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戀格桑花~西藏幸福之旅 

西藏、青海(珠峰大本營、青藏鐵路)14 日遊 

~本行程為參加 2017/08/15雪頓節哲蚌寺曬大佛專用~ 

 

 

 

 

在追尋幸福的路上，有多少錯過，就有多少心碎；有多少轉身，就有多少難忘。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既不負如來，又不負卿， 

西藏傳奇情僧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動人故事，在紅塵與出離之間的兩難徘徊。 

他的情詩他的淚水，世世代代流傳在西藏高原，飄盪在這片淨土與虛空上。 

旅人聽著他的傳奇，跟著走過珠峰星海、青海湖畔，穿越高原極地的秘境， 

品嚐這藏民族獨有的愛情配方。旅人浸淫其中，淬取著自己的故事，化為幸福能量。 

 



 

行程特色 

一、《在瑪吉阿米與倉央嘉措浪漫邂逅》 

在這裡，每個人都是詩人----我們將特別前往西藏最浪漫的餐廳“瑪吉阿米”享用午餐，一邊眺 

望西藏之美，一邊聆聽我們特別為您安排的當地學者來到現場，細談倉央嘉措的情詩情懷，幸福 

詩歌指數破表，這時，別忘了將感動寫在留言本上，化為旅途最幸福的詩歌篇章。 

二、《文成公主》 

斥資 7.5億打造的全球首部投資最大、場面最壯觀、星空最美的藏文化經典大型實景劇。盛大恢 

宏的藏式群舞、原生態傳統歌曲，精彩紛呈，堪稱一部藏文化的“活字典”，藉由表演藝術細說 

從頭。 

三、《祈福儀式》 

安排“色拉寺”喇嘛至藏族家為團員舉行祈福儀式。祈福儀式的加持，讓身心能量滿滿。 

四、《倉央嘉措座談會》 

安排“色拉寺”喇嘛與團員之間互動，第一手難得接觸出關的修行人，深入西藏文化與宗教底蘊。 

五、《世界海拔最高的幸福郵局(5100 公尺)》★(贈送每人一套幸福明信片) 

來自高原的祝福----向您的家人朋友們寄出感動、寄出最深遠的祝福，手作的紙本幸福，滿載高     

原能量。 

六、《絨布寺祈福法會，點酥油燈活動》 

   在世界第一高峰(珠峰)前的絨布寺(海拔 5,150公尺)，安排祈福法會、點酥油燈。登頂絨布寺，看 

   出家人的簡樸與放生羊的慈悲，旅人將心中的幸福~在聖母峰前／在頌經聲中／在點燈當下~傳遞 

   至整個世界。 

七、《欣賞珠穆朗瑪峰日出、日落與滿天星斗》★(需視當時的天氣狀況，隨緣!) 

您一生最美的印記----徜徉在珠峰星海，許願。 

八、《懸掛幸福五色經幡》 

在珠峰前、絨布寺外，懸掛五色經幡，當風揚起時，充滿祈福的經文也跟著傳送出去，旅人默默

祈福的願望也隨著風飄揚。 

九、《團員幸福分享會》 

分享你的幸福花語，一路所見所聞~~~我在西藏的那些天 

十、《遊青海湖》 

青海湖傳說是當年倉央嘉措病逝(也有一說投海)之處，漫遊青海湖畔是您貼近情僧之地，在此， 

旅人也彷彿照見詩人最感性之心。 

十一、《哲蚌寺曬佛》：參加一年一度雪頓節觀看哲蚌寺曬大佛。 

 

 

 



 

出團相關資訊 

一、出團日期 

2017/08/15 (本團可以參加雪頓節觀看哲蚌寺曬大佛！行程為十四天！)。 

二、團費 

每人 NT 145,800元。  

指定單人房每人加價 NT 29,000元(絨布寺招待所及青藏鐵路臥舖無單人房)。 

（絕對不進購物店、不進藏藥廠、不進蠶絲被，物超所值的價格） 

三、訂金 

每人 NT 20,000元。 

 

團費說明 

由於七、八、九、十月份為西藏旅遊旺季，車資、機票、餐費、住房都將上漲，因此團費也將適

度的調整。 

 

 一、團費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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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機票、機場稅、機場建設費。 

