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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理念：                                                                                                                                                     

西藏.....多數人對這片被宗教神秘面紗籠罩的黃土高地印象並不深刻，只能透過各種

傳播媒介略知一二。對於信仰虔誠濃厚的西藏，其實還擁有著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獨

特的自然風光，更是許多旅遊者、攝影家、佛教徒、藝術家、探險者等所嚮往一遊的淨

土。以往，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交通不便使然，來西藏一趟其實要克服很多關於高

原缺氧、路途顛簸、環境艱辛、多變的氣候..等問題，總是讓一些旅客望之怯步。現今，

隨著青藏鐵路的開通，首府【拉薩】周圍有了巨大的變化，一棟棟飯店相繼建蓋，道路

鋪起著柏油，世界各地的遊客競相來訪，整個原本平和幽靜的城市，突然之間忙碌了起

來；現代文明正注入古老文化的底蘊，讓西藏對一般人而言也不再是這麼遙不可及。    
   林芝素有“西藏江南”之稱的，由於受垂直氣溫的影響，大自然為它的梳妝，獨具匠心，

賦予它多彩的身姿和精靈般的氣質。在春回大地之時，為它準備的一場人與自然萬物和

諧相處的盛宴。這頓豐富的盛宴，讓你不僅沉醉在奇異自然風光的美色之中，更讓你體

會到在自然景觀的映襯下，人文景觀的魅影和絢麗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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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規劃相對最安全的西藏行程，考慮到人體適應高山氣壓變化的問題；一般是從容(首
重睡眠要夠)先到低海拔的林芝(2800m)適應 48hr 後，再慢慢依次登向高海拔的拉薩

(3486m)，再搭乘最先進的青藏鐵路高原觀光火車，經由最艱困也是世界最高難度的高原

鐵路段(因為途經破碎斷層帶、永凍土地層、極寒的施工路段..等多種挑戰) 返回拉薩。整

個行程自低海拔向高海拔地區依次遊覽，有效延緩高原反應；讓您的青藏旅程得以用最

安心、舒適來完成，雖然成本較高但在安全第一的考量下，「成本」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建議不走全程的青藏鐵路 :                                                      
a.大陸鐵路局不依男女分房賣票,常有陌生男女混居同房共寢 ,造成極度的不方便與噁心, 
雖有領隊出面協調,但肯定會有與陌生人同房的機會,確實不方便. 
(註:現在更是一位難求;已有聽說多起團隊因買不到軟臥只好讓客人睡硬臥,那真的能說慘

到不行的.軟臥四人一室還有門,可有自己私密空間;硬臥是 6 人一間,一壁掛三床跟水兵床

差不多的狹隘空間,再加上沒有門晚上睡覺被看光光,完全無隱私空間;加上行李根本無法

動彈，那這 23hr 怎麼過? )實在沒必要去擔這可能的不便! 
b.行李無處擺:因為車廂設計錯誤,行李箱高度比下舖床板高出 7 公分以至於行李放不進

去床鋪下,塞爆了狹小的活動空間,是整個火車之旅中的夢靨  
c.車上無法沖澡,您將有 2 整天無法清洗 
d.車上公用廁所,衛生不容易維持 
e.床鋪狹窄有空間壓迫感,不是很容易入睡的 
f.床具用品無法保證天天換新 
g.窗外景致在格爾木之前漂亮,但從早上 8 點看到晚上 6 點,實在飽過頭了,再美的風景也提

不起勁來看,入夜後又看不到景色,要睡又太早,可怎麼辦? 
※本公司建議:只要體驗世紀青藏鐵路的偉大,從拉薩到當雄三個站 2hr 的體驗之旅.買軟

座上車,再帶您去最美的餐車喝飲料 ,窗潔几淨好不優雅 ,賞心悅目後再順道見識何謂硬

座、硬臥、軟臥;不用讓自己親身承受長途火車的不便,卻又可一窺其中奧妙起步美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凍土隧道—風火山隧道，海拔 4905 米，全長 1338 米。 
★世界上最長的高原凍土隧道—昆崙山隧道，海拔 4648 米，全長 1686 米。 
★世界上建在凍土地段上最長的鐵路橋—清水河大橋，全長 11.7 公里。 
                                  行程特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8E%E7%81%AB%E5%B1%B1%E9%9A%A7%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6%E4%BB%91%E5%B1%B1%E9%9A%A7%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B0%B4%E6%B2%B3%E5%A4%A7%E6%A1%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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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位於藏東南的最後淨土，有小瑞士美稱的【林芝】，適應高山症狀，遊覽全球最大 
 的【雅魯藏布江峽谷風光】，感受西藏獨特文化和風光。 
●深度遊覽林芝(藏東)地區著名景點： 

