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最大紅葉區 —米倉山紅葉【光霧山•十八月潭】～劍門關古蜀道 8 日 
 

光霧山•米倉山•十八月潭紅葉： 

位於四川省巴中市南江縣北部，是一方神奇秀麗的自然山水，有中國紅葉第一山的美譽。金秋十

月，當最早的那場秋霜悄然降臨，一夜之間，光霧山便成了國畫大師筆下的經典秋色。色彩的海洋能勾

起無限的遐想，起初是零星的紅葉在層林中點綴，伴著秋日的腳步，一團團金黃、橙紅、橘紅、深紅漸

漸在綠海中蔓延開來，綠托著紅，紅托著黃，彼此偎依，相互映襯。秋意泛濃，那火紅漸漸掩蓋了所有

的綠，簡直讓人沉醉。被譽為：“天下紅葉第一山”。 

   
 

古蜀道・劍門關： 

從廣義上說，南起四川成都，過廣漢、德陽、梓潼，越大小劍山，經廣元而出川，在陝西勉縣褒城

附近向左拐，然後沿褒河過石門，穿越秦嶺，出斜穀，直通八百里秦川，全長約 1000 餘公里。從狹義

上說，僅包括四川境內的路段，南起成都，北止於廣元棋盤關，全長約 450 公里。古蜀道歷史悠久，至

今已有三千多年歷史，是保存至今人類最早的大型交通遺存之一，比古羅馬大道的歷史更為悠久。 

   劍門關若天壘城郭，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唐代詩人李白《蜀道難》中有雲：“黃鶴之飛尚不得過，

猿猱欲渡愁攀援”，極寫劍門關之艱、險、難！ 

 

——心靈與視覺的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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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第一天：桃園/成都～入住酒店                     

今日集合於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省【成都】，抵達後由專人接送安排入住酒

店。 

 

【成都】成都又稱“蓉城”或“錦城”，為西南重鎮，一直以其歷史悠久和文化積澱雄厚而知名於世，

是我國首批命名的 24 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成都賽侖吉地大酒店同級（准五）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18KM）。高速+柏油路，行車約40 分鐘。 

住宿海拔：成都 500 米 

 

 
 

第二天：洛帶古鎮～巴中～南江 

                      

早餐後前往客家文化洛帶古鎮遊覽，後途徑巴中，抵達南江。 

 

【洛帶古鎮】 洛帶古鎮是成都近郊保存最為完整的客家古鎮，有“天下客家第一鎮”的美譽，旅遊資源

十分豐富，文化底蘊非常厚重。鎮內千年老街、客家民居保存完好，老街呈“一街七巷子”格局，空間

變化豐富;街道兩邊商鋪林立，屬典型的明清建築風 格。“一街”由上街和下街組成，寬約 8 米，長約

1200 米，東高西低，石板鑲嵌;街衢兩邊縱橫交錯著的“七巷”分別為北巷子、鳳儀巷、槐樹巷、江西

會館 巷、柴市巷、馬槽堰巷和糠市巷。 

 

早餐：酒店內          午餐：石磨豆花火鍋 50           晚餐：南江特色風味餐 50  

住宿：南江縣天悅灣大酒店同級（准四）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423KM）。柏油路。行車約 5.5 小時。 

住宿海拔：南江縣 850 米 

 

 

 

第三天：十八月潭風景區秋韻•十八月潭十九瀑  

              

早餐後換小車經陳家山進入十八月潭景區，走入油畫一般的秋韻之中，全天盡情創作，晚入住光霧山酒



 
店休息。 

 

【十八月潭】位於大江口林場場部東北方向約 3 公里的珍珠溝內，在長約 3.5 公里的珍珠溝內，密佈著

18 個仙潭。如果只是穿行在被紅葉遮蔽的深山裏，秀雅之感將大打折扣。此時你需要的是更多的秀水

作為陪襯。在被稱為“川北九寨”的十八月潭裏賞景，美豔紅葉與柔情溪水的融合是最大亮點。十八月

潭深藏於大山密林深處，在長約 3.5 公里的珍珠溝內，密佈著 18 個恍若神造仙成的瀑潭，因每個潭形似

月桂，基本上有一相映的瀑布，因此謂之“十八月潭”。秋高氣爽時，萬山紅遍，正是十八月潭攝影的

最佳時節！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光霧山名人大酒店同級（准五）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163KM）。柏油路。行車約 4 小時。 