二、團費不含 

  台胞卡新辦、新辦(換發)護照費、電話費、私人消費、行李超重費、小費(領隊 

  地陪、司機小費 NT$300/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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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種產品適用本公司與玉山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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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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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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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ravel104.com.tw/tibet/scl-tibet-ustory14.pdf
https://www.uiassistance.com/


☆走吧！走進「西藏」這片始終盛開的格桑花海裡(行程故事分享) 

https://udn.com/news/story/9099/2568033 

 

詳細行程 

第一天 0815 桃園／(香港)／重慶(或成都或西安)  

讓心在這陌生空中，找到久違的感動。緩步帶著行囊，繫上期待，飛過海峽，轉往西域，旅前的

迂迴，正是最佳沉澱時刻，膨湃欣喜充斥心中，細膩地整頓著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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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自理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國貿格蘭維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0816 重慶 (或成都或西安)／拉薩   

那片路程中動人景致，映入眼簾恬入心頭。伴隨著「哈達」的旋律，為旅程帶來祝福與歡迎， 

一路上沿著通天河雅魯藏布江、拉薩河谷，淙淙流水夾帶著點滴歲月，聳立高山交織著幽靜河谷， 

悠遊享受這片景致所帶來的心靈饗宴，抵達令人醉心神往的聖域「拉薩」。 

 早上搭機前往雪域高原西藏自治區，飛行時間約兩

小時，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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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搭車前往西

藏自治區首府拉薩，拉薩素有『日光城』、『聖地』

之稱，是西藏的首府。在前往拉薩市的途中，我們

將沿著雅魯藏布江、拉薩河谷，一路伴隨著巍峨高

山、淙淙江水，輕鬆抵達令人神往不已的【聖城拉

薩】，抵達後，下午我們必須要休息，以利適應高原 

                                          反應。抵達酒店後贈送每人一套幸福明信片 

早餐：餐盒或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https://udn.com/news/story/9099/2568033


第三天  0817 拉薩 (布達拉宮、大昭寺、八角街)    

一磚一瓦，鑲著各世的轉瞬情誼，藏著道不盡的神秘傳說。天上的宮城，心中的聖燈，流連千年

的轉經道。布達拉宮、大昭寺、八廊街是今日的饗宴。在拉薩最古老街道，千塔萬像環繞周身，緩步

謐遊此生最神聖的道路。 

本日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大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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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前往建於七世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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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完大昭寺之後，我們就在

與大昭寺僅一牆之隔的八廓街上，挑選、購買您喜歡的佛教飾物，八廓街是拉薩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是朝聖者的轉經路，亦是遊客駐足購買紀念品的地方，熱鬧非常，遊走八角街最好按順時鐘方向前進，

以避免與人撞個滿懷，街上商品琳瑯滿目、目不暇給，頗具特色。 

 

第四天  0818 拉薩 (座談會、色拉寺辯經、藏族家舉行祈福儀式)   

如果說，西藏如位佳人，使人迷戀，那藏傳彿教，便是那塊面紗，為她添上距離，若遠似近難以

捉摸。在色拉寺裡，飄盪著喇嘛們對於佛理解釋，迴盪著各式佛法領悟及辯經，彷彿在內心裡早已穿

越萬千世紀，激盪出真理的火花。從這遠眺屹立山頭的布拉達宮，或許內心裡也會為六世達賴倉央嘉

措，那纏繞著情與佛的一生，悄悄進行著，一場拉扯思辯吧。 

特別安排現任”色拉寺”喇嘛與團員面對面座談，

深談六世達賴喇嘛的傳奇一生。團員亦可以直接與

喇嘛對話、提問，交流出更豐富的火花。午餐後前

往拉薩三大寺廟之一【色拉寺】參觀，寺內有明朝

皇帝御賜的許多珍品，如大般若經、大藏經、十六

尊者塑像等，最重要的是這裡的辯經是全西藏最有

名的寺廟。隨後我們將前往藏族家裡訪問，讓您了

解藏族居家生活的點滴，並安排舉行一個簡單的祈

福儀式，恭請色拉寺的喇嘛至藏族家為團員祈福，

賜福(誦經念佛)與每一位團員，以表佛、菩薩及護法神的護佑，護佑團員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菌鍋料理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0819 拉薩 (羅布林卡、瑪吉阿米午餐約會、藥王山摩崖石刻)   

