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6/3          團費：每人／NT58,000 元

單房差：NT8,500 元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及簽證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貼心安排 
4G 網卡(每房一張)、迎賓哈達、每日礦泉水無限暢飲、隨車提供醫療級氧氣鋼

瓶以備不時之需(免費使用) 
 

 

 

第 1天  高雄河內成都【寬窄巷子】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河內】轉機飛往四川省會【成都】四川省省會，天府之國。 

【寬窄巷子】：是最世界、最古老、最時尚的老成都名片、新都市會客廳。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準★★★★★希爾頓花園酒店／或溫江皇冠假日酒店／或大鼎戴斯酒店／或同級 

第 2天  成都拉薩(海拔 3650 米)【布達拉宮廣場拍攝夜景】 

【布達拉宮廣場拍攝夜景】：布達拉宮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雄偉的宮殿是藏文化最燦爛的象徵。它磅
礡大氣的雄偉建築和神秘聖潔的宗教背景是攝影愛好者無法抵抗的誘惑。每位到拉薩旅遊的人，都要拍
上一張布達拉宮的經典照。(如遇天候不佳則取消此行程) 
※溫馨小提醒： 

1.剛抵達拉薩後因高原含氧量比平地少,旅客多少會感受到不舒適,特別安排入住天堂洲際酒店,酒店所有房間均提供夜間彌散

式供氧服務(依季節不同供氧時間有異大約為 20:30~隔日 06:00)，可有效緩解高原反應導致的身體不適，帶給您一晚舒適的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VN 587 高雄 河內 08:40 10:15 

第一天 VN 552 河內 成都 12:00 15:15 

第八天 VN 553 成都 河內 16:15 17:40 

第八天 VN 586 河內 高雄 18:35 22:0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睡眠。 

2.從您踏上高原土地的那一刻起，切記【慢、慢、慢】，慢慢走路、慢慢說話、慢慢沉思。如果您有輕微頭痛、頭暈、嘔吐

等狀況，都屬於正常現象，通常第二天會慢慢好轉。如果症狀嚴重者，請即時通知導遊或是領隊人員。同時請隨身攜帶個人

藥品和抗高原反應的藥物。 

3.記得今日洗澡不要洗頭喔！此日早早休息,養精蓄銳!迎接後面更精彩的心靈之旅~ 

4.今天開始進入藏區，請尊重當地宗教信仰、風俗民情。勿以城市人的標準和心態來衡量當地條件和文化。正因為當地人的

質樸，才能保有當地純淨的淨土和文化。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住宿：★★★★★天堂洲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拉薩【布達拉宮、大昭寺、八廓街】 

【布達拉宮】：初建於西元七世紀，後毀於戰火中，而現在的建築大部分是十七世紀五世達賴主持修建
的，整個宮殿分紅宮和白宮兩部分，其金頂為印度傳統式樣，四腳飾有摩蠍魚首、金碧輝煌，佈局參差
錯落，置身其中恍若神地，是西藏碉樓式建築的代表，以其精美的壁畫、複雜的建築結構及歷代達賴的
執政地而聞名海外。 
※溫馨小提醒： 

