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證一生最美的盟約 藏地婚禮(納木措、羊卓雍措)十日遊 

 

 

 

高原獨一無二的美  見證戀人的海誓山盟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婚盟誓約的重量，愛情承諾的永恆，西藏的風景都知道……. 

西藏景色絕美如詩，壯麗如畫，難以描摹，就像您們的愛情也是獨一無二的。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在“世界屋脊”say yes!!!將羨煞無數人。 

這裡是地球的第三極地，埋藏許多遺世獨立的村落。 

那些被風霜日曬的牧民們，仍過著日昇月落的原始生活。 

那最被人傳誦不已的藏傳佛教道歌，懾人心魂，五彩經幡，隨風傳遞幸福! 

西藏獨有風光，印記著戀人們此生最美的影像! 

一趟西藏之旅----是昇華，是能量，是眼界，是承諾! 

它沉澱旅人的心緒、激發旅人的思維、豐富旅人的智慧、洗滌旅人的心靈… 

 

 



行程特色 

一、《安排遊覽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宮殿》 

  「布達拉宮」、「大昭寺」，浸淫世界重要文化遺產的歷史之美，走踏無盡的宏偉獨特建築群。 

二、《在高原地區著名景點拍攝婚紗照》 

■【布達拉宮廣場】拍攝幸福高原婚紗照，在高原留下銘刻一生的愛之記憶，化一刻為永恆。 

■【羅布林卡】拍攝幸福高原婚紗照。讓最特別的藏式美麗花園，化為醉人影像。 

■流連後藏寺院【札什倫布寺】，置身美麗景色中，以宏偉建築為襯景，拍下神話般的愛情故事。 

■參訪顯密重要寺院【白居寺】，置身萬佛塔中，於此拍攝獨有的藏式婚紗照，蘊含萬佛的祝福。 

■在聖湖【羊卓雍措】前許下愛的誓言，讓山神水仙見證愛情的力量。拍攝高原婚紗照，同時前往

岡巴拉山口，結經幡，灑龍達，於聖湖許下山盟海誓，印證戀人的永恆愛情。 

■前往聖湖【納木措】存放－觀音寶瓶，許下一世諾言:祈願幸福永在，珍惜今世難得的牽手之緣，

許諾不離不棄，願同甘苦共患難，執子之手，白首偕老。 

三、《住宿安排》 

 在拉薩安排住宿瑞吉度假酒店或香格里拉大酒店、日喀則住宿喬穆朗宗飯店或日喀則飯店，此

皆是當地享有優質服務之譽的酒店，內部空間寬敞、設備完善、溫馨的服務品質、豐富的早餐

美食、親切得如同自家人。就是要讓旅人在外地也有回家的感覺，因此我們為您安排的這幾家

酒店已經成為入宿西藏豪華尊貴住宿的指標。 

四、《提供氧氣鋼瓶》 

在西藏段會在車上全程為您準備氧氣『鋼瓶』，每部遊覽車提供每車二瓶，貼心的安排以備不時

之需(此完全免費！)，讓您玩的開心又放心。絕對不是一般旅行社所供應的塑膠裝『枕頭式』的

氧氣袋，或者小型的氧氣罐而已(且這還得付費！)。 

五、《登上世界屋脊旅遊證書》 

每位參加團員，均可獲得一張由探索之旅工作室所頒發，由各團領隊所見證並簽名的[登上世界

屋脊旅遊證書]。(證書意義深遠，象徵抵達之最，此也是全台絕無僅有的！證書也是一種見證) 

六、《無購物行程》 

行程中(全程)，我們絕對不安排進購物店，不會有其他旅行社安排進入四~六家以上購物店的情

形產生。 

七、每兩對新人，我們會安排一位攝影師、一位化妝師，隨行拍攝婚紗照，讓新人展現最美的一面。 

八、行程結束後，所有拍攝的照片電子檔會提供給新人。 

九、團體抵達拉薩當天，安排團員入住飯店後，會指派高原醫師至團員房間做高原反應的適應檢查；

離開拉薩市的行程(包含納木措)，每團都安排一位“隨團醫師”，沿途醫護團員的高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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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您在外出旅遊之前雖然已經買了“旅遊平安險”，但在您發生急難事

故需要幫助的時候，並不一定就能獲得保障…為了讓需要緊急醫療後送的病患，能夠在最需要的時候

獲得【實際】與【直接】的緊急救援協助，台灣『聯合國際服務公司』與全球 16 家救援公司締結合

作夥伴的『聯合國際救援聯盟』，特別在台灣成立『旅遊安全國際救援聯盟』，並邀請『發現者旅行社』

成為全台灣第一家加入『旅遊安全國際救援聯盟』的旅行社…。讓您西藏高原旅遊時有多一層的保障... 

