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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用 說 明 

出發日期(2020 年) 團 費(A)(含稅金) 服務費(B) 合計 單人房差 

促銷團 5/19 
現金優惠價 $79900 

4500 

現金優惠價 $84400 21000 
(不含珠峰) $ 81700(可刷卡) $86200 (可刷卡) 

促銷團 6/02 
現金優惠價 $83900 現金優惠價 $88400 22000 

(不含珠峰) $ 85800(可刷卡) $90300 (可刷卡) 

6/16 
現金優惠價 $99900 現金優惠價 $104400 23000 

(不含珠峰) $ 102100(可刷卡) $106600 (可刷卡) 

7/07、8/04、9/02 
現金優惠價 $119000 現金優惠價 $123500 26000 

(不含珠峰) $ 121600(可刷卡) $126100 (可刷卡) 

10/13 
現金優惠價 $93900 現金優惠價 $98400 21000 

(不含珠峰) $ 96000(可刷卡) $100500 (可刷卡) 

※合計＝A+B，以上報價不含證件簽證費及行李、房間小費，稅金視各航空公司及匯率調整適時更動。 
※促銷團因價格優惠，團隊不設限人數，亦無法一人兩座位，若無法接受者，煩請報名非促銷團(亦無法一人兩座位)，謝謝！ 

※不含證件費用：台胞證新辦 NT$1800、護照新辦 NT$1500。 

早鳥優惠：愈早報名優惠愈多，最高可享現金 NT$8500元優惠！絕對超值、超省、超划算！ 

早鳥優惠 

․於出發日 18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 NT$4000，共 NT$8500。 
․於出發日 15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 NT$3000，共 NT$7500。 
․於出發日 12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 NT$2000，共 NT$6500。 
․於出發日 9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 NT$1000，共 NT$5500。 
․於出發日 6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 

加碼再優惠 
揪愈多 
省愈多 

★二位以上報名，除早鳥優惠外，第三位開始每位再優惠 500元/每位。 
每增加一位，再優惠 500元/每位，最多優惠至 3000元/每位。 

※備註：①促銷優惠團不適用；②限向本公司直接報名貴賓者；③限同組貴賓一起報名。 

※以上優惠，促銷團、特殊行程包團、JOIN旅客不適用，僅限全程參團之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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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班 資 訊                          （僅供參考，以實際航班為準） 

 航班號碼 起訖城市 飛行時間 

去程航班 國泰航空CX401+港龍航空KA824 桃園(TPE)/香港(HKG)/成都(CTU)或西安(XIY)或重慶(CKG) 14:50-17:00+19:15-22:10 

內陸航班 中國國際航空 CA4441 成都(CTU)或西安(XIY)或重慶(CKG)/拉薩(LXA) 12:10-14:35 

內陸航班 中國國際航空 CA4402 拉薩(LXA)/成都(CTU)或西安(XIY)或重慶(CKG) 11:05-13:05 

回程航班 國泰航空KA825+港龍航空CX400 成都(CTU)或西安(XIY)或重慶(CKG)/香港(HKG)/桃園(TPE) 08:15-11:00+13:00-14:50 

 

每 日 詳 細 行 程 

桃園 ✈ 香港 ✈ 成都（或 西安 或 重慶） 

今日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展開此次神秘西藏古文明之旅的序幕：乘坐豪華客機

飛往四川省省會成都。成都位於四川盆地西北部，又有“芙蓉城”之稱。被譽為天府

之國。成都於戰國時代已是蜀國的首都，歷經三國蜀漢、隋唐等朝代更迭，發展成經

濟發達文化深厚繁榮的重要城市，更成為歷代固守西南的重要出口集散樞紐；更被評

為「中國最佳旅遊城市」。後搭車前往酒店休息。 

早餐：╳ 午餐：╳ 晚餐：視航班安排 

🏨 住宿：☆☆☆☆☆成都星宸航都國際酒店 或 西安鉑菲朗酒店 或 重慶銀鑫世紀酒店 或同級 

 

成都（或 西安 或 重慶） ✈ 拉薩（休息適應高原環境）(約 60 公里/約 1.5 小時)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西藏自治區首府聖地拉薩。初抵拉薩，後面
的行程還長噢！千萬不要因為急於遊覽而忽略了自身身體的保健，剛
到高原，保持豁達樂觀的心情能夠減弱高原反應帶來的身體不適，良
好的心理素質是克服和戰勝高原反應的靈丹妙藥。此日早早睡會讓您
明日體力倍加有活力，記得今日洗澡不要洗頭噢！養精蓄銳以迎接明
日西藏心靈之旅！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視航班安排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福朋喜來登酒店 或同級 

