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城 亞丁 亞青寺 措卡湖  

                   五明佛學院 12 日 
 

 

行程特色：  

★【新都橋】：新都橋海拔約3300米，並沒有突出的標誌性景觀，但沿線卻有10餘公里被稱為“攝

影家走廊”。地處在公路318國道南、北線分叉路口，是一片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 。 

★【稻城亞丁】：稻城—亞丁風景區位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這裡有雪山、冰川、峽谷、森

林、草甸、湖泊等景觀，仙乃日、央邁勇、夏諾多吉三座神山也使這裡成了藏民心中朝拜的聖

地；有人說，稻城—亞丁是“藍色星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這裡最早是被美國探險家約瑟夫

•洛克發現，後來英國暢銷書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洛克的滇藏探險故事中獲得 

★【甲居藏寨】這是丹巴最具代表性的藏寨，幾百幢藏寨錯落有致地建築在山上，曾被《中國國家

地理》評為中國最美的鄉村之一。 

※貼心安排※ 

★每日均安排當地最適合團隊的住宿酒店，讓您睡的更安穩舒適。 

★各地接待全部由本公司直接掌控，旅遊品質有保障，操作品質最為穩定！ 

★由稻城亞丁經驗豐富的導遊，全程細心服務，讓您的權益更有保障。 

★購物站：全程不進購物站 

★建議小費：每日台幣 NT$300/天 

★ 本行程于遊覽車上導遊偶會販賣大陸名產或零食，非強迫性推銷，您可依您實際所需向導遊訂

購。 

 

 

 

 

 



 
行程簡表： 
第一天：接機→彭州九龍山三昧禪林【三昧水聖地、上、中下三昧水寺】→都江堰夜景 宿：玉瑞大酒店同級（准五）  

第二天：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汶川→瑪律康→觀音橋                 宿：觀音橋度母林卡酒店同級（准四）          

第三天：觀音橋→五明佛學院                                           宿：色達或翁達商務酒店（備註）  

備註：1）色達縣如遇政府行為不能住，改入住翁達。條件有限，請理解； 

       2）如遇政府行政規定臨時不充前往色達，請隨緣，將由其他景點替代；   

第四天：色達或翁達→甘孜→卓達拉山→亞青寺                       宿：麥拉降措酒店同級（准四） 

第五天：上午亞青寺→拉攏措→新龍                                 宿：新龍丹霞大酒店同級（准四） 

第六天：新龍→措卡湖（措卡寺）→稻城                           宿：稻城洛克家園國際酒店同級（准四） 

第七天：稻城→亞丁核心風景區（仙乃日雪山、夏諾多季雪山、沖古寺、卓瑪拉措）宿：亞丁村藏亞民居同級（准四） 

第八天：亞丁核心風景區（落絨牛場、央邁勇雪山、牛奶海、五色海）→稻城 宿： 洛克家園國際酒店同級（准四） 

第九天：稻城(青楊林)→理塘長青春科爾寺→理塘→雅江→新都橋           宿：新都橋唐古特酒店同級（准四）   

第十天：新都橋→塔公寺→木格措風景區→康定                  宿：康定康巴大酒店同級（四星）  

第十一天：康定→大渡河→瀘定橋→雅安永興寺→成都                宿：成都保利公園皇冠假日酒店准 5）      

第十二天：東南亞佛教祖庭【昭覺寺】→送機結束愉快之旅 

 

詳細行程： 

第一天：接機→彭州九龍山三昧禪林【三昧水聖地、上、中下三昧水寺】→都江堰夜景                                      

CX465 0705/0845 + KA820  1015/1255 
成都雙流機場接團，專車出發，前往彭州九龍山，九龍山山奇水秀，風光迷人。以九龍潭為

界，又分為九龍千山和九龍後山，森林浩瀚，山體秀靈，天象多彩，自然景觀富集。春賞花

海，夏看山水，秋觀雲海，冬踏傲雪，100個大小山峰星羅棋佈，錯落有致，還有眾多的湖

庫猶如一顆顆寶石鑲嵌其中。每一處景點都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後前往三味禪林，“三昧禪