 

婚紗照建議 

一、建議至少自備一套服裝，特別是男士自備一套合身的西服，更容易拍攝出自己的個性。 

二、可提前在網路收集自己喜歡的照片。 

提前瞭解拍攝環境，在與攝影師互動的時候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 

 

出團相關資訊 

一、出發日期 

2017/06/13、07/11、08/01、09/05。 

二、團費 

六月－每人 NT 170,800 元。 

七、八、九月－每人 NT 180,800 元。 

（絕對不進購物店、不進藏藥廠、不進蠶絲被、不進土特產店。） 

三、訂金 

每人 NT30,000 元。 

四、備註 

滿六對新人(12 位)報名，即可出團。 

 

團費說明 

一、團費包含 

住宿(飯店如行程表或同級)、門票、餐食、保險(台灣 500 萬元意外險+20 萬醫療)、交通、機票、

機場稅、燃料稅、小費(領隊、地陪、司機小費 NT$300/天)、攝影師、化妝師等。 

二、團費不含 

臺胞証新辦(換發)、新辦(換發)護照費、電話費、私人消費、行李超重費。 

三、協助辦理 

代為申請入藏各項通行證件(入藏批函與邊防通行證)。 

 

本產品適用本公司與玉山銀行、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大眾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台新銀行所合作的刷卡優惠方案，均可選擇三期分期付款刷卡消費！ 

https://www.uiassistance.com/


詳細行程 

第一天  桃園／香港／重慶(或成都或西安) 

趁機在這片陌生的空中，找回初識的戀愛滋味，拾

起行囊，牽手結伴，飛過海峽，轉往西域，迂迴的路程，

譜下永恆。你是我七十億分之一的命中注定。在不早也不

晚的歲月裡，我們遇見了彼此，讓回憶在腦海盤旋，讓甜

蜜在心頭漫繞，讓你我，在西藏留下永恆的誓言。今日集

合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香港，隨後再轉機前往重

慶(或成都或西安)，晚餐於機上使用，抵達後入住飯店休

息先做入藏前的各項準備，以方便隔天一早飛往西藏。 

第二天  重慶(或成都或西安)／拉薩 

沿著多變壯觀景致，勾起曖昧中的酸甜回憶，伴隨著「哈達」旋律，為婚禮帶來祝福與歡慶，沿

著通天河雅魯藏布江、拉薩河谷，淙淙流水夾帶點滴歲月，聳立的高山交織著爛漫河谷。在這裡，時

間很慢，幸福很長，有大片時光可細嘗大地贈予的幸福

饗宴，在日光聖域「拉薩」下聽見彼此心跳。 

早上搭機前往雪域高原西藏自治區，飛行時間約兩

小時，抵達西藏貢嘎機場海拔為 3,600 公尺，步出機場

的同時，我們將接受當地導遊獻上藏族祝福的哈達，以

示歡迎大家的到來。抵達後，下午我們必須要休息，以

利適應高原反應。晚上攝影團隊與大家見面互動，相互

瞭解，交換婚紗拍攝方面的想法。 

第三天 拉薩(布達拉宮、大昭寺) (藏地風情初體驗) 

那世代情誼偷偷鑲於磚瓦內，那曼妙深情悄悄藏於

古道間，一窺布拉達宮的優勝輝煌，一覽大昭寺的萬千

佛尊，靜謐地走在古道上，伴著誦經祈福。請你帶著所

愛，穿梭巷弄重溫兩人的相遇。不枉前世千百年的等

待，因為最美好的，總會到來。 

本日前往參訪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宮殿、城堡及寺

院於一體的建築群－布達拉宮，布達拉宮分為紅宮和白

宮兩部份，各自從事佛教和政治活動(布達拉宮前廣

場、藥王山突出部、水池倒影，都是我們會帶您前往拍攝的地方)。前往建於七世紀的【大昭寺】，大

昭寺是西藏的佛教中心和藏傳佛教信徒心中的聖地，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佛教徒，從遙遠的家鄉前來

朝拜。 

住宿：國貿格蘭維大酒店 或同級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同級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拉薩(高原婚紗、放飛幸福) 