 

拉薩（布達拉宮(含耳機導覽)、大昭寺、八廓街） 

布達拉宮是一座佛教藝術的博物館，曾是政教合一的統治中心，與西藏歷史上重要人
物–松贊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和歷代達賴喇嘛等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具有重大
的歷史和宗教意義。 

大昭寺是西藏現存最輝煌的一座吐蕃時期建築，金頂前
面的金色法輪和兩匹臥鹿是它的重要標誌，寺廟建築揉
合了漢、藏、印度和尼泊爾的建築特色，更實現了佛教
的曼陀羅式宇宙觀。圍繞著大昭寺的環形市集街道八廓

街，既是轉經道，又是商販雲集的購物區，這裡是購買手信和體會地道藏人生活的最佳地點，
商品琳琅滿目，特色的物品有藏香、唐卡畫、藏毯、轉經筒等。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福朋喜來登酒店 或同級 

 

拉薩－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江孜（白居寺、十萬佛塔、遠眺宗山遺址）－日喀則(約 370 公里/約 8 小時) 

羊卓雍措海拔4441米，乃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羊湖碧波如鏡，水草豐美，是一個豐饒的高
原牧場，當地藏族人民用民歌讚美羊卓雍措：「天上的仙境，人間的羊卓；天上的繁星，
湖畔的牛羊。」 
卡若拉冰川位於浪卡子縣和江孜縣交界處，是西藏三大大陸型冰川之一，為年楚河東部源
頭。標高約5100公尺，在馬路旁就可以看到，是世界上距
離公路最近的冰川之一。 
白居寺、十萬佛塔始建於西元 1427 年，是一座塔寺結合
的典型的藏傳佛教寺院建築，塔中有寺、寺中有塔，寺塔

天然渾成，相得益彰。白居寺旁的白居塔有“十萬佛塔”之美譽。 
宗山遺址古堡是西藏著名的抗英遺址，宗山是座小山，位於江孜城中央，為城市的核心，留
有完整的抗英炮台。藏族人反抗英國侵略者，江孜城因故獲得“英雄城”之美譽。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穆倫拉宗酒店 或 喬穆朗宗酒店 或 山東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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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則－定日－珠峰(約 350 公里/約 8 小時) 

定日境內 8000 米以上的高峰有 4 座，舉世矚目的珠穆朗瑪峰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簡稱珠峰，海拔 8844.43 米，是世界最高峰。在這裡您可以一睹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雄姿，感受大自然的壯麗，有幸還可以看到有如生命之
火般飄蕩的珠峰峰頂的旗雲。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絨布寺招待所 或 帳棚 (無法洗澡且 2-6 人一間) 

 

珠峰－途經佩枯措－薩嘎(約 472 公里/約 9 小時) 

薩嘎於西元1354年帕竹王朝統治者在西藏推行農牧主溪卡(封建莊園)制度的同時建立了地
方行政單位“宗”(相當於現在的縣)，並派出一批上層僧侶擔任地方行政官員，確立了“政
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並使其日臻完善。 
佩枯措又名拉措新措，海拔4590米，屬半鹹水湖。該湖三面環山，地形開闊，魚類資源豐
富，湖岸有野馬、藏野驢、藏羚羊、仙鶴、黃鴨、灰鴨等野生動物活動。佩枯措湖畔的希
夏邦馬峰在湖南側60公里處，據說能在佩枯措拍到希夏邦馬峰的人都會交到好運，雖然也
許只是傳說，但雪山湖泊的祝福也讓人更有駐足佩枯措的衝動和理由。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西部驛站酒店 或 雅魯藏布酒店 或同級 

 

薩嘎－塔欽（途經馬攸木拉保護區、遠眺瑪旁雍措、遠眺岡仁波齊）(約 491 公里/約 8 小時) 

