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翔舟尋根之旅
西藏青藏鐵路-格魯六大寺
14 日巡禮（MU）
給旅者:
西藏朝聖尋根之旅
一塊可供心靈成長與歇腳的土地
一個充滿傳奇與神話的地方
也是無數顆在凡俗生活疲憊的心想要抵達的歸宿
這片雪域高原在旅遊節目或報章雜誌上
常被評選為一生中一定要去的神秘景點
它是那麼的遺世而獨立
似乎每個被世俗紛擾的心靈
都可以在這裡 找到最原始的體悟 而我們特以此西藏系列的行程 帶您一窺天堂的真面目
追尋聖者走過的足跡
探索祖師大德建立教法的艱辛
開啟內在覺醒的勇氣與感恩的心鎖
讓我們一起走向學習慈悲與智慧心靈之旅
●青藏鐵路安排★拉薩~西寧下行軟臥(四人一室)★。
●保證★西藏段全程車上配備醫療用氧氣筒★，專業領隊導遊陪同導覽，行程最精華。
●抵達拉薩機場後獻★哈達迎接★，贈送精美小禮品一件，每人每天礦泉水兩瓶。
【景點安排】
★★西藏景點精選★★—《在最短時間內體驗西藏風情－走訪拉薩、日喀則以及搭乘青藏鐵路讚嘆大西部的壯
遠遼闊》
夏珠林寺— —拉薩河畔的一座鮮為人知的小寺院，藏有一尊女肉身像，這尊吉祥天母
布達拉宮— —藏族古建築藝術的精華，被譽為高原聖殿，也是過去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中心。
大 昭 寺—— 西藏地區最古老的一座仿唐式漢藏結合木結構建築。
八 廓 街—— 西藏最著名的轉經道與旅行商業中心，您不可錯過的尋寶勝地。
羊卓雍湖——西藏三大聖湖之一，湖光山色、風景如畫。
卡若拉冰川—跨越斯米拉山口，冰舌距離遊客最近的，是世界上感覺觸手可得的冰川。
白 居 寺——以建築風格獨特、雕塑繪畫特異著稱。
札什倫布寺—後藏地區最大的格魯派寺廟，由宗格巴大弟子一世達賴喇嘛創建。
★★塔爾寺★★—黃教的發源地，藏族精神家園。
藏族是青海的主體民族，藏傳佛教文化是這一地域主要的文化特徵，而青海藏傳佛教的主要載體便是塔爾寺。
透過塔爾寺走進藏民族的精神世界，探尋藏民族在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神方面的觀念。寺廟是由漢藏風格
相結合的古建築群組成，富麗雄偉，金碧輝煌。寺中栩栩如生的酥油花，絢麗多彩的壁畫和色彩絢爛的堆繡，
被譽為藝術三絕。
【住宿安排】
【上
海】－ 準★★★★ 華美達安可飯店。
【拉
薩】－ 準★★★★★ 扎什頗章大酒店。
【日 喀 則】－ ★★★★
方潤國際大飯店。
【澤
當】－ ★★★★
澤當大飯店
拉薩段 4 晚全程安排入住～最佳【國際品牌★★★★★飯店－扎什頗章大酒店】
PS：
(1)大陸地區飯店常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飯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飯店的建造、服務等格局皆
比照星級飯店標準，遇此況之飯店將以【準】字代表，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2)因房型較小故無法接收加床(或三人房)服務，敬請見諒。
(3)飯店房型安排標準房 2 人一室(2 張單人床)，如需求一大床房型，飯店則會視情況加收費用，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

【風味餐安排】《全程餐標人民幣 40~50 元以上》
全程提供豐富的素食為主、高山野山菌風味，若有葷食者（無法吃素者），最少請於出發前 5 天
（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西藏地區有時因物資較不完善的因素，有些餐廳的菜色及設備會比較簡陋，而本公司盡量以衛生、乾淨、吃
的飽來安排，敬請見諒。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
【自費活動】全程無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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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019 年 06 月 20 日【星期四】
第01天 【第 01 天】臺北松山機場  上海【新天地、上海南京路、黃埔外灘】
FM802 1205/1340