(1)途經西藏地區生命之源【雅魯處藏布江】之兩江匯合處 
(2)神奇獨特的千佛瀑布風景區【嘎定溝瀑布】 
(3)由草甸、灌木叢和茂密的雲杉、松樹所組成的【魯朗林海】 

●深度遊覽拉薩(前藏)地區著名景點： 
(1)全世界最高的宮殿【布達拉宮】 
(2)西藏現存最古老的土木結構建築【大昭寺】 
(3)拉薩最古老的街道【八廓街】 

●深度遊覽日喀則(後藏)地區著名景點： 
(1)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羊卓雍錯湖】 
(2)歷代班禪喇嘛駐錫之地【紮什倫布寺】 
(3)後藏地區的宗教、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日喀則】 
(4) 西藏佛教領袖班禪宮殿之一，位於市西南，又名德慶格桑頗章【班禪新宮】 

                               豪華住宿 ：                                                                                                                                          

【成都】.....新五星成都賽倫吉地大酒店  
 成都賽倫吉地大酒店坐落於雙流區。飯店地理位置優越，地處成都機場僅需 15 分鐘車 
 程，方便次日搭早機，可以睡個好覺。 
【波密】山峽大酒店擁有時代優雅的豪華套房、山峽大酒店為您提供熱情貼心的殷勤服 
務，讓您置身其中，享受西藏江南風情。 

【林芝】.....四星鴻天大酒店 (2012 開業)或風情酒店 
 離林芝商業街 1 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交通極為便利。 
【拉薩】.....准五星百翔空港花園酒店 (2016 開業) 
【日喀則】...山東國際酒店總建築面積 11743.51 平方米，主樓共 9 層，擁有 3000 平米的
大型停車場和強大的專業服務團隊。 
                                  貼心小禮 ：                                                                                                                                                  
● 哈達迎接、精美紀念品 -轉經筒 
● 每天每人一瓶礦泉水、西藏段遊覽車上配氧氣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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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賽侖吉地大酒店】2013 年開業 2015 年裝修 357 間房位於成都西南，蓉城中心驅

車約 30 分鐘，東距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約 10 分鐘車程，南距雙流國際機場、奧特萊

斯奢侈品購物廣場、歐尚超市、亞洲最大的室內購物中心僅幾分鐘車程。 
 

 

 

 

 

 

 

 

 
【林芝- 鴻天大酒店】2012 年開業 145 間房林芝鴻天大酒店是一家豪華型精品酒店，座

落在素有西藏“江南”之美譽的林芝尼洋河畔，林芝地區體育場對面，地理位置優越。

酒店擁有多種客房，為您營造舒適和安全的住宿環境。 
 
 
 
 
 
 
 

 
 
 
 
 

日 期 地點 航空公司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05/12 
高雄  河內 VN  587 08:40 10:30 

河內  成都 VN  552 12:00 15:15 

05/13 成都  林芝 CA 4431 07 : 10 09 : 25  
05/20 拉薩  成都 CA 4402 10 : 45 12 : 40 

05/21 
成都  河內 VN  553 16:15 17:30 

河內  高雄 VN  586 18:45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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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空港百翔花園酒店】2013 年開業 136 間 是由廈門百翔酒店集團在拉薩投資的首

家掛牌四星級酒店，延續百翔酒店集團提供專業成熟的國內先進酒店管理模式。 
 
 
 
 
 
 
 
 
 
 
 
 
【波密-山峽大酒店】山峽大酒店擁有可同時容納 300 人就餐的豪華典雅宴會廳；擁有現代

文化特色的貴賓包間；擁有時代優雅的豪華套房、商務套房、豪華標間、棋牌間；擁有

多媒體多功能會議場所、同時具有商務洽談茶吧；有力推動了我國西藏酒店失業的發展。

山峽大酒店為您提供熱情貼心的殷勤服務，讓您置身其中，享受西藏江南風情。 
 
 
 