林”始建于唐懿宗鹹通13年（西元872年），迄今已有1130多年的歷史，它由“上三昧”、

“中三昧”、“下三昧”組成。下三昧即安國寺，初建於872年，1941年重建。中三昧即至

德寺，初建於873年，有殿宇七重，大雄寶殿今雖殘破，壁畫與吼獅圖尚存。傳說悟達國師

死後葬於廟後，曰“國師墳”。上三昧即水亭寺，只有一重供釋迦牟尼的佛殿，殿后是聖水

亭，水從左面岩隙滲出，清洌甘甜。亭建於明崇禎年間，上書“永興三昧水，普濟十方人”

。晚抵達都江堰參觀夜景。夜幕降臨，華燈初上，河岸兩邊彩燈炫目，讓人流連忘返…… 

行進順序：雙流機場（122KM 約2.5H）九龍山（61KM 約1H）三昧禪林(30KM 約0.5H）都江堰 

公路裡數及行車時間：（213KM）。高速路+城區路，行車約4小時。 

 敬請自理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5★都江堰玉瑞大酒店同級（准五）                  都江堰海拔： 550 米 

 

 
 

第二天：世界遺產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汶川→瑪律康→觀音橋    

                          宿：觀音橋度母林卡酒店同級（准四）          

早餐後專車前往古代偉大水利工程世界遺產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參觀，後經汶川、瑪律康，抵

達觀音橋入住酒店。 

【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是春秋戰國時期，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鱉靈開鑿的基礎上組織修

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魚嘴、飛沙堰、寶瓶口等部分組成，兩千多年來一直發揮著防洪灌



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至今灌區已達 30 餘縣市、

面積近 1500 萬畝，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無壩引水為

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凝聚著中國古代漢族勞動人民勤勞、勇敢、智慧的結晶。。 

行進順序：都江堰（75KM 約 1.5H）汶川（205KM 約 4H）瑪律康（72KM 約 1.5H）金川縣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352KM）。柏油路，行車約 7 小時。 

 早餐（賓館）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5★觀音橋度母林卡酒店同級（准五）                  观音桥镇海拔：2600 米 

 
 

第三天：觀音橋→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        宿：色達或翁達商務酒店（住宿條件有限，請理

解）  

早餐後，乘車前往色達五明佛學院。 

【五明佛學院】喇榮五明佛學院，也稱色達佛學院，是“世界第一”規模的佛學院。這裡的僧舍非

常壯觀，數千間絳紅色的藏式平房連綿幾公里，簇擁著幾座輝煌的寺廟和佛堂，形成了一座壯觀的

小山城，龐大的陣勢常常會讓初次到色達的人目瞪口呆，任何一張照片都很難表達出身臨其境的震

撼。學院現有藏族常住四千多人，漢族常住僧尼兩百餘人，漢族常住居士與國外學法者一百餘人。

這些國內外的學生，皆是自願來到這遠離內地、平均海拔四千多米，氣候寒冷、各方面條件都很艱

苦的雪域，學習修行精深博大的藏傳佛教。多年來，學院培養出一百五十多名高中級人才，他們在

多康等地創辦道場並在紐約、香港等地建立喇榮顯密中心，為繼承藏族優秀傳統文化，增進民族團

結，弘揚佛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備註：1）色達縣如遇政府行為不能住，改入住翁達。條件有限，請理解； 

    2）如遇政府行政規定臨時不充前往色達，請隨緣，將由其他景點替代】 

行進順序：觀音橋（188KM 約 3H）色達五明佛學院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188KM）。柏油路，行車約 3～5 小時小時 

早餐（賓館）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4★色達或翁達商務酒店（條件有限，請理解）              色达县海拔：3850 米 

 
 