今日早上集合於松山國際機場，由專業領隊協同辦理登機證搭乘直航班機飛往上海。
【新天地】這是一個以石庫門建築為主體，有著歐式風情的休閒和娛樂總匯，彙集了格式的酒吧、餐廳和夜
總會。白天，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外遊客來此觀光、拍照留念。臨近傍晚時分，這裏更是彌漫著浪漫的歐式風情。
露天的酒吧、咖啡吧最受年輕一族和老外們的歡迎。
【上海南京路】是世界上最著名、最繁華的商業街之一，也是上海開埠後最早建立的一條商業街，被譽為"中華
商業第一街"，是與紐約的第五大街、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倫敦的牛津街、東京的銀座齊名的世界超一流商業
街。這裡是萬商雲集的寸金寶地，是上海對外開放的視窗，也是國內外購物者的天堂。
【黃埔外灘】欣賞〝90 年代上海十大新景觀璀燦迷人夜景，黃浦江畔 52 幢風格各異的大廈，有哥特式、巴羅
克式、羅馬式…等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建築，被譽為〝萬國建築博覽群〞
，為上海的城市象徵之一。對岸浦東
新地標東方明珠電視台、金茂凱悅等現代摩天建築，與外灘隔江相望，漫步於此您將會發現上海正用另一種風
貌展現十裡洋場的絕代風華。晚上早點休息，明天一大早要搭乘班機飛往拉薩。

早餐：×
中餐：機上套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華美達安可飯店或同級
【第 02 天】上海 貢嘎機場『1.2HR』曲水熱堆寺 聶塘卓瑪拉康度母寺『1HR』拉
薩 MU2335 0645/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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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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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曲水縣聶塘，於公元 3 世紀（約
205 年）由桑普林 堆·待從如娃創建，藏傳佛教格魯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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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修復開放，建築保存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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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內外都有巨大影響，在信教群眾中有很
高地位。
每年藏歷 11 月 3 日至 28 日（公曆約 12 月中旬——次年 1 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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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薑古大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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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專車前往前往曲水縣聶塘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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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拉薩市約二十五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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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年期間抵聶塘地區
弘傳教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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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往拉薩地區首府，前往飯店休息，當天充分休息，讓身體適應高原環境，以儘量減少高
原反應的可能性。第一天至西藏地區建議不要洗澡洗頭，避免身體不適而引起高原反應。

早餐：飯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扎什頗章大酒店或同級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第 03 天】拉薩【布達拉宮、大昭寺、八廓街、小昭寺】
早餐後依門票指定時間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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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前往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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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大昭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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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昭寺】主供尼泊爾赤尊公主攜帶的另一尊釋迦牟尼８歲等身不金剛像。佔地４０００平方米。據說它是
由文成公主主持、並由公主從內地帶來的建築師修建的，所以小昭寺的早期建築係倣漢唐風格。大門朝東，以
寄託這位公主對家鄉父母的思念。主供尼泊爾赤尊公主攜帶的另一尊釋迦牟尼８歲等身不金剛像。

早餐：飯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住宿：扎什頗章大酒店或同級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第 04 天】拉 薩【哲蚌寺、乃瓊寺、色拉寺】
上午前往在拉薩市郊約 8 公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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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0 人。到
近代，實際住寺僧人達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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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參觀西藏唯一的護法寺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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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拉寺】在拉薩北郊山下，是藏傳佛教格魯派三大寺之一。與甘丹寺、哲蚌寺合稱「三大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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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內主要建築有措欽大殿，麥扎倉、吉扎倉、阿巴扎倉及康村等。寺院建築
雄偉，屋宇毗連，重樓疊閣。措欽大殿的面積達 1000 多平方米，共四層，是全寺最雄偉的建築，也是全寺的
活動中心。此外還珍藏著明朝中央賜給的經典、佛像、法器等珍貴文物。這對於研究西藏的歷史、建築、藝術
及漢藏關係，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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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後請準備三日換洗衣物，明日簡便背包往澤當旅遊，大行李請託寄在拉薩飯店，回程再領取

早餐：飯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住宿：扎什頗章大酒店或同級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第 05 天】 拉 薩【恩貢寺(溫薩寺)】【札什倫布寺】日喀則『6.5HR』