 
 
 
 
 
 
 
 

  
 
第 1 天  高雄  河內   成都                                                
起飛前 1.5 小時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機經河內飛往【成都】別稱「蓉城」、「錦官

城」，簡稱「蓉」，地處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腹地，為中國國家中心城市之一，四川

省省會、副省級城市。抵達後參觀【武侯祠】，續往錦里古街逛逛。 

【錦裡古街】傳說中錦裡曾是西蜀歷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業氣息的街道之一，早在秦

漢、三國時期便聞名全國。現在，錦裡占地 30000 餘平方米，建築面積 14000 餘萬平方

米，街道全長 550 米，以明末清初川西民居作外衣，三國文化與成都民俗作內涵，集旅

遊購物、休閒娛樂為一體。特點是青石鋪路、綠樹成蔭，路兩旁一色仿明清建築，或餐

飲、或器物，均為回民經營，具有濃郁清真特色，深受外來遊客特別是國外遊客的喜愛。 

 早餐: XXX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欽膳齋中式合菜) ¥80                                   
 住宿:  【賽倫吉地大酒店】  超級準五星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6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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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成都  林芝 - 魯朗林海  波密   CA 4431    07 : 10 - 09 : 25                                            
今日早餐為各位準備餐盒，專車前往機場搭機飛往【林芝】。林芝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西

藏自治區下轄的地級市，位於西藏自治區東南部，地區政府駐巴宜區八一鎮。地處雅魯

藏布江中下游。其西部和西南部分別與拉薩、山南兩市相連，東部和北部分別與昌都市、

那曲地區相連，南部與印度、緬甸兩國接壤。【三江匯流處】（怒江、瀾滄江、金沙江）

處的險峻峽谷。 
【魯朗林海】，位於西藏林芝地區林芝縣魯朗鎮境內，距八一鎮 80 公里左右的川藏路上，

座落在深山老林之中，素有“西藏江南”美稱。魯朗林海是一處雲山霧海裡的森林，有

“叫人不想家的”的美譽。 
【波密】位於中國西藏自治區東南部林芝地區，水土資源、植物資源豐富，是松茸、羊

肚菌的重要產地之一，這裡種植的茶葉品質也極好。在其境內還有著名的卡欽、則普、

若果、古鄉等冰川，這些海洋型冰川發育良好，非常壯觀。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魯朗石鍋雞料理 ¥50              晚餐: 藏香豬風味 ¥50                                      
住宿: 【波密山峽大酒店】                                                        
 
第 3 天  波密 古鄉湖、然烏湖   林芝                                              
早餐後前往【古鄉湖】是波密的母親河——帕隆藏布江的一段，距縣城 35 公里。海拔 2600
米，長 5 公里，寬 1 至 2 公里，最深處 20 余米；成因是古鄉後山的“雄陸給尼”冰川爆發，

由卡貢弄巴形成巨大泥石流堵塞帕隆藏布江而形成。 
群山環抱中的古鄉湖湖面開闊、碧波蕩漾、景色秀麗。因其海拔低，氣候好的緣故，古

鄉湖南北兩岸均為四季常青的松杉林，風景秀麗迷人。           
【然烏湖】然烏湖位於昌都地區八宿縣境內西南角，面積為 22 平方千米，湖面的海拔高

度為 3850 米。湖畔西南有崗日嘎布雪山，南有阿紮貢拉冰川，東北方向有伯舒拉嶺。四

周雪山的冰雪融水構成了然烏湖主要的補給水源，井使湖水向西傾瀉形成西藏著名河流

雅魯藏布江重要支流帕隆藏布的上源之一。然烏湖甚至不是“一個湖”，它分為上、中、下

三段，每段之間有大片農田、村莊，由窄窄的小河相連，湖兩岸的灌木叢加上白雲藍天

雪峰，在湖中反射成一幅幅塗抹濃彩的畫面。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料理 ¥50              晚餐: 中式料理 ¥50                                      
住宿:  【鴻天大酒店或風情大酒店或印象大酒店】                                                       
     
