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格魯四大寺-10日巡禮（MF） 

★金    額：73,000 (含小費、刷卡、無購物) 

★旅遊國家：中國 

★旅遊城市：廈門、西藏 

★旅遊天數：10 

★出發日期：2019/04/12 

★出  發：台北桃園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04/12 MF888 桃園 廈門 11:25 12:50 

04/13 MF8467 廈門 拉薩 07:10 13:40 

回程 
04/20 MF8468 拉薩 廈門 14:40 20:40 

04/21 MF881 廈門 桃園 08:45 10:25 

 

 ★全程葷、素食皆可  

 

 廈門    翔鷺國際酒店或同級 

 拉薩    喜馬拉雅酒店或同級 

 日喀則  紮西曲塔或同級 

 澤當    澤當飯店或同級 
 

  

  



 

第01天  

台北桃園廈門『MF888  1125/1250』【鼓浪嶼（含回程電瓶車）萬國建築群、鋼琴博

物館、中山路步行街、七彩環島路】 

今日搭乘直飛班機飛往廈門，廈門是中國東南沿海一座美麗的濱海城市，優美的環境、吸

引大量的白鷺來此棲息，故又稱為“鷺島”。 

【鼓浪嶼】島上海岸線蜿蜒曲折，坡綏沙細的天然海濱浴場環布四周，鼓浪嶼屬亞熱帶海

洋性季風氣候，島上 90多科 4000餘種植物常年鬱鬱蔥蔥、鳥語花香、空氣清新。小島完

好地保留著許多具有中外各種建築風格的建築物，有中國傳統的飛簷翹角的廟宇，有閩南

風格的院落平房，有中完合壁的八卦樓，有小巧玲瓏的日本屋舍，也有 19 世紀歐陸風格

的原西方國家的領事館，有“萬國建築博覽會”之譽。 

【萬國別墅群】特色建築：沿著原日本領事館，福建第一天主教堂-天主堂，來達黃榮遠

堂。黃榮遠堂別墅是一幢西洋風格為主的建築。別墅的設計師借鑒、吸收甚至發揮了西洋

建築的藝術風格，融入了中國的傳統藝術，使別墅更加美觀。 

【鋼琴博物館】由原籍鼓浪嶼的旅居澳大利亞鋼琴收藏家胡友義先生提供珍藏的 30 台古

鋼琴，展現世界鋼琴發展史，以傳播鋼琴音樂知識，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突現鼓浪嶼音樂

之島、鋼琴之鄉的形象。裏面展出了十九世紀德國、奧地利產的古鋼琴，都是胡先生的私

人藏品，免費供遊人參觀的。 

【中山路步行街】位於廈門島西南部，日據時代稱為大漢路，文革時期稱為東方紅路。中

山路沿線是廈門商業的發源地，目前仍然是廈門市最繁華的商圈之一，在 2008 年由廈門

晚報評選的「最廈門 30地標」中獲得票選第一名。 

  

 

早餐：X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翔鷺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2天 

廈門 貢嘎機場 『1.2HR』曲水熱堆寺 聶塘卓瑪拉康度母寺『1HR』拉薩 

早上搭機飛至雪域『西藏』，抵達拉薩貢嘎機場後先由當地導遊獻上藏族祝福的哈達，以

示歡迎，西藏自治區位於青藏高原的主體，平均海拔 4000 多米，氣溫冷，氣壓低，空氣

稀薄，日照長，有世界第三極之稱。 

【聶塘熱堆寺】宗大師在此修行閉關八年並完成金鬘論之聖地，寺內主供拉巴索巴佛，具

有代表性的活佛是熱堆寺第二世次久追古（現無活佛），是前藏六大寺院之一。該寺廟是

一年一度“姜貢曲”法會的主辦寺，該法會是目前藏區最大的藏傳佛教辯經法會，來自哲

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大昭寺、熱堆寺的幾百名僧人在此舉行為期 25 天的大法會，主

要內容是誦經辯經，檢驗僧人的佛學造詣，並考取學位。穹拉仁波切就是在熱堆寺修學，

以十一年時間考上第一等那然巴格西以及密續那然巴格西。所以每年都有大批區內外信教

群眾到此朝佛觀光，觀摩法會。 

【卓瑪拉康度母寺】此寺俗稱聶塘寺，是種敦巴尊者為噶當始祖阿底峽尊者所創建的弘傳

經論的寺院，西元 1033 年期間，由智光王及菩提光王多次請寶賢譯師到印度那爛陀寺迎

請阿底峽尊者入藏後，在 1038年抵達後藏阿里僅在托林寺弘法三年，因緣成熟之後于 1042

年由種敦巴尊者將阿底峽尊者迎請至前藏，1046年起九年期間長居此地，直至 1054年圓

寂。他旅居西藏 17 年，對藏傳佛教後宏期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在西藏人民心中有一定的