早餐後前往日喀則途中參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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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ensa bkav rgy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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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人是宗喀巴大師的教證弟子絳貝嘉措，他曾得大師變化經函的全部妙
義，在前藏地區傳講，首創變化經函講授之規，他的法位繼承人是哇索·曲結堅參。
１５４８年由三世班禪洛桑頓珠創建。恩貢寺建立之初，規模不大，僅有大殿、佛堂和容納１３名僧眾的
住房。後用剩餘土石在大殿西側修建了一座四層大殿，稱為阿拉白殿，意即「剩餘建築」。
１５６６年洛桑頓珠圓寂后，其上首弟子克主傑擴建了供奉洛桑頓珠遺體的凈殿，以及護法神殿，並迎請
四世班禪至溫薩寺。四世班禪任該寺赤巴的２０年間，將寺廟建築規模進一步擴大，在原寺廟內修建三層經堂
，擴建了大殿、護法神殿、凈殿以及藏經閣等，在大殿上加蓋四世班禪的寢殿。大殿、護法神殿和神殿中主供
佛為金剛大威德神像。此後，四世班禪將溫薩寺改稱恩貢澤雪。恩貢寺內佛像、佛經和佛塔眾多。
佛像主要有用白響銅製作的釋迦牟尼像、藥王像、洛桑頓珠像、洛桑確吉堅贊金身像等。恩貢寺還收藏唐卡
２９幅、宗大師上首弟子撰寫的《密集程序》草本、宗大師敬獻大明皇帝書信、１９卷《三部經卷論疏》和《
噶當祖師殿》等３９卷經文全集、佛經《甘珠爾》和《丹珠爾》、歷代班禪經文全集和經言等。靈塔有洛桑頓
珠靈塔、尊勝塔，南殿銀塔主供佛祖釋迦牟尼牙齒舍利，其周圍有用漢銀製作的甘丹旦增嘉措靈塔，以及金銅
製作的吉祥法輪等。
抵達日喀則後先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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蔔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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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飯店

早餐：飯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住宿：方潤國際大飯店 (四星級)或同級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第 06 天】日喀則『3HR』卡若拉冰川『1HR』羊卓雍錯【夏珠林寺】『2HR』澤當

早餐之後專車前往跨越 4330 米的斯米拉山口後就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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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途中享用
午餐之後繼續前往西藏非常著名的三大聖湖之一，羊卓雍措非常壯觀的湖山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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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卓雍湖還是西藏最
大的水鳥棲息地，每到夏季，無數天鵝、沙鷗等水鳥常在湖面嬉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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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經過曲水縣雅魯藏布江觀景台稍事休息留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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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中參訪【夏珠林寺】
，拉薩河畔的一座鮮為人知的小寺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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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殿右側單獨的一間佛殿那華麗的護法神龕裡，牠寧靜地坐著，一坐便是上千年。牠是吉祥
天母的真實化身，十二歲圓寂（約一千年前），圓寂後身體自然收縮，呈度母坐姿，從沒經過任何防腐

處理，現在頭髮依然在生長。…無論如何，今天她還安穩地坐在拉薩河邊的山巔……。
入住澤當飯店。

早餐：飯店用
住宿：澤當飯店或同級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第 07 天】澤當『2HR』曲龍寺 『2HR』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座宮殿）澤當
早餐後前往【曲龍寺】位於西藏山南地區桑日縣沃卡鄉政府所在地以南，沃德貢傑山北蝠，依山而立，背
靠雄偉的沃德貢傑雪山，面向遼闊的沃卡草原。曲龍寺是格魯的最早期寺院之一，1393 年，36 歲的格魯派創始
人宗喀巴大師 “率同師徒弟子勝賢、覺師子、寶幢、賢護、妙吉祥海慧、妙德吉祥、慧稱、勝護等師徒九人共
赴沃卡卻隆修持閉關”宣傳格魯派教法。
當時沃卡宗的宗本紮西倫珠因篤信佛教，自願作了這師徒九人的施主，並極力要求為這九名在岩洞中修行的
師徒，修建一座道場。於是在大師的應允旨意下修了一座長 14 公尺，寬 11 公尺的經堂，直到 1969 年這座經堂
依然如故，這就是曲龍寺初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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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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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魯派教軌日趨完善的同時，在該寺決定了
修建格魯派的主持寺院-甘丹寺。據說宗大師在曲龍寺北面祈禱了甘丹寺的修建，後人為了紀念，就在他祈禱的
地方修建了一座佛塔。
後越過雅魯藏布江前往西藏第一座宮殿寺廟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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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澤當飯店。