第 4 天   林芝   拉薩                                                       
早餐後前往【卡定溝瀑布】“卡定”藏語是“天上人間 的意思”。卡定溝主要景點是天佛瀑

布，瀑布從半山腰一瀉而下，落差約 200 米，煞似壯觀，雨季瀑布水量足，淡季時較小。

所謂天佛瀑布，就是在瀑布所在處有一尊天然形成的佛像，眉目較為清晰，兩邊立男女

護法各一名，甚是莊嚴神聖，右側的女護法貝德拉姆高約 100 多米，可以看出頭戴面紗，

腰系絲帶、手持佛珠，其形象惟妙惟俏，栩栩如生，左側是濟公拜佛，形象也很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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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如來、觀音、喇嘛頌經、神龜叫天、神鷹獻寶、酥油燈等天然形成的抽象 
佛教景觀十餘處。有一種說法，有佛緣的人才能看到看懂這些抽象化的佛像景觀。此地

旅遊，志在體會天人合一的仙境。遠眺【秀巴古堡】秀巴千年古堡旅遊景區位於林芝地

區工布江達縣的巴河鎮秀巴村，距縣城 55 公里，近靠 318 國道，是尼洋河風光帶重要旅

遊景點之一，也是林芝地區首批開發的人文景區。 
【中流砥柱】中流砥柱位於川藏路上的尼洋河中游，山高溝深，河流湍急，為尼洋河第 
一大峽谷，江中一巨石兀然立于江中，背靠神佛山，相傳這塊巨石是工布地區的守護 
神——工尊德姆修煉時的座椅。兩江匯流處，有一巨石突起在江心，高有百尺左右。能 
夠起中流砥柱之作用，挽狂瀾於將倒之時，唯有這塊巨石可以當之無愧。明朝的參議蔡

潮在這塊巨石上建了一個亭子，取名為“跨鼇”亭，並在上面題了“砥柱中流”四個字。 
流水澎湃 氣勢懾人魂魄! 
車觀:【工布江達縣】位於林芝地區西北部，尼洋河中上游，為林芝地區面向外界的西大

門，地處川藏公路交通要道，上接拉薩下連地區，是林芝地區通往拉薩的必經之地。 
車觀:【墨竹工卡縣】墨竹工卡縣位於西藏自治區中部、拉薩河中上游、米拉山西側。 
續經【米拉山口】，即西藏米拉山的山口，地處拉薩市到墨竹工卡縣與林芝地區工布江達

縣的分界上，這裡是拉薩——林芝旅遊線上的一個休憩之地。 
【拉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處海拔 3,650 米，拉薩河流經此，在南

郊注入雅魯藏布江。 拉薩歷來是西藏全區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中心，也是藏傳佛教聖地。 
1960 年正式設市，1982 年又定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巴河魚風味 ¥50              晚餐: 老鴨湯湯鍋 ¥50                                     
 住宿: 【空港百翔花園大酒店】   豪華新四星                                         
第 5 天  拉薩  布達拉宮  大昭寺、八廓街  (布達拉宮夜景)                   
早餐後前往【布達拉宮】坐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市區西北的瑪布日

山（紅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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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布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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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布達拉宮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1994 年，布達拉宮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大昭寺】大昭寺始建於西元 647 年，是藏王松贊干布為紀念文成公主入藏而建，後經

歷代修繕增建，形成龐大的建築群。寺建築面積達 25100 餘平方米。有 20 多個殿堂。主

殿高 4 層，鎦金銅瓦頂，輝煌壯觀，具有唐代建築風格，也吸取了尼泊爾和印度建築藝

術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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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http://www.baike.com/wiki/%E6%9E%97%E8%8A%9D%E5%9C%B0%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A%E8%BF%A6%E7%89%9F%E5%B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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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大昭寺電子門票），該佛像據傳是當時的吐蕃王松贊幹布迎娶的尼泊爾尺尊公主從家鄉 
帶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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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默朗欽莫及其政教合一的傳統， 

大昭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為「破四舊」的目標。1966 年，紅衛兵攻擊大昭寺，摧毀了

許多佛像。大昭寺成為豬的屠宰場，西藏人被禁止進入膜拜，1980 年重建完成,大殿正中 
供奉文成公主從長安帶來的釋迦牟尼 12 歲時等身鍍金銅像。兩側配殿供奉松贊干布、文