第四天：色達或翁達→甘孜→卓達拉山→亞青寺          宿：麥拉降措酒店同級（准四） 

早餐後，乘車經甘孜縣，翻越卓達拉山，下午抵達亞青寺。 

【亞青寺】亞青寺始建於西元 1985 年，由大圓滿成就者喇嘛阿秋仁波切住持。位於四川甘孜藏族自

治州白玉縣昌台區阿察鄉境內。裡面的佛門弟子不僅僅只有男弟子，還有女弟子。因為內有眾多的佛

門女弟子，所以有“藏地女兒國”之稱。亞青寺建在四面環山的草原濕地上，有數千間信徒居住的小

木屋，縱橫交錯的河流包圍了整個寺廟的建築群，每當清晨或黃昏，炊煙彌漫，河水閃耀著金光，頌

經聲隨風遠遠傳來，猶如天籟，動人心弦。亞青寺現常住有四千餘僧尼，以河為界分為紮巴、尼眾兩

區，共八個洲。亞青寺的“圓滿光明殿”，是仿照著名的桑耶寺主殿“鄔孜大殿”而建，外形氣勢磅



礴，內有 160 根柱子組成，這一切都有著深遠的喻意。 

行進順序：色達（246KM約4H）甘孜縣（109KM約2.5H）亞青寺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355KM）。柏油路，行車約6.5小時。 

 敬請自理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4★麥拉降措酒店同級（准四）                     亚青寺海拔：3600M 米 

 
  

第五天：上午繼續前往亞青寺參觀→拉攏措→新龍縣     宿：新龍丹霞大酒店同級（准四

） 

早餐後，繼續前往亞青寺參觀朝拜，之後途徑拉龍措停車拍照，前往新龍縣入住酒店。 

【拉攏措】拉龍錯位于白玉縣，甘白公路旁，屬於海子山自然保護區，距離甘孜縣約100公里

。湖面近似長方形，長大約2.5千米，寬不到0.7千米，面積大約1.7平方千米。拉龍錯的名氣

遠沒有理塘的姐妹湖大，它深藏在了雪山谷之後，遊客很少。拉龍錯北面的濕地很漂亮，2016

年1月被國家林業局列入新增濕地公園建設名單中。拉龍錯濕地面積29878公頃，濕地率為

43.54%，屬典型的高原濕地，境內原始森林及珍稀動植物眾多，是黑頸鶴等珍稀動植物的棲息

地。此外，當地兼具冰川、地熱等特色資源，自然風光優美。 

行進順序：亞青寺（30KM約40Min）拉攏措（185KM約3.5H）新龍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215 KM）。柏油路，行車約5小時。 

 敬請自理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4★新龍丹霞大酒店同級（准四）                    新龙县海拔：2800 米 

 
 

第六天：新龍→措卡湖（措卡寺）→稻城        宿：稻城洛克家園國際酒店同級（准四） 

早餐後，乘車遊覽“九天瑤池”措卡湖（寺）參觀拍照，之後經理塘翻越海子山前往稻城。 

【措卡湖】位於麻日鄉境內的措卡湖，海拔4000米，藏語意為亂石叢中的黑色海水，被稱為高 

原上的綠寶石，湖面面積不過3平方公里左右，小巧、精緻。三面環山的措卡湖靜靜地躺在山 

穀裡，湖水清澈得讓人感覺不是真實的存在，仿若夢境一般。周圍蔥蘢茂密的樹木倒映在措卡 

湖裡，湖水碧意幽邃，綠汪汪地凝視著你。對面遙遙相望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山巒靜然，層林 

蓊鬱。腳邊，湖水清澈見底，陽光透過樹葉落下來，碎金一般，灑在湖邊的草地上和幽綠的湖 

水裡。錯落於山坡上正在修建的紅黃相間的寺廟、塔林、大佛和民居、經幡等倒映在湖水裡， 

湖水的顏色不斷變換，美輪美奐，疑為仙境！ 

行進順序：新龍（52KM約44Min）措卡湖（282KM約4.5H）稻城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334 KM）。柏油路，行車約6小時左右。 

 敬請自理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4★稻城洛克家園國際酒店同級（准四）                 稻城县海拔：3600M 米 

 



 
第七天：稻城→亞丁核心風景區（仙乃日雪山、夏諾多季雪山、沖古寺、卓瑪拉措）   

稻城晨拍萬畝楊林，之後翻越波瓦山前往日瓦門票站，換乘觀光車前往亞丁核心景區，這裡被

稱為“最後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之魂”、’藍色星球最後一片淨土”。是中國保存最完