早餐：飯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澤當飯店或同級
【第 08 天】 澤當『2HR』青樸修行地桑耶寺（藏傳佛教發源地）拉薩

早餐之後前往【青樸修行地】藏傳佛教創始人蓮花生大士、印度僧人寂護、大譯師百若扎那等吐蕃時期的著
名高僧最先在此修行。據說，在青朴修行，念一遍六字真言，勝過別處念百遍，在青朴修行一天，功德勝過在
別處修行一年。因此吸引了無數藏傳佛教信徒來此修行，此後但凡知名的高僧大師也大多修行於此地，連吐蕃
王朝第三十七代贊普、中興之主赤松德贊也按納不住嚮往之情，離開拉薩富麗堂皇的布達拉宮來到這裡修行，
希望能以虔誠禮佛，換來王朝的永固和深厚的福報。相傳，歷史上這裡曾有 108 座修行洞，修行出了一代又一
代的得道高僧。內地曾有名言：天下名山僧占多。看來西藏也不例外，能被這些在藏傳佛教中神靈級的大師們
選中並長駐修行的地方，自然想不神聖也難，只不知到底是僧因山名，還是山因僧靈啦！
據傳說，歷史上曾在此修行過的寂護大師、蓮花生大師、藏王赤松德贊和「桑耶七覺士」之一後來成為著名
的金剛乘大師的白若雜那等，也在此處留下了數不勝數的聖跡，最主要的是位於山頂的蓮花生修行洞格烏倉和
下面的措傑洞、法王洞、魯堆瓊欽洞等。另外，由於郎達瑪滅佛而導致的佛教前弘期結束，許多受到迫害的寺
廟僧人將許多宗教經卷和文物都埋藏在此山中，成為後弘期以來許多高僧大德和尋常修行者發掘出的珍貴典
籍，謂之曰「伏藏」。時至今日，據說還有許多的「伏藏」埋在大山深處，在等待著有緣有德之人的發掘。青
朴山上下，還密布著許許多多的石雕像，造型古樸典雅，傳說這些雕像都是從石頭上自然顯現出來的，因此又
叫「然炯」，翻譯過來就是「天然形成」的意思。
午餐後參觀【桑耶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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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車返回拉薩飯店

早餐：飯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扎什頗章大酒店或同級
【第 09 天】拉薩【甘丹寺(轉山)、查拉魯普岩寺】【布達拉宮夜拍】

早餐後前往【查拉魯普寺】的山崖是文成公主思念家鄉時向東方朝拜的地方。洞窟開鑿於松贊干布時代，
據說藏王松贊干布的木雅妃如雍在查拉魯普山崖上雕刻大梵天神像，用當時西藏很緊俏的鹽作為工匠的報酬，
掘崖粉一升，給鹽一升。接著，又在石窟裡開鑿了轉經廊道。經過一千多年的風風雨雨，中間幾經興衰，這座
拉薩地區罕見的石窟寺廟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石窟呈不規則長方形，面積約 27 平方米，洞口有一中心柱，中
心柱與洞壁之間是狹窄的轉經廊道，岩壁上有 69 尊石刻造像，廊道兩邊排列石刻神像，北面石壁上有松贊干
布布與文成、尺尊兩位公主以及重臣吞米桑布紮、祿東贊的造像。午餐之後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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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丹寺建於明
永樂七年（1409 年），位於拉薩以東 40 千米處，達孜縣境內，拉薩河南岸海拔 3800 米的旺古爾山和貢巴山的
坳至山頂處，山青水美，自然幽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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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丹寺的後山是宗喀巴大師及許多大成就著的閉關修行地，藏人認為轉神山可免度地獄之苦。
有興趣者可以自由免費參加晚間 21:00 布達拉宮夜拍活動。將布達拉宮的美留在相機留在記憶裡!