1.因旺季布達拉宮有設定旅客參觀的時間(1 小時)，行程會因為設定的時間而做順序的更改，請貴賓諒解！ 

2：布達拉宮是以實名制購票，若臨時取消無法退票也無法更換姓名，敬請貴賓理解！ 

※參觀布達拉宮須遵守相關規定： 

1.攜帶物品：不允許攜帶水、飲料、化妝品等液體，不允許攜帶刀具、火具(打火機、火柴)等物品。攜帶以上東西的貴賓可

以將不貴重物品放置車上或寄存在布達拉宮售票處，待參觀完布宮從北門出來時，可到寄存處領回。     

2.有關穿著：市內不能帶帽或者佩戴墨鏡(如佩戴全視線眼鏡,請於入市內時先暫時取下)參觀布達拉宮，女士們衣著穿得不要

太暴露了，建議遊客穿著好走的平底鞋。                                                      

3.有關拍照：遊客們由於心理的極度好奇而不顧規勸在布達拉宮拍照，後果將非常嚴重，輕則相機沒收，重則罰以鉅款甚至

行政拘留，請配合導遊說明拍照地點，所以貴賓們切記！參觀時，不要觸碰、撫摸佛像等文物。         

4.參觀時間：參觀布達拉宮有時間上的限制，從進入布達拉宮的白宮建築算起，參觀時間不可以超過一個小時。尤其在裏面

上廁所很不方便，建議先行解決好再進入參觀。 

【大昭寺】：是西藏最古老的神廟，距今已有 1350 年歷史，是西藏最神聖的殿宇之一，主供文成公主自
大唐迎來的釋迦牟尼 12 歲等身金身佛像，同時是所有藏人心靈中最神聖之處，是西藏最神聖的佛教聖
殿與信仰中心，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教徒從千里之外的家鄉三步一叩首地走到拉薩大昭寺來朝拜。 
【八廓街】：在拉薩舊城區，圍繞大昭寺而建，是一整片舊式的、有著濃鬱藏族生活氣息的街區，由手
工打磨的石塊鋪成的街道雖不很寬，卻是拉薩每天客流量最大的地方。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鹽焗鴨 RMB50／晚餐：北京涮羊肉 RMB80 

住宿：★★★★★天堂洲際大酒店／或同級 

※溫馨小提醒：安排入住天堂洲際酒店,酒店所有房間均提供夜間彌散式供氧服務(依季節不同供氧時間有異大約為 20:30~隔

日 06:00)。 

 



第 4天  拉薩(車程約 2.5H)羊卓雍湖、崗巴拉山頂卡若拉冰川(車程約 2.5H)江孜【遠    

        眺宗山遺址、西藏貴族的曾經~帕拉莊園】(車程約 1.5H)日喀則 
※溫馨小提醒：今日專車前往後藏重鎮-日喀則，為了讓遊客可以有舒適的行車空間建議可準備隨身小包行李(大件行李放在

拉薩酒店),放置輕換洗衣物及隨身物品。 

【羊卓雍湖】：藏語“天鵝池”，西藏四大聖湖之一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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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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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藍的湖水與遠方的雪山連為一體，有「天上的仙境，人間的羊卓」的美譽。 
【崗巴拉山頂】：站在山頂向南眺望，像一塊鑲嵌在群峰之中的藍寶石，碧綠的湖水平滑如鏡，白雲、
雪峰清晰地倒影其上，湖光山色，相應成趣。湖濱水草豐美，牛羊成群，是理想的天然草場。 
【卡若拉冰川】：被譽為“沉睡的冰美人”，是世界上距離公路最近的冰川之一。此峰周圍冰川地貌突
出。她的晶瑩幽藍、巍峨壯觀、雲霧飄緲、絕世容顏，不僅僅是流動的歲月和冰雪的地質，也是時光雕
塑的偉大藝術品。潔白無瑕的冰川毫不掩飾地鋪在山頭，形狀有如唐卡，更像雄鷹展翅。 
【帕拉莊園】：帕拉莊園是西藏唯一保存完整的封建領主莊園，在這裡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入的了解到舊
社會的西藏農奴制制度，在 1904 年，整個江孜都積極的投入了保衛家園的中英戰爭中，帕拉莊園也不
例外，在當年的戰爭中，英軍殘酷的燒毀了帕拉莊園，現在這座莊園是在 1937 年重建的，在此之後整
座班久倫布村也是圍繞著帕拉莊園的主樓展開的。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合菜 RMB60 