將時光倒回三百年前那場相遇，揭開藏在心底的悸動。在羅布林卡的壁畫裡，瞥見古街裡那幢黃

色小樓 -「瑪吉阿米」開啟了那段六世達賴倉央嘉措與瑪吉阿米的愛情故事，將在西藏最浪漫的餐廳

邂逅，與當地學者細談倉央嘉措情詩情懷，細細品味，當年藏於詩句裡的濃情點滴。 

早餐後前往位於拉薩市西面的【羅布林卡】參觀，

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公園」之意，園內林木繁茂，

宮殿別緻，是西藏人休閒野餐最佳去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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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久的歷史。(羅布林卡的八角街壁畫證明，直至

21 世紀初，300 多年來，該小樓外觀一直是黃色

的—為紀念倉央嘉措。)午餐特別安排在瑪吉阿米用

餐，這裡充滿濃郁的西藏風格，而六世達賴倉央嘉

措與瑪吉阿米的愛情故事，更增添了她的神祕。我

們同時會邀請西藏學者一起話談當年的倉央嘉措，與團員們分享~下午再前往位於布達拉宮對面的藥

王山摩崖石刻參觀，它西面的摩崖石刻上刻滿了成 

千上萬個大小佛像，崖前還有無數朝聖者留下的瑪尼堆，真可說是一大奇觀。 

晚上安排的《文成公主》，為斥資 7.5 億打造的全球首部投資最大、場面最壯觀、星空最美的藏文化

經典大型實景劇。盛大恢宏的藏式群舞、原生態傳統歌曲，精彩紛呈，堪稱壹部藏文化的“活字典”。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瑪吉阿米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0820拉薩－納木措－當雄－拉薩  

看那山湖相伴相隨，照映著心裡片片記憶。天空寶鏡「納木措」是西藏聖湖，藏語原意即有「天

湖」之譽，輕輕滑入納木措的湖心，只要在這裡呼吸一次，足夠讓您回憶一生一世，或經過、或沉思、

或冥想，滲透人生每個片刻的意義，將會是此行最大收穫。 

本日前往藏族心目中最神聖的聖湖－也是西藏第一聖湖【納木措】，途中在廣大的羌塘草原上，看到

稀疏的藏民趕著牲畜奔走的那一種景象，絕對會令您

十分的振奮，翻過那根拉山口之後，呈現在眼前的就

是令人神往的那木措。【納木措】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湖泊，也是中國第二大鹹水湖，湖面海拔 4.718 米，

納木措藏語譯為「天湖」，是西藏三大聖湖之一，因此

在藏人的心目中納木措是非常神聖的，據說在羊年轉

此湖泊，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湖心有五座島嶼，其

中連接扎西半島上有一座有名的扎西寺。我們在扎西

多半島稍作停留之後，隨後返回拉薩。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藏式風味餐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0821 拉薩(哲蚌寺曬大佛) 

每年的西藏雪頓節，哲蚌寺曬大佛儀式場面非常壯觀，現場聚集數以萬計的信眾、穿著整齊僧袍

的僧眾及來自不同國度的旅客共襄盛舉。 

在十分莊嚴的氣氛下，請出佛畫，完成掛佛畫及展開的程序。 

 

參加雪頓節觀看哲蚌寺曬大佛 

今天我們要早起前往拉薩市街西北郊 5 公里

處，參觀西藏最大寺廟哲蚌寺的曬大佛儀式，

哲蚌寺也是黃教六大寺廟中規模最大的寺廟，

為喇嘛教的教學重鎮，也是拉薩三大寺廟之

一，此寺廟在五世達賴重建布達拉宮之前，一

直是歷代達賴的駐錫地，一年一度的曬大佛場

面很壯觀，非常殊勝、機會很難得！ 

每年的今天人潮將超過十萬人來此觀看曬佛，

所以哲蚌寺會有交通管制－禁止車輛上山，人員全部都要徒步上山！ 

 

早餐：簡易餐盒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0822 拉薩－日喀則 (扎什倫布寺) 

悄悄走出拉薩，遇見外頭最美的紅塵。沿著雅魯藏布江前往最好的莊園、班禪喇嘛駐錫之地－日

喀則。佛都的中心「扎什倫布寺」，有著歷時十二年鑄造、世界上最大的鎏金銅鑄佛像。虔誠敬佛時，

不禁感受到，有別於前藏布達拉宮的迥異風情。 

 

 

早餐後，我們將沿著雅魯藏布江前往日喀則，前往

【扎什倫布寺】參觀，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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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喬穆朗宗酒店 或 日喀則飯店 或同級 