整的一處自然生態系統。景區主要以雪山、河谷、森林、牧場為主。一路翻越知火紮郎山，經過

原始次森林，峰迴路轉，抬頭一抬，哇噻！仙乃日雪山（6032米）就在眼前！近在咫尺，完好的

雪山如觀音抱瓶端坐，仿佛觸手可及，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抵達亞丁村，這裡即是《消失的地平

線》書中的藍月亮山谷，今晚我們將在這雪下的“藍月山谷”（亞丁村）入住，在酒店放好行李

後，繼續環保車抵達紮崩灌，徒步至雪山下紅彬環抱的沖古寺，沿棧道前往卓瑪拉措（珍珠海）

，珍珠海在仙乃日雪山下，由仙乃日的雪水融化而成，璀璨碧綠，雪山的倒影剛好影入湖中，渾

然一體，湖邊森林環抱，使人迷戀不知所歸！盡情遊完後返回酒店，睡在房間透過窗戶就可以

看見世界上最壯觀亮麗的星空或銀河！爬到酒店樓頂，雪山就在眼前！近的讓你喘不過氣來，

這裡是拍日照金山和星空最好的地方！攝影的朋友，這裡是絕佳的位置，您可以延時創作！日

照金山、流雲、星空、雪山、銀河都是特棒的攝影題材！數星星，拍銀河，今夜無眠……備註：

一般旅遊團住在日瓦鄉，即門票站外面，而我們選擇住在景區內雪山下的村子上，這裡人少，地

段極好！ 

行進順序（稻城76KM日瓦鄉40KM占灌崩站--徒步500米--沖古草場--徒步260米--沖古寺--徒步

840米--珍珠海，游畢原路回至紮灌崩站760M亞丁村）。 

公里程及行車時間：（129.4KM）。柏油路，行車約3.5小時。                                                                          

早餐（賓館)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4★亞丁村藏亞民居同級                        亚丁村海拔： 3900 米 

 

 
 

第八天：亞丁核心風景區（落絨牛場、央邁勇雪山、牛奶海、五色海）→稻城          

天空魚肚白的時候，爬到酒店樓頂，就可以拍到仙乃日雪山的日照金山！陽光照射到聖山上，

像是進入夢境一般，整座主峰袒露在金色的夕陽中。經過千百年的磨礪，神山仿如一把利劍，

傲人地刺向深邃的藍天, 鋒利的刀刃散放著迷眼的金色光芒。此時此刻，任何語言都是多餘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起像機記錄這美麗的風景，默默感受著神山的肅穆和威嚴，感受著夢幻般

金色的瞬間...... 早餐後前往激動人心的稻城落絨牛場，在導遊的帶領下乘電瓶途經聖水門

車前往最美的牛場－－諾絨牛場，去看那最美的雪山－－央邁勇雪山，1928年美籍探險家約瑟

夫·洛克來到這裡，被她那聖治，高貴的氣質所折服，在他的日記中寫到"她（央邁勇）是我

見到世界上最美的山峰！"在央邁勇雪山的烘托和渲染下，四周顯得清遠空靈，貢嘎銀河從草

場穿梭，林間溪流潺潺，與牧場木屋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原始而又迷人的景色，令人們進入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4098.htm


返樸歸真的境界！沿途呼吸新鮮空氣，聽鳥兒在林中歡唱……抵達牛場，只見央邁勇雪山近在

眼前，仿佛執手可及，牛場的野花搖曳，這裡的一切都處於原始狀態，沒有受人打攪，也沒有

受到任何破壞和污染，如果還有體力，可以前往二個美麗而神秘的湖泊（即牛奶海和五色海）

，可自費騎馬（500元/人左右）一路雪山隨人相伴，沿途都是風景，像機隨便構圖都是一幅絕

倫的大片！ 

提示：此處風景甚好，只是路途遙遠，且海拔高（約4600米左右），屬於山間放牧道，故：量

體力而行，切勿勉強，須注意安全。 

下午乘環保車出景區，依依不捨揮手告別這“藍色星球最後一片淨土”，前往稻城入住酒店休

息。  

行進順序（亞丁村760M紮灌崩站--徒步500米--沖古寺站6.7KM洛絨牛場6.7KM沖古站40KM日瓦鄉

13KM貢嘎寺63KM稻城縣）。 

公里程及行車時間：（129.4KM）。柏油路，行車約3.5小時。                                                                            

 早餐（賓館)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4★稻城洛克家園國際酒店同級（准四）                  稻城县海拔：3600 米 