住宿：★★★★喬穆朗中酒店／或山東大廈酒店／或同級 

第 5天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班禪新宮】(車程約 6H)拉薩 

【日喀則】：藏語意為「最美的莊園」，是「西藏的糧倉」之一。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是後藏地區的宗教、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歷來為藏傳佛教兩大領袖之一班禪喇嘛的駐錫地。相傳八世紀時，印度高僧蓮
花生路經此處，看到山川形勝，便停留下來修行講經，並預言這裡將會成僅次於拉薩的城市。 
【扎什倫布寺】：藏語“吉祥須彌山”，是格魯派的六大寺廟。始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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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同時也是歷代班禪的駐錫地。大彌勒
殿內的強巴佛銅像高達 30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銅塑佛像。 
【班禪新宮】：是西藏佛教領袖班禪宮殿之一，又名德慶格桑頗章；位於扎什倫布以南，新宮建築富麗
堂皇，十分幽雅，是避暑的好地方。宮內存放有很多西藏曆史文物及藝術精品，尤以一幅《八思巴會見
忽必烈》的壁畫最為精美。目前是班禪大師安寢的夏宮，新宮有三道門，第一道門前簷有四根八角朱漆
大柱抵頂，門殿浮雕著凶悍不馴的野獸、騰躍欲飛的蟠龍和各種花卉圖案門壁兩側。彩繪著卷雲、猛虎、
長龍、人物和佛教故事壁畫。筆法細膩，形神俱肖。過了第一道門便是一條幽深小徑，紅瑩碎石鋪路，
白石玉塊鑲花。第二道門是一個前庭四合院，邁進四合院，進人第三道門，便可觀賞那建築雄渾、富麗
堂皇、莊嚴肅穆的宮殿了。 
※溫馨小提醒： 

1.若遇日喀則班禪新宮將暫時停止對外開放參觀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團體將以現場退費每位 RMB30/人，不便之處請見諒。 

2.安排入住天堂洲際酒店,酒店所有房間均提供夜間彌散式供氧服務(依季節不同供氧時間有異大約為 20:30~隔日 06:00)。 



 
早餐：酒店內享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精緻料理 RMB80 

住宿：★★★★★天堂洲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6天  青藏鐵路跨天際，沿途盡是好風景 西寧 

 

【拉薩車站】：寬敞壯觀充滿藏族風格的拉薩火車站。旅遊專列特別配備兩套供氧系統，一套系統通過
混合空調系統中的空氣供氧，令每節列車含氧量達到 83%，另一套集中供氧系統可以讓乘客通過獨立的
介面直接吸氧。 
【羊八井】：遠遠看到的白騰騰的雲霧，那就是著名的羊八井地熱溫泉。 
【當雄站】：最佳景觀—念青唐古喇山是藏北、藏南的分水嶺之一，也是藏北草原內流區與印度洋水系
的分水嶺之一。它綿延數百公里的山脊線位於當雄至羊八井路段的西側，山形尖峭，巍峨崢嶸，山那邊
是納木措。 
【那曲站】：最佳景觀—怒江的上游，水色發黑得名黑河。河流滋潤了昆侖山脈和岡底斯山脈之間的羌
塘草原。 
【藏北草原安多站】：最佳景觀：藏北草原、錯那湖、藏野驢，以唐古喇山為界，青藏高原形成了兩個
截然不同的生態系統：唐古喇山以北，寒冷、氣候變化頻繁，主要是戈壁荒漠和高寒草原；唐古喇山以
南是一派“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海拔 4650 公尺的高原淡水湖----錯拉湖，緊鄰青藏鐵路邊，美
景清晰，湖水碧藍清澈，景色如畫。 
【唐古拉車站】：最佳景觀：通天河、唐古喇山口—唐古拉是長江和怒江的分水嶺，也是青海、西藏兩
省的天然分界線。唐古拉的群山海拔在五到六千公尺。駛過因西遊記聞名的通天河，前面就是唐古拉車
站，世界海拔最高的鐵路車站—海拔 5072 公尺。 