早餐：飯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住宿：扎什頗章大酒店或同級
【第 10 天】 拉薩 +++ 青藏鐵路(23 小時四人一室臥舖)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早上前往火車站搭乘青藏鐵路，沿途欣賞高原獨特風光。青藏鐵路的建設，從勘測設計道開工建設，前後
經歷了半個世紀，被稱之為鋼鐵天路；這條處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被稱作鋼鐵天路的新線格拉段全長1142
公里，有 960 公里的海拔高程在 4000 米以上，其中 550 公里的地段穿越高原常年凍土地帶。其最高點位於海拔
5072 米，常年白雪皚皚的唐古喇山埡口，被譽為離天最近的鐵路和世界上最高的鐵路；位於海拔 4905 米的風
火山隧道，是世界上最高的鐵路隧道；位於海拔 4767 米的昆侖山隧道，全長 1686 米，被成為世界上最長的『
凍土隧道』；而位於可可西裏自然保護區，全長 11.7 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橋，也是世界上最長的鐵路大橋。
同時，因這條鐵路穿越了可可西裏、三江源、羌塘等自然保護區，因其獨具特色的環保設計和建設，也被
稱之為中國第一條環保鐵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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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用
中餐：火車餐 RMB80/人
晚餐：火車餐 RMB80/人
住宿：夜宿火車 4 人一室
【第 11 天】 青藏鐵路 +++ 西寧【塔爾寺、瞿曇寺】『4.5HR』永靖
早上抵達青海省首府『西寧』
。參觀【塔爾寺】 意為十萬佛像彌勒洲。是中國藏傳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創
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也是藏區黃教六大寺院之一。塔爾寺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今已有 400 多年歷
史。塔爾寺依山勢起伏，規模宏偉，最盛時有殿堂八百多間，占地 1000 畝，塔爾寺寺院殿宇相連，白塔林立，
整座寺不僅造型獨特，富于創造性，而且細部裝飾也達到了高超的藝術水平。
寺內的酥油花、壁畫和堆繡，被稱為“塔爾寺三絕”，具獨特的民族風格和很高的藝術價值。寺內還珍藏了
許多佛教典籍和歷史，文學，哲學，醫藥，立法等方面的學術專著。
【瞿曇寺】位於樂都縣城南 21 公里處的馬圈溝口，面朝瞿曇河，背靠羅漢山，北依松花頂，南對照碑山，為大
型明代建築群。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
，三羅喇嘛三丹羅追在其駐地官隆洞興建了一座小佛堂，佛堂內供奉
持金剛，並派人赴南京請求明朝朝廷護持。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
，明太祖朱元璋賜名「瞿曇寺」
，並任命三

丹羅追為西寧僧綱司都綱。
明朝初年的四位皇帝（明太祖、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先後下了 7 道敕諭，派太監率工匠歷時 36 年修建
完成瞿曇寺。其中，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下令擴建瞿曇寺，並且用行政命令擴大了該寺上層僧人的宗教首領
地位及經濟特權。明仁宗、明宣宗進一步擴大了該寺的政治經濟特權。明朝宣德二年（1427 年）
，仿北京紫禁
城太和殿的瞿曇寺隆國殿完工，瞿曇寺的規制更加宏偉。明朝初年，朝廷封瞿曇寺創寺僧人三羅喇嘛（即三丹
羅追）為大國師，授西寧衛僧綱司都綱，並封土地、劃林地，派兵保護寺院，連年佈施及賞賜寶物，使瞿曇寺
成為安多政教合一的大寺，是明朝同青海藏區進行聯繫，推行「撫邊」政策的樞紐。

早餐：火車餐 RMB20/人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住宿：鴻瑞假日大飯店或同級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第 12 天】 永靖【劉家峽水庫、炳靈寺石窟】『2.5HR』夏河【拉卜楞寺】