 

 
 

第九天：稻城(青楊林)→理塘（長青春科爾寺）→雅江→新都橋                      

早餐後專車出發，沿途觀賞青楊林晨景，前往理塘長青春科爾寺遊覽，後經雅江，抵達新都橋。 

【長青春科爾寺】理塘寺又名長青春科爾寺，位於縣城城北山坡。原為黑教寺廟，明朝萬曆年

間三世達賴途經該地時改為黃教並為其開光。經逐漸擴建，成為康區南部最大的黃教寺廟，素

有“康南佛教聖地”之稱。寺廟建築依山而上，高低錯落，層次分明，大殿佛舍位於寺廟中央

和高處，體勢巍峨，拾級而上，給人以極目雲天，絕塵歸神之感。 

【新都橋】新都橋---在山邊，只見一個個典型的藏族村落依山傍水地散佈在公路兩旁，一條淺淺的

小河順著村前緩緩流過。村前村後矗立著棵棵挺拔的白樺，據說是五幾年修川藏線的時候道班栽

的，幾十年後成林成景。村後的山坡上漫遊著星星點點的犛牛和山羊。再遠處，山脊緩緩地在天幕

上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碧空如洗，陽光低低地斜射著，小河泛著粼光，金色的白樺樹葉在微風中

輕擺，民居的屋頂上冒出縷縷炊煙，綠色的山坡上牛羊在安詳地吃草……極目遠眺，貢嘎山主峰挺

立藍天中。藍色、白色、金黃、黑色、綠色，和著那流暢的色彩和線條，恍如置身油畫之中。怪不

得這裡被譽為“光與影的世界”、“攝影家的天堂”“外景婚紗攝影的走廊”。一派塞外高原的壯

麗風景，藍天白雲、牛羊遍地、雪山草原、喇嘛寺廟，涵蓋了青藏高原上幾乎所有的風景元素。 

行進順序：稻城（150KM約3H）理塘（134KM約3H）雅江（69KM約1.5H）新都橋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353KM）。柏油路，行車約7小時 

 早餐（賓館)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4★新都橋唐古特大酒店同級                     新都桥镇海拔：3300M 米 

 



 
 

第十天：新都橋→塔公寺→木格措風景區→康定        

早餐後專車出發，前往塔公寺遊覽，欣賞塔公寺美景，後前往“小九寨”木格措景區遊覽，晚

抵康定。 

【塔公寺】塔公寺有“大小昭寺”之稱，創始于清嘉慶年間，寺內正殿供奉著花教創始人薛迦

班智達的塑像，另有一個專殿供奉頭戴鍍金帽的釋迦牟尼塑像，據說這是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

的。寺廟四周分別建有東方白塔、南方黃塔、西方紅塔和北方綠塔。這四座塔加上另外100餘

座造型各異的佛塔共同組成的塔林環抱著寺廟，寺後的金幡遠觀是一個巨大的三角形，蔚為壯

觀。塔公寺是康巴地區的藏族人朝拜的聖地之一。每年藏曆6月中下旬，寺廟都要舉行盛大的

佛事和跳神活動，7月至8月初，塔公草原上有盛大的民間活動“耍壩子”，一夜之間草原上搭

起了色彩繽紛的帳篷，熱鬧非凡 

【木格措】木格措風景區地處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縣，橫斷山脈南段，貢嘎山北側，屬青藏高

原向四川盆地陡接的過渡地帶，群山爭雄，大江奔流。特殊的地質構造和冰川作用塑造出景區獨特

的地形地貌，營造出各種令人讚歎不已的景致，景區以開闊的高山湖泊、激流飛瀑、天然溫泉、草

甸草原為特色，集湖、瀑、泉、溪、雪峰、森林、草原、紅石、藏族風情於一體，極具原始美、自

然美和幽靜美。景區內除可觀賞到“猛虎臥山”、“石佛鎮海”等山景外，在不同季節可欣賞“雙

霧墜海”、“木格夕照”、“木格漲潮”、“木格晨曦”和迭瀑飛泉等雲、霧、霞、水奇觀，海濱

珍珠灘還可享受沙浴、日光浴之樂。 

行進順序：新都橋（36KM約40min塔公寺103KM約4H木格措38KM約1H康定）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177KM）。柏油路，行車約5小時。 

