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的屋脊、世界之巔~西藏天路之旅 

相約西藏~日光聖城‧拉薩 布達拉宮 日喀則 納木措之旅 八日 

■西藏│ 

  是無數人心靈所嚮往的地方；寶貴的文化遺產，特殊的地理環境，獨特的自然風光，神秘的宗教信仰，
均是旅遊者、攝影家、佛教徒、藝術家、探險者…，心之所嚮；但高原缺氧、路途艱辛、環境的惡劣，
均讓人們望之怯步。隨著青藏鐵路的完成，拉薩周圍有了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棟棟飯店相繼建蓋，道路
鋪起著柏油，整個城市忙碌了起來，世界各地的遊客，競相來訪，古老的文化注入了現代文明，混亂中
又各自相安無事，到訪者各自追尋自己的夢想，似乎都忘了那些高原反應；其實，本來就沒這麼可怕【可
怕是人們對她不了解】，只要是正常人【無重大疾病】，遵守高原注意事項，均能適應大自然的變化。 



 

■特別安排搭乘中國國際航空台北直飛重慶，行程時間充裕，讓您輕鬆愉快地享受旅途的樂趣，充實愉 
  悅的旅程令您流連忘返。 

 

 



 
★【貼心小禮】：迎賓哈達、每日礦泉水每人二瓶以上。 
★【精心安排】：隨車提供醫療級氧氣鋼瓶（免費使用）、紅景天。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站。 

以上行程如有老人、小孩之門票一概不退 

■團費說明： *** 包含全程機場稅及西藏簽證費 *** 
■包含項目：500 萬旅約責任險+20 萬醫療險,含酒店住宿,含來回機票,含國內外機場稅 
■不含項目：不含小費,不含簽證費用,不含行李小費,不含行李超重費 

 

 

       



 

 
※所有飯店最終以說明會資料為主※ 

 

 

 

第一天  臺北 ／ 重慶                                            CA-410  19：20/22：30 
【重慶】簡稱巴、渝，別稱山城、渝都、霧都、橋都，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長江上
游地區的經濟、金融中心，藝術、文化、教育、科技等中心之一，水路空綜合交通樞紐。國家歷史文化
名城，世界溫泉之都，中國著名火爐城市。有文字記載的歷史達 1000 多年，是巴渝文化屬地。因嘉陵
江古稱「渝水」，故重慶又簡稱「渝」。北宋崇寧元年（1102 年），改渝州為恭州。南宋淳熙 16 年（1189
年）正月，孝宗之子趙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為光宗皇帝，稱為「雙重喜慶」，遂升恭州為重慶府，
重慶由此而得名。 

餐食：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五星南方君臨大酒店或 同級.★★★★★ 

 



第二天  重慶【三峽博物館】 ／ 拉薩 
【三峽博物館】可入藏文物 30 萬件，現已有文物 17 萬餘件，包括三峽出土的國家二級以上的珍貴文物
3千餘件。重慶中國三峽博物館在繼承西南博物院、重慶市博物館豐厚積澱基礎上，不斷改革創新、銳
意進取，整體提升了收藏、展覽、學術研究、社會教育與服務水準，成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館、中央地
方共建國家級博物館培育物件、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全國青少年教育基地和重慶市科普基地。 
搭乘國內班機飛往西藏－【拉薩】，簡稱“拉＂，是中國西藏自治區的首府，具有高原和民族特色的國
際旅遊城市。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中心，也是藏傳佛教聖地，拉薩位於西藏高原的中部、喜
馬拉雅山脈北側，海拔 3650 米（要防內源氧缺乏症），地處雅魯藏布江支流拉薩河中游河谷平原，拉薩
河流經此，在南郊注入雅魯藏布江。拉薩全年多晴朗天氣，降雨稀少，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氣候宜人。
全年日照時間在 3000 小時以上，素有“日光城＂的美譽。拉薩境內蘊藏著豐富的各類資源，相對於全
國和自治區其他地市，具有較明顯的資源優勢。作為首批中國歷史文化名城，拉薩以風光秀麗、歷史悠
久、風俗民情獨特、宗教色彩濃厚而聞名於世，先後榮獲中國優秀旅遊城市、歐洲遊客最喜愛的旅遊城
市、全國文明城市、中國特色魅力城市、中國最具安全感城市等榮譽稱號。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 機場發放 50RMB         ／晚餐： 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準五星級雪龍莊園大酒店或 同級. 