早餐後，早餐後專車前往【劉家峽水庫】劉家峽位於青海與甘肅交界處，距離甘肅省會蘭州市西南約 80 公
里。劉家峽水庫有一個很大的水利發電站，可供應陝、甘、青三省的用電。水庫東起劉家峽大壩，西至炳靈寺
峽口，呈西南--東北走向，南接東鄉、臨夏縣，北連永靖縣，湖岸線長 55 公里，水面最寬處 6 公里，水域面積
達 130 多平方公里，蓄水量約 57 億多立方米，正常水位 1735 米。向陽碼頭以東，10 裡河岸白沙展露，綠柳婆
娑，被稱為“十裡柳林”，景觀奇妙，帶給人一種回歸自然、人在畫中游的美好氛圍。
到劉家峽遊覽，可乘船溯流而上，河水清洌，浪花飛舞；進入峽穀後，但見兩岸奇峰對峙，景色變化多端，
足可與桂林山水、長江的巫峽相媲美。出峽後，眼前是高山湖，湖水蕩漾，襯以藍天白雲，別有一番湖光山色。
之後棄車登船，逆黃河而上至-寺溝峽，隨後上岸參觀【炳靈寺石窟】
，炳靈為一藏語（千佛）之意，石窟在積石
山中，保存西秦、北魏、北周、唐直至明清石窟34個，石佛694尊、泥朔82尊、壁畫900平方米。而其唐代巨大石
佛投影在湛湖上別有一番神秘的氣息，此乃甘肅省三大石窟群之一。

早餐：飯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住宿：航空大飯店或同級
【第 13 天】夏河【拉卜楞寺】『4.5HR』蘭州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早餐後前往參觀【拉卜楞寺】座落在夏河縣城以西的大夏河之濱。該寺由第一世嘉木樣活佛創建于1710年，
經歷代嘉木樣的興修、擴建，現已成為甘、青、川地區最大的藏族宗教和文化中心，是中國藏傳佛教格魯派(黃
教)六大宗主寺之一。
拉卜楞寺占地1234畝，建築面積82.3萬平方米，有6座經堂，84座佛殿，31座藏式樓房，30院佛宮，500餘間經
輪房，千餘間僧舍。其建築風格獨特，藝術精湛，堪稱藏族建築之薈萃。拉卜楞寺內藏有各類經卷6萬餘冊，除

佛經，還有大量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圖書，大凡有關藏族歷史、文學、哲學、語言學、修辭學，醫藥學，以
及天文曆算、大小因明、工藝美術、冶煉鑄造等知識的圖書，應有盡有，其中不乏珍本，孤本、絕本，是一個
浩瀚的知識寶庫。
拉卜楞寺設有顯宗聞思學院、密宗續部下院、續部上院、喜金剛學院、時輪金剛學院，醫學院等六大學院，為
世界最大的藏系佛教學府，其嚴格的入學、教學、考試和畢業制度為藏區培養出了大量宗教人才。
午餐後可再到拉卜楞寺參觀貢唐寶塔後，途中回臨夏再專車前往蘭州入住酒店。

早餐：飯店早餐
住宿：蘭石賓館或同級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中式合菜 50

【第 14 天】蘭州上海台北 MU2351 0745 /1025 + MU5007 1215/1400
早餐後專車前往蘭州機場搭機前往上海後轉機飛扺國門—中正機場。

早餐：酒店用

中餐：機上餐盒

晚餐： ×

※大陸地區因飛機、火車班次時刻經常誤點或取消；故以上行程或餐食若有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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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成團，行程報價包括下列費用
售價:

96000 元
訂金 20000

出 團 日 期

共計 14 日

108/06/20-07/03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 、司機導遊領隊小費）+（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 + 100 萬旅平險+10 萬突發疾病+旅遊不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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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加贈】：本公司為提升旅遊團員之保障權益，除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500 萬意外險+20 萬意
外醫療費用，另額外再加保:旅遊平安險 100 萬+10 萬意外醫療費用+20 萬海外突發疾病醫療+海外緊急救援服務，讓
您玩的開心又放心！
【購物站】：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特別贈送】：1.拉薩迎賓哈達 2.免費提供礦泉水每人每天 1 瓶。

刷卡需加2%依照保險公司規定14歲以下70歲以上只能投保200萬意外險+3萬的意外醫療險。
西藏出團備註
【入藏證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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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團旅客之護照影本、臺胞證照片頁影印件、有效期簽注頁影印本。