【長江源沱沱河站】：最佳景觀—世界第一高的隧道—風火山隧道。發源於唐古喇山脈主峰的沱沱河，
它是奔騰長江的古老正源。 
【可可西里站】：最佳景觀—可可西里、清水河特大橋、藏羚羊。全長 11.7 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橋，楚瑪
爾河寬闊的河谷盆地，就是著名的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 
【玉珠峰站】：最佳景觀—玉珠峰、昆侖山隧道。玉珠峰：是昆侖山的主峰，海拔 6178 公尺，七月盛
夏依然銀裝素裹，變幻莫測的冰川。昆侖山：隧道全長 1686 公尺。是世界上最長的凍土隧道。這裏海
拔 4648 公尺。 
【格爾木車站】：最佳景觀—格爾木是昆侖山融雪沖積形成的綠洲地帶。 

【德令哈站】：最佳景觀—典型的戈壁綠州地區。 

【西寧站】：隔天上午抵達青海省省會西寧。 

※溫馨小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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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火車上不能攜帶水果刀、打火機，上車前請丟棄。車內不能吸菸。因車廂空間有限，大型行李挪動或打開不易，所以請先

準備好這兩天的盥洗用品，和火車上需要的用品(點心、行動電源、衣物等)，大型行李則放在車廂內。 

3.青藏鐵路沿途停靠只能上下，均不能下車旅遊，更無法洗澡，只能簡單盥洗，諸多不便請注意。 

 
早餐：酒店內享用／午餐：火車列車餐 RMB90／晚餐：火車列車餐 RMB90 

住宿：火車軟臥(四人一室) 

第 7天  西寧【東關清真寺(景點視航班時間機動調整.請見諒)】成都 

【西寧市】：這裏的天是湛藍的，這裏的水是清澈的，這裏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是自然與文
化相輝映的旅遊聖地；它是世人公認的“中國夏都”。這裏有藏傳佛教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誕生地。西
寧古有“西海鎖鑰”之稱，是古“絲綢南路”和“唐善古道”的重鎮，這裏,境內最高海拔 4394 米，市
區中心海拔 2275 米，屬大陸性高原半乾旱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暑，西寧市依山傍水。 
【東關清真寺】：整個大寺和殿內都顯得古樸雅致，莊嚴肅穆，富有濃郁的伊斯蘭特色。該寺建造雄奇，
坐西面東，具有我國古典建築和民族風格的建築特點，雕梁彩檐、金碧輝煌，大殿內寬敞、高大、明亮，
可以同時容納 3000 多回教徒進行禮拜。 

 
早餐：火車早餐 RMB50／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鴛鴦火鍋 RMB60 

住宿：準★★★★★希爾頓花園酒店／或溫江皇冠假日酒店／或大鼎戴斯酒店／或同級 

 



第 8天  成都【熊貓基地(含電瓶車)、浣花溪公園】河內高雄 

【熊貓基地】：已成為國內開展大熊貓等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移地保護的主要基地之一。常年飼養有大熊
貓、小熊貓、黑頸鶴、白鸛和白天鵝、黑天鵝、雁、鴛鴦及孔雀等動物。是將著力為大熊貓創造近似於
野外的生活環境，將人工繁育的大熊貓經過野化訓練和適應性過渡階段後，再放歸野外棲息地，以最終
達到延續和保存這一珍稀瀕危物種之目的。 
【浣花溪公園】：浣花溪歷史文化風景區的核心區域，位於成都市西南方的一環路與二環路之間，占地
32.32 公頃，建設總投資 1.2 億元，是成都市迄今為止面積最大、投資最多的開放性城市森林公園，被
評為成都市唯一的五星級公園。 
＊此時 8 天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的時
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搭乘兩岸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藥膳風味 RMB65／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 溫暖的家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1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1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7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2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143.htm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三)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
規格相同。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敬請注意！)  
(四)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五)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1.30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