 酒店內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4★康定康巴大酒店同級                         康定海拔：2560 米 

 

  
 

第十一天：康定→大渡河→瀘定橋→雅安永興寺→成都          

早餐後，後沿大渡河，途徑遊覽瀘定橋後，抵達雅安後到永興寺參拜，後返回成都入住酒店休息

文物局授予丹巴梭坡莫洛“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目前正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瀘定橋】瀘定橋位於四川瀘定縣城西之大渡河上。相傳清康熙帝為加強川藏地區文化經濟交

流，於西元1705年下令修建大渡河上的第一座橋樑。建成之後，康熙取“瀘水平定”之典故，御

筆親書“瀘定橋”三個大字。自此，瀘定橋便載入史冊。成為連接藏漢交通的紐帶，正是“一橋

飛架藏漢，瀘水變通途”。瀘定橋自清以來，為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軍事要津。 



【雅安永興寺】南宋時，西域僧不動法師自西夏夏州泛遊漢地，見蒙山雲霧繚繞俱大乘氣象，遂

居之，並重建龍泉院，易名蒙龍院。大師悲心廣大，圓通顯密，集輯顯密經綸而成一種施食惡鬼

行法之儀軌，因創編于蒙山，而以地彰名，曰《蒙山施食儀》。因順應時代之思潮，得以廣泛傳

播，自蒙山而開演于天下叢林庵院，成為各宗晚課之必誦儀軌，至今不衰。永興古寺遂成《蒙山

施食儀》發源地，「蒙山施食」之祖庭；蒙山佛教因之增輝，是為蒙山佛教之經典作 

行進順序：康定（55KM約1.5H）瀘定橋（97KM約1.5H）雅安（135KM約2H）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287KM）。柏油路，行車約5小時。 

 早餐（賓館) 中式合菜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准 5★成都保利公園皇冠假日酒店                         成都海撥：500 米 

 

 

 
 

第十二天：東南亞佛教祖庭【昭覺寺】→送機結束愉快之旅 

KA821  13:55/16:40   CX470    17:45/19:45 
早餐後，前往昭覺寺參拜，後乘車前往雙流機場，乘機返回溫馨的家。 

【昭覺寺】因坐落于成都北郊5公里，昭覺寺倍顯幽靜，這個素有川西“第一叢林”之稱的名寺，

建于唐貞觀年間（627-649），至今日本和東南亞一帶許多佛教寺廟還把昭覺寺視為祖庭。到昭覺

寺不得不看的一大“奇景”就是著名的“天府樹王”，這棵黃桷樹就在寺內的大雄寶殿外，歷經

歲月已長為一體。 

行進順序：酒店（15KM約0.5H）昭覺寺（40KM約1H）成都雙流國際機場 

公路里程數及行車時間：（55KM）。柏油路，行車約1小時740分钟。 

 早餐（賓館)     

 溫暖的家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兩

地機場稅、燃油稅、安檢費）。 

 

※高原出團注意事項※ 

一、出團前的準備： 

身體準備：進高原前睡眠和休息要充足，自備些肌苷口服液、腦心舒口服液、速效救心丸、藿

香正氣液、參片和感冒痢疾等常備藥品。嚴重高血壓、心臟病患者不宜進高原。 



心理準備：保持樂觀情緒，如有心理負擔會加重高原反應，推遲人體適應高原氣候。進入高原

每個人都會感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應，如頭痛、胸悶、呼吸急促、噁心、嘔吐、失眠等，