2.參團旅客職業以及基本聯絡資料
3.凡年滿 70 歲（含）以上者，需提供醫院健康報告書。
※辦理入藏証需要在入藏前二十三天提供以上資料給我們的客服人員，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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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旅遊注意事項】
1.西藏旅遊是無法與華東、北、沿海一地可比，參團的旅客需有心理準備，因高原所帶來的不同程
度的高原反應難免，但大體都可適應， 但凡有重大疾病：心臟疾病（心臟病.冠狀動脈狹

窄.心律不整）、高血壓(無控制者)、糖尿病、攝護腺腫大、行動不便，甚至出發前
突發感冒症狀,皆建議旅客勿前往,為自身安全請自行斟酌,如有因此而產生健康上或經濟上
之危害或損失之結果,由旅客自行負責 。若已報名並繳交訂金完成報名者，如因旅客自身健康因素
突發,無法前往旅遊，訂金每席 NT20,000 元恕不退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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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況
下，到達西藏地區後的前幾天高山反應實乃正常現象，非屬必要，盡量不使用氧氣筒。
3.西藏早晚溫差大，紫外線強，天氣變化無常，故請備妥相關用品，如太陽眼鏡和毛衣、厚外套。
4.新聞工作者、法師、政治人物或其他因身份敏感等，台胞證及入藏函申請不易，請於報名前主動
告知，若未事先告知者，以致簽證未及時批准下件而影響行程，已繳之費用恕不退還，請自行負
責。
5.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若遇特殊狀況如塌方、路阻、車輛故
障、當地政府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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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布達拉宮參觀時間，由西藏旅遊局統一調配，於前一天才知，故行程順序會有前後調整，且有限
制參觀時間(需旅客配合)，敬請見諒！（參觀需查驗台胞證）
7.中國現在所有的火車票都是採實名制，所以火車訂票只能依規定上網登記或現場憑有效證件購
票，且若因政府臨時徵收，所以出發前無法保證能否 100%取得軟臥與確定搭乘哪一個車次，如果
真的有少數無法取得軟臥車票，將會以硬臥優先替代，屆時也將退還搭硬臥的每位旅客價差的費
用，同團的貴賓也有可能分成 2 個不同的車次客人無法指定哪，請各位貴賓多多理解及包涵。
8.請尊重西藏宗教習俗及民俗並遵守相關政府規定。
9.參團者於行程中，請勿脫隊並隨時注意個人安全！
10.特殊餐食：全程提供豐富的素食為主，若有葷食者（無法吃素者），最少請於出發前 5 天（不含
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大陸旅遊應注意事項
(1).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而做前後順序調整。
(2).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3).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
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門票計價方式：為求降低成本，已先行將優惠票種（如 65 歲以上老人、殘障…等）按一定比例
計算於成本中，而得出此最優惠售價，故無優惠票差可退回，敬請見諒！旅途期間如遇景區需收取
臺胞證，煩請配合出示檢查，謝謝！
A:大陸地區飯店因官方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如其軟硬體設備皆達同星等 飯店
標準，飯店標示將以加【準】字來代表。
B:大陸地區部分飯店需求大床或加床，需另行加價或飯店內無需求之房型，且此類特殊需求須以飯
店排房為準，並不一定保證，如遇上述情形，敬請見諒。
C:部份飯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D:本行程之飯店住宿依 2 人 1 室標準房型(2 張單人床)安排，若遇單數報名請洽客服人員。
關於保險部分:
1.本公司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500 萬意外險+20 萬意外醫療費用。
2.建議旅客可自行加購旅行平安保險+海外突發疾病醫療險+海外旅行不便險+海外緊急救援服務等

內容之保險，詳洽業務人員。
3.外站參團（非自台灣出發）無法投保團體保險，請自行投保，恕無退費，請參加的旅客自行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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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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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2 樓之1 客服專線： (02)2545-3148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客服專線： (07) 974-4210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BLOG：http://blog.yam.com/hctravel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榮獲品保協會『2013金質旅遊行程-西藏13天』
『2012金質旅遊行程-不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