住宿海拔：光霧山 1500 米 

 

 
 

第四天：光霧山•米倉山風景區秋色【天然畫廊、大小蘭溝】 

       

【天然畫廊】則是光霧山的精華所在！景區小路兩旁的樹幹上佈滿了苔蘚，路旁的小山坡上，樹根裸露

於地面，彎彎曲曲，向四周發散開來，根莖上鋪滿了淩亂的紅葉，露於地面的根依然生機勃勃。天然畫

廊秋色在蔚藍的天空掩映下，紅葉溫潤而璀璨，樹葉、枝頭、人物，鏡頭都忙碌著，攝影人必將不虛此

行。 

 

【大小蘭溝】阡陌交織、山路逶迤。林區主幹公路斜貫大小蘭溝。保護區內溝壑縱橫，溪澗泉瀉，流水

潺潺。整條溝內遍佈青石，青石上長著厚厚的苔蘚，上面還飄落著許多紅葉。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秦源雪大酒店同級（准四）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123KM）。柏油路。行車約 3 小時。 

住宿海拔：大壩林場 1120 米 

 

 
 

第五天：光霧山•米倉山風景區秋色【香爐山•黑熊溝】～勉縣   

 

【黑熊溝】是光霧山景區大壩森林公園中的核心景點之一，溝內沿溪鋪設有實木棧道，密林深處，漫山



 
遍野姹紫嫣紅，猩紅、鮮紅、深紅、棕紅、嫩黃、淺黃、明黃、棕黃、土黃，變化萬千，駁雜陸離，染

盡了千山萬壑，浸透了溪河瀑潭，令人震撼，叫人心醉。 

 

【香爐山】香爐山為光霧山大壩景區的最高峰，海拔 2329 米，是川陝兩省交界地，四座山嶺由主峰向

四周延伸，遠遠望去，好像一座巨型香爐，香爐山由此得名！周圍的山峰，險峻突兀，奇峰聳翠，群山

環抱，渾然一體。“香爐四景”指的是盆景、日出、日落、雲海，最為壯觀是日出和雲海。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勉縣艾斯國際大酒店或同級（准四）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135KM）。柏油路。行車約 3 小時。 

住宿海拔：勉縣 500 米 

 

 
 

第六天：古蜀道・定軍山・武侯墓・武侯祠～明月峽古棧道  

 

【定軍山】三國時期古戰場，有“得定軍山則得漢中，得漢中則定天下”之美譽，山南有一個天然鍋底

形的大窪，周長 1.5 千米，即三國時稱為“可屯萬兵”的“仰天窪”。北麓有一片廣漠沃野，就是當年

諸葛亮大布“八陣圖”、設“督軍壇”的武侯坪，黃忠大戰夏侯淵的戰場。 

 

【武侯墓】位於定軍山腳下，因諸葛亮曾獲封武鄉侯而得名武侯墓。建興十二年，蜀漢丞相諸葛亮與魏

司馬懿在渭河兩岸相抗，病死於五丈原軍中，葬漢中的定軍山下。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水經注》中記

載：“葬於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 

 

【明月峽古棧道】其位於廣元市朝天區嘉陵江穀口，開鑿年代為戰國至宋代，最早的距今已有 2300 多

年歷史，國內專家稱其為“與長城、運河相媲美的三大古代傑出建築”。李白《蜀道難》中“上有六龍

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川。黃鵠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渡愁攀援”就是對這一險要地勢的真實

寫照。古棧道遺址所在的明月峽，集嘉陵江水道、先秦棧道、寶成鐵道、縴夫道、108 國道、金牛驛道

等古今六道於一峽，被譽為“中國道路交通博物館”、中國道路交通的“活化石”。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劍門關國際溫泉大酒店或同級（准四）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183KM）。柏油路。行車約 3 小時。 

住宿海拔：劍閣 7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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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古蜀屏障・劍門關～翠雲廊～成都 

                 