 
第三天  拉薩 
    景點：布達拉宮、大昭寺、八廓街、布達拉宮夜景 
【布達拉宮】是一座規模宏大的宮堡式建築群，最初是吐蕃王朝贊普松贊干布興建。於 17 世紀重建後，
成為歷代達賴喇嘛的冬宮居所，為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中心。整座宮殿具有鮮明的藏族風格，依山而建，
氣勢雄偉。宮中收藏了無數的珍寶，為一座藝術殿堂。布達拉宮依山壘砌，蜿蜒直至山頂，宮域幾乎占
據了整座山峰。宮內群樓聳峙，殿宇巍峨，金頂輝煌，氣勢雄偉，充分體現了藏式建築的特色。主樓高
117.2 米，東西長 360 米，南北寬 140 米。從外觀看有十三層，實際只有九層，下方的四層是由岩石向
上砌築的地壠牆，起支撐作用。整座布達拉宮有房屋近萬間，全部為木石結構，建築面積約 13 萬平方
米。宮殿外牆用大塊花崗石砌築，厚度 2至 5米，部分牆體夾層內還灌注鐵汁，更加堅固。布達拉宮的
主體建築由三部分組成。紅宮居中，東連白宮，西接扎廈，三者相互貫通，渾然一體。宮殿在平面上是
由許多矩形房屋拼合而成的，結構十分複雜。在縱向上，各種房屋高低錯落，前後參差有致，主次分明。
建築外部都用紅、白、黃三色粉刷，象徵著威嚴、恬靜和圓滿，色彩和樣式都具有鮮明的藏傳佛教特徵。 
【大昭寺】始建於七世紀吐蕃王朝的鼎盛時期，建造的目的據傳說是為了供奉一尊明久多吉佛像，即釋
迦牟尼八歲等身像，該佛像據傳是當時的吐蕃王松贊干布迎娶的尼泊爾尺尊公主從家鄉帶去的。據說當
地原為一座湖泊，但在松贊干布的努力之下，將它填平建為寺院。之後寺院經歷代擴建，目前占地 25100
餘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大昭寺內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帶去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而八歲等身
像於八世紀被轉供奉在小昭寺，後毀於文化大革命。在大昭寺的泥製大佛之中，安放了尺尊公主帶至西
藏的木製釋迦牟尼佛像，相傳松贊干布化身為光芒，進入佛像之中。 
【八廓街】是拉薩最古老的街道，古代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率部遷徙到拉薩後，首先建造了大昭寺，藏
傳佛教的信徒們就開始圍繞大昭寺轉經，逐漸形成一條道路，成為拉薩三條轉經道的中轉經道，藏族人
稱八廓為「聖路」，藏語「廓」的意思即為「轉經道」。八廓是一條單行道，在八廓上行走，必須和轉經
筒的旋轉方向一致，即順時針行走。街上也有許多信徒在一步一長跪地轉經。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尼泊爾風味 60RMB. 

住宿：準五星級雪龍莊園大酒店或 同級. 

 
第四天  拉薩 
    景點：羅布林卡、西藏博物館、色拉寺 
【羅布林卡】位於布達拉宮以西約 2公里的拉薩河畔。羅布林卡建於 1740 年代。全園占地面積 36 萬平