影響，很多寺廟中均有他的塑像、畫像。寺内還保存着阿底峽大師生前用過的白法螺、化

緣缽和他一生形影不離的白檀香本制作的佛塔。 

主供佛是由尊者從印度帶來的能言綠度母佛像，故名卓瑪拉康，又名聶塘度母殿，寺院的

主殿分三重。寺中主要供奉 21 度母，寺內的綠度母像以及阿底俠尊者聖像。大師是印度

孟加拉人，殿堂後方的無量壽佛是尊者親手泥塑的佛像，益其珍貴。殿外的走廊上，有兩

座白色的佛塔，其中一座供有阿底峽尊者的衣冠塚，另一座內藏有種敦巴尊者的衣冠塚。 

  

. 

 

早餐：飯店用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天堂洲際大酒店或同級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9320.htm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9%98%E6%9E%97%E5%AF%BA


第 03天   

拉薩【布達拉宮、八角街、大昭寺、布達拉宮夜拍】 

【布達拉宮】，始建於西元 7世紀，是當年松贊干布為迎娶文成公主而修建。“布達”即“普

陀山”的音譯，“拉”是藏語的敬語。“布達拉宮”意為觀世音菩薩在雪域高原為普渡眾生，

慈航普渡解脫之島。布達拉宮占地 41公頃，高難度 13層，由宮殿、城堡、林卡三部分組

成。 

【八角街】是西藏以往王公貴族的豪宅，不過現在是拉薩最為繁華的商業地帶，商品琳琅

滿目，風格各異。 

【大昭寺】主供文成公主從聖唐帶來的佛陀 12歲本身像，始建於西元 647年。其初名“熱

刹”。相傳是文成公主以陰陽五行之法，用白山羊馱土填湖(寺的位置原為魔女的心臟－臥

塘湖)而建。寺院既有唐代建築特點，又吸收了尼泊爾和印度的建築藝術特色，占地 2.5

萬平方米。 

 

  

  

. 

 

早餐：飯店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自助火鍋 RMB 70/人 

住宿：天堂洲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4天 

拉薩『2HR』【甘丹寺】『2HR』色拉寺 

【甘丹寺】全稱為喜足尊勝洲，也譯為兜率天極樂寺。山路崎嶇，風光極美，是黃教六大

寺之首，全盛時期有近 4000 僧侶。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 15 世紀在藏地推行宗教改革，

甘丹寺是他親自建立的格魯派第一座寺院，在黃教六大寺院中﹐甘丹寺佔有非常特殊的地

位﹐可以說它是藏傳佛教六大寺的祖寺。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親自籌建該寺並擔任了第

一任赤巴﹐最終圓寂於此。宗大師寢殿，這是杰仁波切和歷任甘丹赤巴起居、修習密法之

所，殿內還設有黃教修習密法的本尊壇城。由於殿內保存有杰仁波切及歷任甘丹赤巴仁波

切用過的衣物，因此又名”存衣殿”。規模宏大。甘丹寺的忿怒本尊是閻摩法王，並列為

拉薩三大厲害的忿怒本尊。 

【色拉寺】據傳因山下長滿了色拉（野玫瑰）而得名，寺的全名為色拉大乘寺。建於明永

樂十七年(1419)。由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門徒釋迦耶歇（1434

年受明朝封為大慈法王）興建。全寺建築鱗次櫛比，雄偉壯觀。法定增人 5500 名，最多

時近萬名。色拉寺的忿怒本尊是馬頭明王像，拉薩的傳統習俗：小孩出生第一天，就帶來

沙拉馬頭明王前 面，用像前的油燈的燈芯炭灰點小孩的鼻子保佑。還有，如果小孩夜啼， 

帶去寺院被點一下，馬上不會鬧，壓驚，百試百靈。 

 

  

 
 

 

早餐：飯店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天堂洲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05天   