成公主、尼泊爾赤尊公主等塑像。【八廓街】是拉薩舊城的商業中心、最繁忙的街道。八

廓環形路是由八廓東街、八廓南街、八廓西街、八廓北街組成。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娜瑪瑟德 ¥50              晚餐: 田園豐景 ¥50                                     
 住宿: 【空港百翔花園酒店】  豪華新四星                                         
第 6 天   拉薩  當雄  納木措  拉薩                                                                   
早上搭乘世紀工程的青藏鐵路青鐵軟座帶您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視覺感受,體驗一下沒有

華麗包裝的真實本地人生活實景,引導至整個 18 節車廂唯一一節最為亮眼的餐車車廂;來
個浪漫啜飲、臨窗賞景的青藏鐵路之體驗之旅,新鮮 2hr 後,懷著不捨之心再搭我們的遊覽

車前往最高海拔的鹹水湖…….【納木錯景區】,要在石碑前拍照者務必穿妥防寒裝備,此處

風大溫低!納木措(湖)藏語的意思為"天湖"，湖面海拔 4718 米，從湖東岸到西岸全長 70 多

公里，由南岸到北岸寬 30 多公里，總面積為 1920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

也是西藏三大聖湖之一。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中式料理 ¥50                                     
 住宿: 【空港百翔花園酒店】  豪華新四星                                          
第 7 天   拉薩  日喀則                                                                            
早餐後專車前往日喀則，途經【羊卓雍措】，藏語意為”天鵝池”，簡稱為”羊湖”。湖

光山色，風景如畫，湖面海拔 4441 米，總面積 638 平方千米，湖水平均深度 20-40 米，是

喜馬拉雅山北麓最大的內陸湖。羊湖叉口較多，像珊瑚枝一樣，因此它在藏語中又被稱

為“上面的珊瑚湖”，是藏南最大的水鳥棲息地，每逢冬季群鳥南徙至此，在湖岸及湖

心島一帶，天鵝、水鴿、黃鴨、魚鷹以及斑頭雁都非常地多。 

【卡若拉冰川】位於浪卡子縣和江孜縣交界處。從羊卓雍錯跨越 4330 米的斯米拉山口後 

就來到了卡若拉冰川的冰舌下。冰舌前緣海拔 5560 米，觀看冰川的地方海拔約有 5400 米， 
山口南面 6647 米的卡魯峰是年楚河和羊卓雍錯兩大水系的分水嶺，此峰周圍冰川地貌突

出。卡若拉冰川在山口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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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年受公路上的車塵的覆蓋，此冰川整體呈黑白分層形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0%E8%9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E%E8%B5%9E%E5%B9%B2%E5%B8%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6%B3%8A%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6%B3%8A%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88%90%E5%85%AC%E4%B8%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6%98%AD%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8%E6%9C%97%E6%AC%BD%E8%8E%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8%A1%9B%E5%85%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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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眺【白居寺十萬佛塔】白居寺，藏語稱“班廓曲德”，意為“吉祥輪大樂寺”，位於

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地區江孜縣江孜鎮，南、北、東三面環山，寺院四面臨水，距拉薩南

約 230 千米處，距日喀則東約 100 多千米，海拔 3900 米。是一座藏傳佛教薩迦派、夏魯

派、格魯派共存的寺院。 
【班禪新宮】位於紮布倫寺以南，是十世班禪在 1954 年建造的夏宮，新宮建築富麗堂皇，

十分幽雅，是避暑的好地方。宮內放置了很多西藏歷史文物及藝術精品，尤以一幅《八

思巴會見忽必烈》的壁畫，最為精美。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 後藏藏式風味 ¥50                                     
 住宿:  【山東國際酒店】或【紮西曲塔酒店】                                      
第 8 天   日喀則   拉薩                                                                             
早餐後前往，【紮什倫布寺】(海拔 3800 米)，藏語意為“吉祥須彌山”，與拉薩的哲蚌寺、