 



第九天  0823 日喀則－協格爾－絨布寺 (珠峰大本營) 

仰望離天空最近的距離，讓星辰點綴著，路途裡的斑斑足跡。今日將前往地球的第三極地，全世

界著名的珠峰大本營，近看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並在世界最高的幸褔郵局，向家人朋友們寄出

感動、寄出最深遠的祝福。最後夜宿在世界最高寺廟－絨布寺，徜徉在珠峰星海，成為一生最美的印

記。 

今天我們前往後藏地區主要的景區，也是世界

著名的珠峰大本營，這是人類極限的挑戰區域，也

是大家讚賞的境地－真正的地球第三極地，我們除

了站在大本營的前方，欣賞世界第一高峰的美景之

外，也將住宿在世界第一高的寺廟－絨布寺。 

抵達後我們隨即前往珠峰大本營的基地營地，這裡

是即將挑戰珠峰的登山者齊聚休息的地方，在等待

好體力與好天氣之後，好好的挑戰自己人生極限的

地方，而這裡也是您離珠穆朗瑪峰最近的距離，天

氣好的時候把握多拍幾張相片喔！相信也是您一生中最難得的經驗。世界海拔最高的幸福郵局(5100

公尺)、絨布寺祈福法會，點酥油燈活動、欣賞珠穆朗瑪峰日出、日落與滿天星斗：(需視當時的天氣

狀況，隨緣!)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簡餐 

住宿：絨布寺招待所 

 

第十天  0824 絨布寺－日喀則 

陽光揭醒大地的絢麗，微風裡偷偷藏著一份真摯心意。珠峰的雄姿瞬息萬變，乘著風，象徵幸福

的五色經幡正隨風飄揚，大地、藍天、太陽、白雲、叢林與神祈們的力量，正在為眾人祈福著。當風

吹過經幡時，就相當於將咒禱經文念過一遍。為你掛上五色經幡，是我為你祝福一遍又一遍。告別與

珠峰的近距離親密接觸後，將回到熟悉的日喀則。 

 

早上您可以起來拍日出，尤其以絨布寺為前景的構

圖更是漂亮！欣賞珠峰壯麗景色的同時，記得珠峰

的雄姿是瞬息萬變，您可要抓好相機隨即按下快

門。隨後我們將原路返回日喀則。早上懸掛幸福五

色經幡：揚起經幡，傳送幸福康樂 

 

 

 

早餐：招待所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喬穆朗宗酒店 或 日喀則飯店  或同級 



第十一天  0825日喀則－江孜－羊卓雍措－拉薩 (羊卓雍措、白居寺) 

時間不停歇地走過，宗寺總在背後珍藏一件件經典，川水則是默默刻記一道道傳說。前往有西藏

塔王之稱的白居寺塔，塔內十萬佛像，化成一座藝術寶窟。隨後目睹卡若拉冰川的鬼斧神工，瞧見漸

融消逝前最後的壯闊，記住那道千萬年以來的神話印記，望向羊卓雍措，在寶鏡般的湖面，走進前世

看到今生。 

今天我們將要起得較早一些，因為有些美景要早起

才能看得到！早餐後，搭車前往江孜，路上我們順

便參觀藏族的糌粑水力磨舫！隨後參觀顯密雙修

最重要的道場【白居寺】、【白居寺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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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可以在白居寺

遠眺【宗山砲台】(宗山砲台我們只有遠眺，不登

頂！)。隨後我們將前往卡惹拉冰川，卡惹拉冰川也是世界上距離公路最近的冰川之一，但是由於地

球暖化的關係，目前已經在消退當中！午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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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口上遠眺【羊卓雍措】，羊卓雍措是西藏的三大聖湖之一，真的很美麗！ 

☆晚上安排團員幸福分享會 

 