拉 薩『1.5HR』【夏珠林寺】『1.5HR』羊卓雍錯『1.5HR』卡若拉冰川『1.5HR』

白居寺『2.5HR』日喀則  

【夏珠林寺】，寺內主共有一尊吉祥天母化身的女肉身像，如傳說所言，牠因供養身上所

有的金飾給阿底峽尊者而被村民誤認為著魔而用火燒死，法體丟入雅魯藏布江後被撈起供

奉，從未下過葬，千年以來，她一直被世世代代的藏民，供奉在謝竹林這所無比淒美的小

寺中。 

【羊卓雍湖】來到碧海青天、絢麗多姿的羊卓雍錯，藏語意“天鵝池”，是西藏四大聖湖

之一。海拔4441公尺是西藏最大的淡水湖。湖內分佈著十幾個小島，湖濱水草豐茂，是西

藏著名的牧場之一。湖水碧藍清澈，湖光山色，景色如畫，藏人形容她「天上的仙境，人

間的羊卓」。 

【卡若拉冰川】的冰舌下，觀看冰川的地方海拔約有5400米，山口南面6647米的卡魯峰是

年楚河和羊卓雍湖兩大水系的分水嶺，此峰周圍冰川地貌突出。 

【白居寺】為噶舉派寺廟，由索朗.惹丹貴帕巴所創建。主寺共3層，主體建築為錯欽大殿

（集會殿），大殿正中窗下掛滿了民國初期杭州都錦生織造的彩色織錦羅漢“唐卡”，後

殿“覺康”內金酥油燈照耀著殿堂，“文革”中被砸的銅釋加牟尼像已經修復，供奉在大

殿的正中。另一特色即為寺中有塔的【白居菩提塔】此塔為近百間佛堂依次重疊建起，塔

中有塔, 佛龕與佛堂以及壁畫上的佛像總計為十萬尊,因而得名十萬佛塔,塔的形式為藏

印尼泊爾式的建築，非常有特色。一樓護法殿供奉有二臂瑪哈嘎拉，頂樓供奉有能言綠度

母佛像。 

  

  
 

早餐：飯店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穆郎宗大酒店或穆伦拉宗大酒店或同級 



第 06天   

日喀則【札什倫布寺】『1.5HR』【恩貢寺(溫薩寺)】『4.5HR』澤當 

【札什倫布寺】日喀則地區最大的寺廟，與拉薩的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以及青海的塔

爾寺和甘肅南部的拉卜愣寺並列格魯派的六大寺廟。扎什倫布寺始建於 1447 年 9 月。參

觀要點：十世班禪靈塔殿，這座靈塔內存放著圓寂於 1989 年的十世班禪大師的遺體；世

界上最大的強巴佛銅像，十世班禪靈塔殿前面的漢佛堂，可容僧 3800 人措欽大殿，由一

世達賴根敦珠巴創建於 1468年，至今已有 500多年歷史的曬佛台。 

【恩貢寺(溫薩寺)】((溫薩巴大師創建的寺院)) 溫薩學派，藏語叫“溫薩噶居”是格魯

派兩大藏系佛法學派之一。關於“溫薩”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是傳承此法者經常隱居幽

靜之地修行，藏文“溫薩”的意思是“僻靜”故名；二是此派第四代傳承人三世班禪洛桑

頓珠出生在溫薩，並建立溫薩寺，故名。 

之後繼續前往，抵達西藏文明發祥地，歷代吐蕃王朝在遷都拉薩之前即建都於此的「澤當」，

史蹟斑斑，值得深入探訪。 

  

  

 

早餐：飯店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澤源主題賓館大酒店或同級 

 

 

 



第 7天 

澤當『2HR』曲龍寺『2HR』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座宮殿）澤當 

【曲龍寺】 36歲的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 “率同師徒弟子九人共赴沃卡卻隆修持閉關”

宣傳格魯派教法。初閉關時，宗大師心想：「修行最大的障礙，就是往昔所造的罪障習氣，

它覆蓋著清凈心，使深道殊勝功德難以生起，又修行人若無廣大的福德資糧，任他如何勤

修智慧，也無法證得清凈的佛位。因此，修行的基礎，首重凈治罪障，積集福德資糧。」

故開示了四力懺悔修法。 

閉關時，以四方磐石作曼陀羅供。修持時，由於殷重至誠，勇猛精進，以致指尖全部破裂，

腕部皮開肉綻，隱約可見白骨。本來曼陀羅盤上不清潔的地方，是用氈布等物擦拭的，但

大師認為，修行如想盡快消除罪障，圓滿資糧，當以極難苦行擦拭曼陀羅。因此大師開始

修這個法時，先以腕部的前沿擦拭曼陀羅；磨破了，則用腕部的側面擦拭；腕側又磨破了，

更以腕背擦拭。這樣，大師雖至兩腕全毀，痛苦椎心，卻仍精進修持，努國不輟。由於大

師這種修法，能獲得無量不可思議的功德，所以後來西藏不分那個教派，全部仿照大師的

修法，以極難苦行，力修曼陀羅供。之後大師閉關專修時，又在一塊石板上，以大禮拜禮

三十五佛。修三十五佛懺，是一邊禮拜，一邊誦三十五佛名。因大師禮佛修懺不畏艱苦，

一味精進，以致手足俱裂，並在石板上留下手腳膜拜的凹痕，和頭額的印紋。 

目前這兩塊石頭就由他的弟子供奉于寺院之內，至今遺跡仍在，成為該寺的鎮寺之寶。從

此以後大師以曲龍寺為落腳點，在沃卡一帶傳授格魯派教法。     

【雍布拉康】（含單程騎馬），西藏歷史上第一座王宮，距今已有 2100 多年的歷史，藏語

意爲“母子宮”。札西次日山形像一隻靜臥的母鹿，而“雍布”在藏語中意爲母鹿“拉”