在紅白交織的山頭上，留住永恆的美好。那為迎

娶所建的布拉達宮，紅白對疊的山頭，如同一對心心

相印夫妻，佇立見證幸福，無須驚嘆，只須放慢腳步，

為你們的故事再添最動人的一筆，凝結剎那的美好，

溫存甜蜜的永恆。 

今天在布達拉宮廣場、八角街拍攝幸福高原婚紗

照。在高原留下銘刻一生的愛的記憶。(新人穿著婚紗…

攝影師為新人們留影…) 

第五天 拉薩(高原婚紗、放飛幸福) 

百花芬芳齊放，在白晝裡點起歡慶花火，走入羅

布卡林，輝煌宮殿佇立，繁茂百花爭艷。襲一裳嫁衣，

裹一世溫柔。請在此牽起她的手，靜靜地守候和陪伴，

就是最深情的告白、最珍貴的圓滿，最難言的濃情。 

今天上午前往羅布林卡拍攝幸福高原婚紗照。下

午全體新人在文成公主劇場廣場前拍攝婚紗照。晚上

觀看動人的文成公主一劇的演出。 

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公園」之意，是西藏人休閒

野餐最佳去處，也是達賴喇嘛的夏季避暑地，主殿內牆四周的壁畫，刻述了西藏神祕悠久的歷史。 

第六天 拉薩－日喀則(高原秘境中愛的宣言) 

流連後藏最美的莊園，走出拉薩遇見幸福一隅，

在心中述說感動。一起走過札什倫布寺，在鎏金銅鑄

佛像面前，永鑄心中對彼此的依賴，請記得靠近對方

的耳邊，在此為對方所說的每句誓言，都將釀出一輩

子的珍藏。 

早餐後，我們將沿著雅魯藏布江前往日喀則，前

往【札什倫布寺】參觀，札什倫布寺被譽為佛都的中

心，也是班禪喇嘛的駐錫地，這裡設有佛教的綜合大

學，詢問與質問的問答方式(辯經)，是佛教古式的教學

方式，至今只有藏傳佛教沿用。流連於後藏著名的寺院－札什倫布寺，置身美麗景色中，書寫最美愛

情神話。 

新人穿著便服、攝影師沿途取景…為新人們側拍留影…隨處留下感動與印記。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同級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同級 

住宿：喬穆朗宗酒店 或 日喀則飯店 或同級 



第七天  日喀則－江孜(佛塔情緣) 

讓宗寺來庇護這段情緣，讓神話來印證這場婚

約，萬千彿塔，各式風情望之不盡。在這神聖寶窟中，

感受生命蛻變的洗禮。 

搭車前往江孜參觀顯密雙修最重要的道場【白居

寺】。白居寺已有五百多年歷史，最奇特的是有三個不

同教派在同一個寺廟裡，白居寺的白居寺塔又稱萬佛

塔，是一座具有尼泊爾、藏族漢族建築風格的佛塔，

塔內有十萬佛像，是一座藝術寶窟。在這神聖寶窟，

感受生命蛻變的洗禮，拍攝藏式婚紗照，留下獨一無

二的藏式婚紗之美。 

第八天   江孜 - 羊卓雍措(聖湖的見證)－拉薩 

聖湖羊卓雍措，傳說為神女的綠松石耳墜，讓兩

人相擁的身影倒映在聖湖裡猶如賜許給新人的嫁妝，

帶來祝賀與見證。抵達羊卓雍措，許下愛的誓言，拍

攝高原婚紗照，讓聖湖見證戀人的永恆愛情。 

我們將順著羊卓雍措的湖邊返回拉薩，隨後登上

岡巴拉山口 4,768 公尺，遠眺【羊卓雍措】，拍照留念，

結經幡，灑龍達，羊卓雍措是西藏的三大聖湖之一，

這裡有著超越言語文字的美！留下讓人屏息的畫面。 

第九天 拉薩－當雄－納木措－拉薩(聖湖的見證、觀音寶瓶存放) 

那山湖總是相伴相隨，亙古不變的，是那屹立不搖

相戀情意，在神話裡，念青唐古拉為守護神女納木措，

化為山脈與她相知相隨。山脈襯托湖水清澈動人，湖水

映照山脈雄偉壯盛。在此，戀人靜靜感受日光的緩慢，

慢到彼此，窮盡一生，也只愛一個人。 

【納木措】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也是中國第

二大鹹水湖，納木措藏語譯為「天湖」，蒙古語稱為騰

格里海，也是天湖的意思，是西藏三大聖湖之一。 

【觀音寶瓶】蘊含觀音慈悲廣大，願力宏深之意，爲接引衆生無處不在，無處不顯，此瓶可視爲

觀音之化身，可激發出大悲心感召平安幸福，可獲空行與護法庇佑、人天之歡喜。可使修行精進，獲

大自在、大解脫。可使家庭和睦鄰里安康、佑生貴子。供此寶瓶應多持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再