方米，主要建築為格桑頗章、措吉頗章、金色頗章、夏典拉康、達旦明久頗章（新宮），有 374 間房，
是西藏人造園林中規模最大、古蹟最多者。自七世達賴之後，歷世達賴在親政之前，均在此習文、學經、
修習佛法；親政後每年夏季來此辦公。1740 年代以前，羅布林卡是一片野獸出沒，矮柳及雜草叢生的荒
地。後來，因七世達賴喜愛並常來此地，故清朝駐藏大臣便為其興建了一座烏堯頗章（涼亭宮）。1751
年，七世達賴在烏堯頗章東側又興建了一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三層宮殿「格桑頗章」（賢傑宮），其內
設有佛堂、閱覽室、臥室、護法神殿等等，此後被歷代達賴用作夏季辦公及接見西藏僧俗官員的場所。 
【西藏博物館】建於 1999 年，是「62 項援藏工程」之一，總占地 53 959 平方米，建築面積達 23 508
平方米，包括三個部分：主館區，民俗文化苑和辦公區，展廳面積為 10 451 平方米，其藏品包括西藏
史前文化遺物，併入中國後被歷代帝王晉封的歷史展品，藏族文化藝術作品以及民俗文化藏品等。西藏
博物館的建築風格具有藏族建築的民族風格，是西藏地區最大的博物館。 
【色拉寺】是藏傳佛教格魯派六大寺院之一，由宗喀巴的弟子「大慈法王」絳欽卻傑在公元 15 世紀初
創建。1419 年，格魯派的始祖宗喀巴命弟子絳欽卻傑在拉薩北郊的烏孜山南麓創建寺院，命名為「秦清
林」，藏語意為「大乘洲」。因附近多「色拉」（藏語意為酸棗林），故又通稱色拉寺。建寺後不久，宗喀
巴即去世。因為之前他還興建了甘丹寺和哲蚌寺，故此人們將三寺並稱為「拉薩三大寺」。色拉寺的規
模宏大，依山就勢而建，寺前有流沙河流淌而過。寺院占地約 11.5 萬平方米，建築以措欽（集會）大
殿、麥扎倉、吉扎倉、阿巴扎倉等主體建築為中心，穿插布置了數十座康村（僧舍村落）。雖然建造時
並沒有進行過規劃布局，但由於建築的外觀顏色一致，主體建築形體高大，因而具有統領全局的作用，
使整座寺院顯得主次有序。寺內所有屋舍均為石木結構，屋頂覆阿嘎土，白色外牆的上部裝飾紫黑色貝
瑪草，具有濃郁的藏式風格。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RMB.       ／晚餐：藏式風味 60RMB. 
住宿：準五星級雪龍莊園大酒店或 同級. 

 
第五天  拉薩－【納木措】－拉薩 
【納木措】現為西藏第二大的湖泊，也是中國第三大的鹹水湖。湖的形 
狀近似長方形，東西長 70 多千米，南北寬 30 多千米，面積 1920 多平 
方千米。湖面海拔 4718 米，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湖水平均 
深度 33 米，蓄水量 768 億立方米。「納木錯」為藏語，這個湖的蒙古語 
名稱為「騰格里淖爾」，兩個名稱都是「天湖」之意。納木措地處被稱 
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屬於中國五大湖區的「青藏高原湖區」 
。在北緯 30°30′至 30°35′和東經 90°16′至 91°03′之間。位於西 
藏自治區的中部，在那曲地區的東南邊界和拉薩市區劃的西北邊界上 
。約有五分之三的湖面在那曲地區的班戈縣內，五分之二的湖面在拉 
薩市的當雄縣內。納木措向南距拉薩市區約 100 千米。湖的南部岸邊為念青唐古拉山東段的北側山麓，
而湖的西北側及北側為高原上的低山丘陵。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中式合菜 50 RMB. 
住宿：準五星級雪龍莊園大酒店或 同級. 
 
第 6 天  拉薩－日喀則 
    景點：札什倫布寺 
【札什倫布寺】也稱「吉祥須彌寺」，全名為「扎什倫布白吉德欽曲唐 
結勒南巴傑瓦林」，意為「吉祥須彌聚福殊勝諸方州」，是中國西藏自 
治區日喀則市最大的寺廟，為四世之後歷代班禪喇嘛駐錫之地。位於 
日喀則市桑珠孜區城西的尼色日山坡上。它與拉薩的「三大寺」甘丹 
寺、色拉寺、哲蚌寺合稱格魯派的「四大寺」。四大寺以及青海的塔 
爾寺和甘肅的拉卜楞寺並列為格魯派的「六大寺」。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風味 50RMB.        ／晚餐：陝西風味 50RMB. 
住宿：準五星級喬穆朗宗大酒店 或 同級. 
 