【劍門關】劍門蜀道歷史悠久，肇始於西周，使用至民國，它是先秦古蜀道—金牛道的核心價值地段，

歷史跨越 3000 餘年。至今仍遺存有眾多的古橋樑、古建築、古碑刻、古寺廟、古城址、行道樹等大量

珍貴文物，是迄今為止古代中國交通道路史上開闢最早、使用時間最長、保存最完整的人工古驛道，中

國著名橋樑建築學家茅以升先生稱其為“古代著名的土木工程”，它比古羅馬大道的產生還要早，被譽

為“世界陸路交通史上的活化石”。2012 年金牛道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劍門若天壘

城郭，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唐代詩人李白《蜀道難》中有雲：“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渡愁攀援”，

極寫劍門關之艱、險、難！ 

 

【翠雲廊】是由近萬株行道古柏組成的綠色長廊，分佈在以歷史文化名城劍閣城為中心的西、北、南三

線約 200 餘裏的古驛道上。翠雲廊始於秦漢，完備於明，雖然歷經千古滄桑，仍然枝葉茂盛，生機盎然，

是罕見的人工造植的古老行道樹群體，被譽為“蜀道靈魂”，“國之珍寶”。 

 

早餐：酒店內     午餐：豆腐宴 50        晚餐：欽善齋藥膳 68 

住宿：成都賽侖吉地大酒店同級（准五）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283KM）。柏油路+高速路。行車約 4 小時。 

 

 
 

第八天：彭鎮觀音閣老茶館～結束愉快之旅 

 

早起前往彭鎮觀音閣百年老茶館拍攝耍茶·竹藝，曾經作為有著悠久歷史的本土文化——成都茶館，已

在社會的演變和城市化進程中慢慢地消失。而位於雙流彭鎮的這家老茶館還在維繫著這種文化，店堂裏

木梁木柱歪歪斜斜，牆壁上斑斑駁駁，整個茶鋪告訴你：它生活在遙遠的歷史裏。走進茶館，看見哪些

老茶桌、老竹椅、老茶客、老茶碗，給人恍若隔世之感……後前往機場送機，結束愉快之旅！ 

 

早餐：酒店內          午餐：發放代金(視航班時間調整)      

公里數及行車時間：（38KM）。城區路。行車約 50 分鐘。 

 

 

以上費用包括： 

◆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二十萬意外醫療給付。 

◆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http://baike.baidu.com/view/21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370.htm


 

 以上費用不包括： 

◆護照 、新辦卡式電子臺胞證（費用請洽服務人員）。 

◆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300 元小孩亦同，請交於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 

  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航空公司規定，託運行李以各航工公司規定為主，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貼心說明：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簽證需知： 

◆卡式電子臺胞證新辦所需資料： 

a.首次申辦卡式電子臺胞證者： 

1.護照正本 

2.彩色護照影本一份 

3.彩色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未滿 14 歲附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已滿 14 歲則請務必

附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註：未滿 16 歲者辦件需加附上監護人彩色身分證影本 

4.兩吋彩色人頭照 1 張(需為 6 個月內之照片，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規格

一樣之大頭照，不可著白色上衣) 

5.工作天約 8 天（不含假日） 

註：以上所附之各證件影印本皆需與原件 1:1 之比例。 

b.巳持有臺胞證需換證者： 

1.護照正本 

2.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3.兩吋彩色人頭照 1 張(需為 6 個月內之照片，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規格



 

一樣之大頭照，不可著白色上衣) 

4.如有舊臺胞證正本請一併附上 

5.工作天約 8 天（不含假日） 

註：有變更姓名者需附上戶籍謄本。 

註：以上所附之各證件影印本皆需與原件 1:1 之比例。 

個人資料蒐集之隱私權政策： 

當您參加本公司旅遊團體，我們將必須保留您之個人資料，以利旅遊業務之辦理、或與旅客聯繫、完成

交易、提供服務，本公司就您的個人資料之利用區域限於參加團體旅客之所在國家以及台灣地區；在此

情況下，本公司將明白告知使用者。除非法律允許無須事先通知之外，本公司不會蒐集或使用您所提供

的個人資料在其他無關的用途上。為了遵守法律、依法抗辯或執行合法商業行為之必要，我們可能使用

您的個人資料，在此情況下，我們將特別留意您的權益以及確保公平、合法、以及符合比例原則地使用

您的個人資料。 

團票說明： 

◆團票限制需團進團出，一經開票不接受改名、改期或更改航班或轉讓，亦不可退票。（依航空公司規 

定之）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旅客需與主團體一起辦理機場報到手續。 

◆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按航空公司規定，託運行李以每人一件(20 公斤)為限，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若持團體機票旅客以特惠加價方式升等至商務艙座位時，恕不提供機場貴賓室服務，且託運行李重 