沙拉寺和甘丹寺以及青海的塔爾寺和甘肅南部的拉蔔愣寺並列為格魯派的六大寺廟。始

建於明正統十二年（1447 年），創建人是格魯派祖師宗喀巴的徒弟根敦珠巴，根敦珠巴後

來被追溯為一世達賴喇嘛。寺廟位於日喀則市城西的尼色日山坡上。建築面積近 30 萬平

方米，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在後藏地區的最大寺院。 
隨後，搭乘高原觀光列車往拉薩【日喀則－拉薩】鐵路（日拉線西藏鐵路軟座），是西

藏鐵路重要部分。列車從日喀則火車站發出，三個小時到達拉薩，線路東起青藏鐵路終

點拉薩站，拉日鐵路線路全長 253 公里， 其中橋隧總長 115.7 公里，占線路總長的 45.7%，
在如此高的海拔修建高比例橋隧的鐵路，其中由中鐵十二局施工的吉沃希嘎隧道地處高

溫岩層，隧道施工溫度常溫平均超過 40 攝氏度，最高溫度達到 60 攝氏度，工程難度世

界罕見。 
晚上可欣賞【文成公主秀】》大型實景劇由漢族和藏族文藝骨幹組成優秀主創團隊，精

心創作。全劇演出時長 90 分鐘，分為《大唐之韻》 《天地梵音》、《藏舞大美》、《高

原之神》、《藏漢和美》五幕。以拉薩自然山川為背景，在高原聖域的璀璨星空下，講

述了大唐文成公主與吐蕃王松贊干布和親的故事。在文成公主曾經紮營的拉薩慈覺林

村，循著公主的足跡，叩響歷史的回音，把時光推回到 1300 多年前，再現了文成公主歷

經艱險的漫漫征途和曲折起伏的心路歷程，演繹出大唐盛世的愛情傳奇，傳唱了漢藏和

美的動人史詩。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10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宿: 【空港百翔花園酒店】                                                       
第 9 天   拉薩   成都                                       10 : 45 - 12 : 40                                             
早 餐 後 搭 機 返 回 成 都 。 抵 達 後 特 別 安 排 參 觀 【 金 沙 遗 址 博 物 館

http://www.jinshasitemuseum.com/】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蘇坡鄉金沙村一處青銅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4.htm
http://www.jinshasitemuseum.c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9%83%B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8F%E5%9D%A1%E4%B9%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9%93%9C%E5%99%A8%E6%97%B6%E4%BB%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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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時代遺址，位於摸底河沿岸，面積超過 5平方公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該文化所處年代約在前 1250 至前 650，在前 1000 年時較為繁榮。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

的文物有相似性，但是沒有城牆，約等於三星堆文化的最後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政

治中心轉移。 

【寬窄巷子】是成都遺留下來的較成規模的清朝古街道，是早期民族歧視政策制度的遺

跡；是為滿人貴族所提供的一個封閉型豪宅深院，漢人不得入，只為王公貴族服務的特

區，如今是成都這個古老又年輕的城市往昔的縮影，代表了最成都、最市井的民間文化；

原住民、龍堂客棧、精美的門頭、梧桐樹、街簷下的老茶館……寬巷子，呈現了現代人

對於一個城市的記憶！ 

早餐: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 尼泊爾風味¥50                                     
 住宿: 【賽倫吉地大酒店】  五星                                                  
第 10 天成都  河內  高雄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經河內轉機回高雄，旅程結束，期待再相會。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xxx                            晚餐: 機上簡餐      

◎ 出發日期 : 106 年 05 月 12 日 (星期五)  
   
◎ 刷卡價: NT$ 77000 元(不含證照費用) 付現金扣 NT 1600 元 
 

◎ 內 含:  500 萬旅遊平安險+50 萬意外醫療+50 萬海外突發疾病醫療 
 險…(值 NT$ 1000) 、導遊司機領隊小費(值 NT$ 2000)、 
 文成公主秀(值¥ 380 )   

應備資料: 
  
◎1. 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三張、退伍令… . NT$1,400 
 
◎2. 台胞證新辦－護照正本、身份證影本、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 NT$1,7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9%93%9C%E5%99%A8%E6%97%B6%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9%93%9C%E5%99%A8%E6%97%B6%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5%85%AC%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98%9F%E5%A0%86%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98%9F%E5%A0%86%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8%9C%80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3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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