塔欽原來也叫大金、塔青，是位於崗仁布欽的山腳下的小山村，是阿里轉山的起點也是終
點，每年都會很多信徒從這裡出發，朝著心中的信仰而去。途經馬攸木拉保護區是整個野
生動物保護區的大門，也是行政區域上，日喀則地區 阿里地區的重要分界點。 
瑪旁雍措是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瑪”是指淡水，“旁”為微鹹水湖，在此湖邊您並可仰
望納木那尼峰！遠眺岡仁波齊被稱為神山，可見其地位是世界性的，苯教便發源於此，每
年來自印度、尼泊爾、不丹以及我國各大藏區的朝聖隊伍們絡繹不絕，更體現出此峰的神
聖意味。由於多種原因，至今仍是一座無人問津的處女峰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塔欽喜馬拉雅酒店 或 川北酒店 或同級 

 

塔欽（經幡廣場）－瑪旁雍措環湖－即烏寺－拉昂措－扎達（土林）(約 300 公里/約 6 小時) 

即烏寺是瑪旁雍措山上的一座小寺，建築佈局和布達拉宮同出一轍。寺廟建在橢圓形坡陡
的山丘上，被信徒們稱為桑朵拜日山（銅色山），據傳蓮花生大師曾在此降魔伏妖時留過7
天，並在岩石上留下其腳印多處。在山丘洞的西南面至今保留著蓮花生大師的修行洞。 
拉昂措海拔4573米，人稱鬼湖，與聖湖瑪旁雍措一堤之隔，兩湖之間的地帶是進出普蘭縣
的必經之路。 
扎達土林地貌給扎達帶來更神秘的色彩，相信您目睹3D立體土林時，其橫向迭合層次分
明，縱向被雨水自然蝕刻均勻深入，因此形成一自然的佛教聖地。 

※備註：搭乘景區車環瑪旁雍措，需時約2-2.5小時，並非途經湖邊一小段。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扎達土林城堡酒店 或同級 

 

扎達（托林寺、古格遺址）－塔欽(約 300 公里/約 6 小時) 

托林寺位於阿里扎達縣境內，是11世紀初由古格王益西沃修建。托林，意為飛翔空中永不
墜落。由於古格王國的大力興佛，托林寺曾一度稱為當時的佛教中心，起規模和形制都仿
照前藏的桑耶寺所建。 
古格遺址於10世紀前半期建立，王宮城堡從10世紀～16世紀不斷擴建，並達到全盛，於17
世紀瓦解後結束，統治範圍最盛時遍及阿里全境。不僅是吐蕃世系的延續，且是佛教在吐
蕃瓦解後重新找到立足點，並逐漸達到全盛，因此古格王朝在西藏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塔欽喜馬拉雅酒店 或 川北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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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欽－途經馬攸木拉山口－薩嘎(約 491 公里/約 8 小時) 

早餐後續行 219 國道，至拉孜後接上 318 國道，踏上重返拉
薩的道路，再次途經馬攸木拉保護區，回顧世界屋脊的高原
勝景，腦海中留下最美好得印記。今日行程將抵達薩嘎，隨
後返回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西部驛站酒店 或 雅魯藏布酒店 或同級 

 

薩嘎－途經桑桑草原－日喀則(約 448 公里/約 8.5 小時) 

桑桑是阿里南線和北線上重要的驛站。 除了是個交通要
道，桑桑鎮也以其濕地和酥油知名。桑桑酥油，是桑桑鎮水
好、草好的濕地草原給予人類的饋贈。 
日喀則處於喜馬拉雅山系中段與岡底斯－念青唐古喇山中
段之間，南北地勢較高，其間為藏南高原和雅魯藏布江流
域。日喀則地形複雜多樣，基本上由高山、在西藏的地勢環
境寬穀和湖盆組成，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穆倫拉宗酒店 或 喬穆朗宗酒店 或 山東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拉薩（瑞吉酒吧賞布達拉宮夜景）(約 260 公里/約 6 小時) 

扎什倫布寺是後藏地區最大的格魯派寺廟，最初是由宗喀
巴大弟子，一世達賴喇嘛創建，之後又經歷代班禪不斷修
繕、擴建才有今日之規模，也成了歷代班禪的寓所，其內
更保有四世班禪遺體，此外寺內各僧院之牆壁上均繪有壁
畫，用筆細膩工謹，色彩鮮豔奪目，寺內保存相當多的文
物，是研究西藏各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
無價之寶。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酒店自助餐 

🏨 住宿：國際品牌★★★★★瑞吉度假奢華酒店 或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拉薩++當雄（青藏鐵路精華一小段）－納木措－拉薩(約 300 公里/約 6 小時) 