  依經濟艙標準計算。（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 

◆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 

◆若貴賓們需保留機票票根時，務必於開票前告知您的承辦人員，我們將依各航空公司規定之作業程 

  序申請，謝謝合作。 



 

特別說明： 

◆中國大陸地區有許多酒店實行綠色環保政策，不再提供一次性個人洗盥用品。建議貴賓們自備好 

  個人用品；如牙刷，牙膏，刮鬍刀，洗面乳，洗髮精，沐浴乳，拖鞋等。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２人１室(兩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 

  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或加床；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需另行加價與無法保証 

  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大陸一般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若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 

  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大陸部分地區機場、車站設備較為落後，造成經常性誤點或班機取消，航空公司不負責賠償責任， 

  致行程延誤，短缺概不得退費，但團體會在條件允許下，儘量安排走完行程，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依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為 

三菜一湯，四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

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

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

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

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七十歲以上之貴賓

或長者欲參與本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個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或友人隨同參團，且經貴我雙方

確認後，確實並無不適於參加本團體行程之虞者，方可接受報名，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 

  顧，所以煩請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 

  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 

  少，敬請諒察，敬祝旅途愉快！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大陸遊覽車狀況絕不能與歐美、紐澳、及東南亞線相提並論，因大陸經濟特殊，且文化背景較一般 

  不同，對觀光事業的認知及重視有限，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 

  作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哦。 

◆大陸餐廳、廁所休息站，皆賣絲綢字畫、雕刻品茶壺、茶葉…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 

  購物點(SHOPPING 站)，這種情形為全大陸性。 

◆大陸旅遊禁止事項：不得嫖妓，不得攜帶水果、古董及報紙入出境，儘量不要談論政治及相關話題 

  避免無謂之麻煩。 

◆民航總局發出公告，決定加強對旅客隨身攜帶液態物品乘坐民航飛機的管理。為確保民航飛行安 

  全，保護旅客的生命財產，民航總局經認真研究並借鑒國際上有關做法，對旅客隨身攜帶液態物品 

  乘坐民航飛機作如下規定： 

  每名旅客每次最多共可攜帶１公升（每瓶容積均不得超過１００毫升）液態物品，經開瓶檢查確認 

  無疑後，方可隨身攜帶乘坐飛機；其他超出部分一律托運。旅客不得隨身攜帶酒類（瓶裝、罐裝）。 

  如確需攜帶，每人每次不得超過２瓶（１公斤），且必須托運，包裝須符合民航運輸規定。 

  因特殊原因需要隨身攜帶的液態物品，如患病旅客攜帶的液態藥品、帶有嬰兒的旅客攜帶的嬰兒飲 

  用品等，經開瓶檢查確認無疑後，可予攜帶。旅客因違反上述規定造成誤機等後果的，損失自負。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大陸民航總局規定，旅客搭機時，部份攜帶物品有個別條件限制如下： 

  行動電源：僅能放置隨身行李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且無標識、無說明、無廠家標示的產品， 

  禁止攜帶，規格 20,000mAh 以下准予隨身攜帶，20,000 ～30,000mAh 需經航空公司核可方可攜帶   



 

  上機，30,000mAh 以上則嚴格禁止攜帶上機，且每名旅客不得攜帶超過兩個行動電源。 

  鋰電池：需隨身攜帶上機，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 

  打火機：不得攜帶打火機上機。(台灣出境可攜帶一枚，需隨身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防風 

  式打火機則全面禁止攜帶)  

  充電式手電筒全面禁止攜帶(托運或隨身攜帶皆不允許)。 

  冬季如有攜帶暖暖包者，在大陸搭機時不可托運也不可隨身攜帶。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若為包(加)班機行程，依包(加)班機航空公司作業條件，作業方式將不受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中第 

二十七條規範，如因旅客個人因素取消旅遊、變更日期或行程之履行，則訂金將不予退還，請注意您 

的旅遊規劃。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 

機位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七十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 

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 

自由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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