第七天  日喀則－拉薩 
    景點：白居寺、卡若拉冰川、羊卓雍措 
【白居寺】地處江孜縣駐地江孜鎮西北方向的宗山腳下，南、北、東三面環山，寺院四面臨水。白居寺，
藏語稱「班廓曲德」，意為「吉祥輪勝樂大寺」，通常簡稱「吉祥輪寺」，漢文「白居寺」即此藏語簡稱
的音譯。白居寺創建於 15 世紀中葉的前半期（1418 年至 1436 年）。因為歷史悠久，精美的建築保留完
整，宗教價值特別，寺院塔內保存有完好且數量很多的精美壁畫及造像，故於 1998 年被列為第四批全
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白居寺由寺院、吉祥多門塔、扎倉、圍牆組成，為明代建築。江靈敏度法王繞丹
貢桑帕和一世班禪克珠傑共同主持興建了該寺。克珠傑（1386 年－1438 年）早年隨薩迦派仁達哇等高
僧學習佛法，很快成為精通五明的佛學大師。1413 年，繞丹貢桑帕（1389 年－1442 年）為在江孜地區
弘傳佛教，乃邀請克珠傑到江孜主持教務，並且將江孜莊園與上部城堡兩地闢為建寺用地，於 1418 年
藏曆 6月 2日動工興建，1425 年藏曆 2月 14 日竣工。該寺為三層平頂藏式建築，平面為壇城模型，由
大殿、法王殿、護法神殿、金剛界殿、羅漢殿、道果殿、無量宮殿、轉經迴廊等建築組成。 
【卡若拉冰川】 是西藏三大大陸型冰川之一，為年楚河東部源頭。從羊卓雍錯出來後，跨越 4330 米的
斯米拉山口後就來到了卡若拉冰川的冰舌下。冰舌前沿海拔 5560 米，觀看卡若拉冰川的地方海拔約有
5400 米，在山口北面 5600 米左右的地帶，屬甯金抗沙峰冰川向南漂移後形成的懸冰川。 
【羊卓雍措】又稱「裕穆湖」、「白地湖」、「牙木魯克湖」。裕穆湖，藏語意為「天鵝之湖」。又因為該湖
在白地附近，故稱白地湖。藏語「羊卓」意為「上部牧場」，「雍」意為「碧玉」，「錯」意為「湖」，合
起來意思是「上部牧場碧玉湖」。漢語又稱「羊卓雍湖」，簡稱為「羊湖」。羊卓雍錯是西藏自治區第五
大湖，藏南最大的內陸微鹹水湖。該湖與納木錯和瑪旁雍錯並稱西藏三大聖湖。位於年楚河－羊卓雍錯
斷裂帶南面的地層陷落窪地，後來經過冰川作用積水而成為堰塞湖。該湖原本是外流湖，湖水經墨曲匯
流入雅魯藏布江，落差達到 900 公尺。後來，由于山地抬升，氣候趨於乾旱，水位逐漸下降，進入雅魯
藏布江的水道被堵，該湖遂逐漸變成內陸湖。湖水主要來自冰雪融水及泉水，流入羊卓雍錯的河流主要
分布在湖南岸、東南岸、西岸，集水面積達到 6100 平方公里。湖體自身調節水位，年最高水位在 9月
至 10 月出現，最低水位在 5月至 7月出現。羊卓雍錯湖面海拔 4441 公尺。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 菌鍋風味 60RMB. 
住宿：準五星級雪龍莊園大酒店或 同級. 
 
第八天  拉薩／重慶／桃園 
    搭乘國內班機返回－重慶，轉搭乘直航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 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備註 
★ 青藏旅遊特別說明  ★ 
1.此行程為高原高海拔地區，拉薩為 3600 公尺，日喀則 3800 公尺，羊卓雍錯 4441 公尺；屬特殊行程，
有體力不好、行動不便、高血壓、心臟疾病、糖尿病、氣喘病者，請斟酌自身情形審慎參加。 
2.此行程所到之地區，因為海拔高容易引起高山反應現象，務請團友多準備個人所需的預防藥，及出發
前休息充足以適應高原地區氣候變化。 
3.西藏 4-10 月平均溫度：13℃（早晚溫差大，最高溫 22℃；最低溫 5℃）請攜帶旅遊輕便外套與毛衣。
（白天可穿秋季服裝,但晚上外出需換上需加毛衣或羽絨外套），即使夏天出門也要帶風衣或較暖衣物。  
白天日照強且長－高原空氣稀薄，透明度高，平均日照時間均比平原上長好幾倍以上，有些城市太陽要
到晚上八點多才下山，請自備太陽眼鏡、遮陽帽及防曬油用品以免曬傷。 