意爲後腿“康”爲宮殿，合在一起解釋，便是“母鹿後腿上的宮殿”的意思。給人一種溫

柔安詳的感覺。雍布拉康位於山南地區澤當鎮東南，高聳於雅礱河東岸札西次日山頂。然

而雍布拉康給人的第一眼印象往往是高大險峻、氣勢恢宏。 

  

 

早餐：飯店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澤源主題賓館大酒店或同級 

 

 



第 8天   

澤當『2HR』桑耶寺（藏傳佛教發源地）『2.5HR』【哲蚌寺】 

【桑耶寺】，為西藏贊普赤松德讚邀請印度中觀論師靜命論師依蓮花生大師規劃所創建，

始建於八世紀而被稱為西藏文化發祥地，完全按佛教壇城三千大千世界圓形佈局，格局恢

弘，極其壯觀；寺內精美壁畫、雕塑、工藝尤其可觀，是研究西藏宗教藝術文化的最佳寶

庫。 

【哲蚌寺】，在藏語裡的意思是積米寺，它是西藏佛教格魯派在拉薩的三大寺院的首寺。

哲蚌寺是宗喀巴大師的弟子－著名的顯宗佛僧絳央曲傑扎西巴簦，在佛祖的授意下，於

1614年動工修建的 17世紀中葉，五世達賴當政後，規定各寺廟常住僧眾的人數時，哲蚌

寺的定額為 7,700 人。到近代，實際住寺僧人達 10,000 多人，成為西藏規模最大、僧人

最多的寺院集團。哲蚌寺的建築巧妙地利用山坳裡的一片漫坡地，逐層上建，殿宇連接，

群樓聳峙，規模宏大，雄偉壯麗。哲蚌的忿怒本尊是大威德金剛（有熱譯師身體在裏面）。 

 
 

早餐：飯店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拉薩廚房 RMB80/人 

住宿：天堂洲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09天   

拉薩【乃瓊寺】廈門『高崎國際機場』MF8468 1440-2040 

【乃瓊寺】在傳說中是於公元八世紀蓮花大師將兇惡的乃瓊多吉札丹降伏，將其變為藏傳

佛教的護法神。乃瓊寺院落里長廊上的眾多壁畫內容，幾乎都跟護法和降魔，地獄與苦難

相關。寺院供的是西藏的著名大護法白哈爾 在西藏，他們寺的“乃瓊”彼認為是最靈驗

的神諭師，以前西藏的地方政府——嘎廈的很多重大決定，包括尋找達賴轉世靈童等問題

都要向“乃瓊”降神者請教後才能裁決“乃瓊”是達賴喇嘛和舊西藏政府的首席降神師。

午餐後前往機場 

 

早餐：飯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  50/人 晚餐： 

住宿：翔露大酒店或同級 

 

 

 



第 10天  

 廈門【高崎國際機場】台灣『桃園機場』MF887 0845-1025 

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並結束此趟西藏豐富的青藏鐵路華麗之旅。 

早餐：餐盒 中餐： 溫暖的家 晚餐： × 

 

備註：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

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本

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售價(現金) 出 團 日 期                             共計 10 日 

  2019/ 04 /12（五）~ 04 /21（日）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5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兩地機場稅、燃油

稅、安檢費）+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報價不含: (個人消費、 床頭小費、行李小費、機場接送機、供養金) 

走一趟具有深度且優質之旅，找回不同的人生觀，改變您的一生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真誠的服務！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交觀﹙甲﹚字第 7167 號             旅品字 No:北 1755    

 10580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2 樓之 1      

    台北專線：  (02)2545-3148     傳真： (02)2545-3144 
  80782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高雄專線：  (07) 974-4210     傳真： (07)380-6314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榮獲品保協會『2013 金質旅遊行程-西藏 13 天』『2004 金質旅遊行程-不丹』 

 

http://hctravelark.com/
mailto:t@hctravelark.com
http://www.facebook.com/hctravel2012
http://www.facebook.com/hctravel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