供入湖中。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同級 

住宿：江孜飯店 或同級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同級 



第十天 拉薩／成都(或重慶或西安)／香港／台北 

望向不再陌生的天空，悄悄將此趟幸福，留在心中，伴隨著返程。有情人終成眷屬，回首這一幕

幕專屬戀人的浪漫故事，一遍遍地刻劃著戀人相愛的印證，於是彼此用微笑回應這被見證與被祈福的

幸福，彼此用雙手握緊這不平凡的愛情。一切的一切，只想讓對方知道，你是我今生的最愛。 

早上搭乘中國民航班機前往成都，抵達後隨即轉機前往香港，並在香港轉機返回台北。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機上使用 晚餐：機上使用 

 

因大陸飛機、火車時刻常誤點或取消，確定安排由當地旅行社做最後確定。 

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飯店如有變更以同級為主。 

 

注意事項 

※絕對禁止攜帶有關涉及台灣獨立、西藏獨立或個人宗教思想、靈修或法輪功(法輪大法)或有達賴喇

嘛十四世的演講刊物、資料、相片、書籍、旗幟、標章、光碟等物品。 

※因機場海關檢查嚴格，特別是『藏刀』已名列為違禁品，請千萬不要購買、攜帶。 

※建議加保個人旅遊平安險(附加海外急難救助險－含海外突發疾病醫療)。 

 

參加西藏團所需證件 

一、護照正本或清晰影本(或掃描檔)，有效期需滿六個月以上。 

二、台胞證(卡)正本或清晰掃描檔(台胞證有相片頁需全頁包含上方圓型官章)，有效期需滿六個月以

上。 

三、西藏規定，凡年滿 65 歲(含)以上者－辦理入藏批函需檢附 六個月內中文查證明書(須蓋有醫院

章及醫師章)。 

※護照及台胞證(卡)自帶機場者，須簽立證照自帶機場切結書。 

 

參加西藏團體，取消/退訂規則 

※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活動時，請務必來電告知。 

※若於：出發前 31 天以前取消旅遊者，需收取旅遊費用全額百分之十手續費。  

出發前 21 天至 30 天取消者，需收取旅遊費用全額百分之二十手續費。  

出發前 2 天至 20 天取消者，需收取旅遊費用全額百分之三十手續費。  

出發前 1 天取消者，需收取旅遊費用全額百分之五十手續費。 

出發當天取消者，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的費用。  

※除上述國外旅遊契約書所載明取消規則扣除款之外，由於西藏參團需另外申辦入藏批函(代辦手續

費)、青藏鐵路火車票(出發前已訂購)、機票款(已開票所產生之機票費用)…等，所有衍生之費用將

從餘額扣除後再行退費。 

 

 



附註 

在此歡迎您的加入，如果您怕得高山症的話，我們是有很多秘訣可以預防的，您有以下的症狀，

將不適合參加本行程： 

1.嚴重心臟病 2.嚴重氣喘病 3.嚴重高血壓 4.孕婦 5.嚴重糖尿病 

6.醫生建議不宜前往者。  

  

※有關高山症的問題與如何預防高山症的方法與要點，請參考給服用預防高原反應藥品者的資訊篇。 

 

藏說我愛你~西藏文化體驗茶會：線上報名 

講座主題： 

◎西藏地理、景點 ◎西藏風俗、文化 ◎西藏語言、信仰 

◎西藏藝術、藝品 ◎西藏點心、服飾 

 

 

  

交觀甲字第 6862 號 

品保協會會員證號：北 1573 號 

電話：(02)2567-2616 

傳真：(02)2563-1584 

E-mail：travel104@yahoo.com.tw 

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2657345 

電話：(02)2765-2000 #5166 

傳真：(02)2756-8879 

E-mail：ustory.service@gmail.com 

 

http://www.travel104.com.tw/tibet/other-15.ht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ss_MqHbcmumgduWbOdEO1NAWVcpVAb4C2hS2CD458c-FD5A/viewform?c=0&w=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