一般來說過 1—2 天后，以上症狀都會逐步減輕或消失。 

證件提醒：請帶好身份證證件，藏區需一人一證入住登記。臺胞請帶好臺胞證。 

 
車輛安排：已根據參團人數安排合理的車型，建議請不要帶超大號行李箱，以免造成行李空間

不夠用。謝謝配合！ 

外套裝備：氣溫晝夜溫差大。需要保暖防寒衣服，如羽絨服、衝鋒服、抓絨衣等；另高原的陽

光和紫外線相當之強，您還需要準備一些防曬、防乾裂的個人護膚品、雨傘、以及墨鏡；

如果您需要隨時飲用熱水，請自備保溫水杯。進藏前，可以先服用一些髙原安、肌苷口

服液、紅景天等中藥抗髙反藥物。心理作用很重要，請放鬆心情。另外如果您曾經有大

型的心臟手術、嚴重的髙血壓、冠心病、心臟病等病史，請勿冒然前往，一定要諮詢醫生

後決定繼續還是放棄您的行程。另外：進藏前，請一定不要感冒。 

  
酒店安排：在藏區的特殊地理環境，請您判定酒店標準時不要以中國沿海及內地標準去衡量。

無論是硬體還是軟體都要落後於中國內地。另外，10 月金秋的酒店在這個季節用房還是

處於異常緊張狀態，如果您有特別的要求，如要求單間，請儘早提出，以防出現臨時不

能滿足您的需求。  

 

關於餐飲：在用餐過程中，我們將安排 8 菜 1 湯的用餐標準。路途都比較遙遠，中途用餐的餐

廳都比較少，餐廳的用材都不夠豐富，用餐未必會準時，請您理解，也不要挑食。請您備

一些自己喜歡的零食。因路途遙遠，不能按時用餐，請帶好巧克力、牛肉乾等乾糧。路途

的河水、溪流，請在參觀的時候注意安全，不要下河踩水，更不能飲用。 

關於安全：請服從領隊和導遊的統一安排，切勿掉隊，注意安全，如水溝、暗坑、懸石、犬類 ……） 

關於購物：全程沒有安排購物專案。在自由活動期間，儘量不要在小攤小販處購物，以防上當

受騙。 

 
二、旅行中的注意事項： 

1、初入高原多休息，多喝水多吃水果，禁煙酒。不要奔跑和劇烈運動，飲食宜有節制，不可

暴飲暴食，以免增加腸胃負擔。進入藏區後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請儘量不要吸氧，以杜

絕對吸氧的依賴性。在藏區沒有適應高反的情況下，請儘量不要吸煙，更不要飲酒。另外：

車內絕對禁止吸煙！ 

 

2、避免高原惶恐心結、群體恐慌： 

進入高原，很多高原反應症狀實為惶恐起心結，放鬆心情，症狀自然沒。一般兩天以後就完全

適應了高原氣侯，所以，初上高原前兩天，應少運動，適時自我調解體能及心情，比如聽

歌，說笑話、賞風景；不宜於團友之間過多議論不適之症，以免造成群體恐慌。 

 

3、藏區屬特殊地區，請和睦相處，尊重民族地區的文化和信仰習慣，不得見到藏民就拍照，

如需拍照，須先經過被拍照人許可，且問清是否收費（如果不需收費，也應回贈幾顆水果

糖，以示友好；故：出團前準備些水果糖、小禮物或文具之類）。但若遇有大群小孩出現，

切不要上前派送禮物，以免發生哄搶！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4、行程中無安排騎馬，如有自費騎馬情況，需經過領隊許可，且需有馬夫牽著韁繩走，遇路

面坎坷凹凸不平時應下馬步行，以避免馬失前蹄或身體失去平衡而跌落摔傷，馬是容易受

驚的，儘量不要做突然的動作，平時也不要站馬的後側面或後面，當心馬後蹄踢人！騎馬

時遇下坡路段身體儘量後傾；遇上坡路段身體儘量前傾 ，兩腿夾緊馬腹，緊蹬馬鞍。 

 



售價: 出 團 日 期                      共計 12 日 

52,900元 08/02(五) ~ 08/13(二)      

團費包含：（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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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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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文英 : 0981-636-918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77號2樓之1  台北客服專線： (02)2545-3148  客服傳真：(02)2545-3144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99號1樓  高雄客服專線： (07) 974-4210客服傳真：(07)380-6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