標準
http://goexpo.com.hk/wp-content/uploads/2014/05/travelterm_130503.pdf 。
5. 團費已包括各地機場稅、機場建設費及保險費。
6. 團費已包括旅行團之服務費，費用包括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職員之費用。
7.若單人報名者，如出發前本公司未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共用一間雙人房，本公司則須收單人房間附加費，參加者不得異議或藉詞退團。
8.團費均包括 0.15% 印花費，即所有旅行團已受「香港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所保障，包括：旅遊業賠償基金。
9.本公司主辦之團隊、均獲『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的保障，並包括『旅行平安保險』港幣 30 萬元。
10.本公司建議貴客參團時應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若參加者於茶會前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本公司將會取消參加者之定位及可能
扣除客人一切已繳付之團費。
11.行程中內旅遊景點，萬一遇上事故，休息，關閉維修等，不能入內參觀，則退回有關入場費費用，團友不得返港後爭議追討投訴。
12.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或稅項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
後公佈為準,客人必須於出發前全數補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已繳所有款項(包括團費及各項額外費用)例不發還及不會作
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13.行程上任何景點如遇當地假期、訂位問題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前往參觀，本公司將會作出相應的調動，客人不得藉詞退團/轉團/反對或
要求賠償。
14.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圑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無關。
15.以上行程、航班時間及出入境只供參考，如有任何調動、更改，均按接待單位安排作準,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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