4.西藏的飯店內多配備有氧氣機,此為個人自行付費的行為,團費不包括其使用費用；唯團體行程內,個人
可視自身情況之需要，向隨團導遊索取氧氣袋，以備緊急情況使用，在正常情況下，第一天的高山反應
實乃正常現象，非屬必要，盡量不使用氧氣袋。 
5.在高山地區旅行，腳步與說話速度敬請放慢，情緒也不要太激昂，煙酒盡量減少，夜晚外間活動少，
若有可能，夜間盡量減少外出，以便保存體力，讓隔天的適應力更加順暢。 
6.因大陸飛機、火車時刻常誤點或取消，此資料僅供參考，確定安排由當地旅行社做最後確定 
7.★★飯店如有變更以同級為主。                                                 
※ 大陸地區因飛機、火車班次時刻經常誤點或取消；故以上行程或住宿酒店若有變更，將有所調整。
若遇不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將保有變更行程之權利，最後以出發行前說明會資料為基準，不另行通知。 
※ 飯店房間均提供兩小床房型，若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飯店提供為主，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
或三人一室加床(須另外加價)，因區域酒店構築限制，造成不便敬請見諒。如有欲住單房者，須補足單
人房價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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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便之處，尚祈鑒諒。 
※ 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落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便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敬告素食
客人如前往中國旅遊，請先自行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不時之需。 
◆即日起 65 歲以上(含 65 歲)參加西藏旅遊團體，申請入藏證時，必須另外提供： 
臺灣各公私立醫院所開立之身體健康無虞，可前往西藏旅遊的健康聲明證明書，證明書上須有醫生簽名，
並蓋醫院的章。才能辦理。(敬請配合。如無法提供，國台辦有權不授理) 
★此行程為高原高海拔地區,拉薩為 3600 公尺,羊卓雍錯 4441 公尺，澤當為 3550 公尺,江孜為 4100 公尺,
日喀則 3800 公尺；屬特殊行程,若有體力不好、行動不便、高血壓、心臟疾病、糖尿病、氣喘病者,請斟
酌自身情形審慎參加。   
 
■【入藏証所需資料】│ 
團隊進入西藏自治區旅遊，必須提前辦理入藏証件，需要提供以下相關資料： 
1.參團旅客之臺胞證照片頁掃描有效期頁之檔案』 
※2. 辦理入藏証需要在入藏前一個月 10 號前提供以上資料給我們，入藏證規定須團去團回，因此入藏證

的下件時間會依團隊整團證件送齊後送出辦件。 
 
■【布達拉宮參觀時間】 
因每年入內參觀的人次太多，因此需由西藏旅遊局統一調配，於前一天才知，且每個團體只能參觀一小
時，故行程順序會有前後調整。布達拉宮有限制參觀時間（需旅客配合），參觀時需查驗臺胞證。 
  
★全程投保 500 萬旅遊保險＋海外急難救助，並有隨車氧氣供應，讓你玩的開心、放心。 
※14 歲以下及 70 歲以上僅能投保至 200 萬。 
※80 歲以上全程參團之台灣旅客，旅平險中＂海外突發疾病醫療＂無法承保；請自行加保有海外突發疾
病醫療之險種。 
※大陸參團之客人(台灣人)無法承保旅平險，請自行加保有海外突發疾病醫療之險種。 
※外國人(含大陸人)於大陸參團無法承保任何保險。 
※非台籍旅客全程參團，旅平險中＂海外突發疾病醫療＂無法承保；請自行加保有海外突發疾病醫療之
險種。 
★全程安排知識豐富之專業領隊與導遊精心服務，西藏世紀國旅與您絢麗共遊。 
★建議小費 每日台幣 300 元 /天（含所有全程司機導遊 領隊 高山旅遊服務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