第十二天   0826拉薩+++青藏鐵路 

隨著一節節心動節奏，一步步揭曉繚繞夢中的極地面孔。近一整天的青藏鐵路之行，心裡早已蓄

勢待發。將登上世界最高、線路最長的青藏鐵路，沿途會經過世界最高的鐵路啞口、世界最高的唐古

拉山火車站與世界最高的風火山隧道。行駛在地球的屋脊上，感受在世界之巔疾行，隨風帶走過往的

滯礙，宛若新生。 

今天我們將搭乘拉薩到西寧的青藏鐵路火車，全程

將花費約 22小時，午 、晚、早餐都在火車上使用，

會比較麻煩希望您有心理準備！沿途我們將看到

中國第四大草原羌塘草原，還有經過世界海拔最高

的鐵路啞口－唐古拉山啞口(5,072 公尺)、世界海

拔最高的唐古拉山火車站(海拔 5068 公尺)，青藏

鐵路也是世界上穿越凍土里程最長的高原鐵路，我

們將穿越多年連續凍土達 550公里。當然，沿途還

會穿過世界上最長的高原凍土隧道，全長 1686 公

尺的昆崙山隧道。還有世界海拔最高的隧道，風火山隧道海拔標高 4905公尺，最重要的這條隧道全

部位於永久性凍土層內，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永久性凍土隧道。沿途您還可看到著名的可可

西里無人區，在這廣闊的無人區裡，有許多的野生動物群，尤其是藏羚羊更是珍貴，還有野氂牛、野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火鍋宴 

住宿：瑞吉度假酒店 或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驢、白屁股羊等野生動物！我們晚上將夜宿火車上。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火車上 晚餐：火車上 

住宿：夜臥火車 

以下是我們幫您整理青藏鐵路的資料： 

◎最長高原鐵路：1,956公里(西寧到拉薩)，其中格爾木到拉薩為 1142公里。 

◎穿越凍土最長：共有 550公里。 

◎海拔最高鐵路車站：5,068公尺的唐古拉山車站。 

◎海拔最高凍土隧道：位於風火山附近的風火山隧道，海拔 4,905公尺。 

◎最長高原凍土隧道：位於海拔 4,767公尺崑崙山的崑崙山隧道，全長 1,686公尺。 

◎海拔最高鐵軌工廠：位於安多的安多基地，海拔 4,704公尺。 

◎最長高原凍土鐵路橋：共有 11.7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橋。 

 

第十三天   0827青藏鐵路+++西寧【青海湖畔騎自行車】 

離開前，依循湖畔尋傳說裡的足跡，委託山丘述

說不捨的離情。傳說，「青海湖」是當年倉央嘉措病逝

之處，漫遊湖畔，正是貼近祂，一吐旅程感悟的最佳

時光。 

 

☆晚餐安排西寧著名的回族風味餐廳！不只要讓您吃

到飽！絕對要讓您口齒留香、回味到老！ 

 

史書記載在政治鬥爭下，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遭到罷黜，在被執獻京城途中，病逝於青海湖

畔，享年 24 歲。但是民間傳說他並未逝世，最後於內蒙阿拉善弘揚佛法 30 年。青海湖也因倉央嘉

措的生死之謎憑添了更多神祕的色彩。早上時分我們的火車將經過青海湖的北面(看不到青海湖)，

“青海湖”距離西寧市約一百七十公里處，在山間標高約 3260多公尺左右的高原上，蒙古語是“青

色的海”的意思，湖邊周長三百六十公里，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並經過著名的金銀灘大草原，我們

將於早上抵達西寧火車站。 

下火車後隨即驅車前往著名的青海湖，抵達後您可漫步遊於青海湖的湖畔，欣賞“天蒼蒼，野茫

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麗景色，在那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盡情放聲歌唱，伴您的底片留下美好

的記錄。我們也將安排大家騎乘自行車，悠遊騎行在青海湖畔，襯著蔚藍的天空，迎著湖岸四周綠蔭

的草原，令人心胸開闊，流連忘返。 

★若因內陸段航班調度問題，今日有可能提早至成都(或西安或深圳…等)住宿，但行程絕不減少，尚

請見諒！ 

 

 

早餐：火車上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回族風味餐 

住宿：神旺大酒店 或同級 



第十四天   0828西寧／成都(或重慶或西安)／香港／桃園   

天空已不再陌生，取而代之的是滿天回憶，搭乘飛機準備返程，相同的路途、相同的天空，卻與

剛來時不盡相同，看著這片土地已不再陌生，逐一回憶每座城市光景，傳說故事，在座位上翻著這一

趟相片紀錄，回應起先的那個期待想像，扎實地在腦海裡寫入自己的西藏故事，再見西藏。 

 

 

早上搭乘中國民航班機前往成都(或重慶或西安)再

經香港，並在香港轉機返回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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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機上使用 晚餐：機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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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搭乘青藏鐵路行程，嚴禁攜帶刀類用品(如瑞士刀、水果刀等)，違者當場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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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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