拉薩簡稱“拉”，是中國西藏自治區的首府，具有高原和民族特色的國際旅遊城市，是西
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教中心，也是藏傳佛教聖地。拉薩境內蘊藏著豐富的各類資源，
相對於全國和自治區其他地市，具有較明顯的資源優勢。 
納木措世界上最高的湖泊納木措，它和阿里的瑪旁雍措、浪卡子縣的羊卓雍措並稱為西藏
三大聖湖。納木措為「天湖」之意，湖面海拔4718米，面積1920平方公里，是西藏第一大
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當您歷盡千辛抵達湖邊時，看藍天連接著這片藍湖，那
麼寧靜、遼闊、聖潔、壯麗，令人屏息難忘。遊畢後返回拉薩。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路上餐廳(RMB60，路上條件有限敬請包涵！)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國際品牌★★★★★瑞吉度假奢華酒店 或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拉薩 ✈ 成都（或 西安 或 重慶）(約 60 公里/約 1.5 小時) 

成都簡稱“蓉”，是四川省省會，西南地區唯一一個副省級市，特大城市，國家重要
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商貿物流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成
都位於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地，境內地勢平坦、河網縱橫、物產豐富、農業發
達，自古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成都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古蜀文明發祥地，中
國十大古都之一。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視航班安排 晚餐：中式合菜 RMB70 

🏨 住宿：☆☆☆☆☆成都星宸航都國際酒店 或 西安鉑菲朗酒店 或 重慶銀鑫世紀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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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或 西安 或 重慶）✈ 香港 ✈ 桃園 

今日前往機場搭機返回臺灣溫暖的家，結束此次難忘的中國西藏心靈之旅，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酒店內用或打包餐盒 午餐：視航班安排 晚餐：╳ 

🏨 住宿：★★★★★★溫暖的家 

備註： 

1. 此行程為高原地區，因為海拔高容易引起高山反應現象，若有體力不好、行動不便、高血壓、心臟疾病、糖尿病、氣喘病者，
請斟酌自身情形審慎參加。 

2. 報名時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效力產生，即作業預付旅程的旅館、餐廳、機票、門票、入藏代辦等費用。若您因個人因素
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條款進行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實付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因涉及入
藏代辦、青藏鐵路車票、操作手續費等作業，一經確認報名後，因個人因素取消需收取實付費用，特此提醒您留意，謝謝。 

3. 部份航空公司(如：廈門航空、東方航空、中國南方航空、澳門航空、國泰航空、港龍航空、遠東航空、中國國際航空及旅
程中安排之航程…等)規定團體機票開立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更換名單、退票或取消。報名時敬請注意。 

4. 即日起，65 歲以上(含 65 歲)參加西藏旅遊行程之台灣旅客，辦理入藏申請時，必須另外提供：臺灣各公私立醫院所開立之
身體健康無虞(血壓、脈搏、血糖都在正常數值內，且無疾病之文字備註)，可前往西藏旅遊的健康聲明證明書，證明書上須
有醫生簽名，並蓋醫院的章，才能辦理。煩請務必配合，如無法提供者，則臺辦有權不受理。 

5. 因大西北地區氣候因素的關係，夏季時間短，早晚溫差大，青藏地區的酒店房間內的空調，普遍只有送風，請各位貴賓多加
理解及諒解，謝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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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未獲正式評級的酒店，本公司以準 X 星級標示，以便客人參考。飯店如有變更以同級為主。 
8. 行程內之任何景點，如遇到特殊原因下關閉或休息，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以上行程景點若不參加視同放棄，不予退費。行

程內之門票計價方式：為求降低團費成本，已先行將優惠票種（如老人、小孩、殘障…等）與季節優惠(含免票)政策計算於
成本中，而得出此最優惠售價，故無優惠或免票票差可退回，敬請見諒！旅途期間如遇景區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示檢
查，謝謝！ 

9. 房間價差：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另若遇
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證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大陸尚少
有 3 人房，若是加床即是加行軍床或加床墊，且有些飯店連行軍床或床墊都沒有得加！(並且加床者費用並無減少，相當划
不來)。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若不補單人房差時則由本公司自行配對；配對後旅途中，
如果造成室友嚴重不便，而導致臨時要加房，則費用需由兩人共同負擔。 

10. 特殊餐食：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吃素者），最少請於出發前 5 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需求全程素食餐
之貴賓，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且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
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 

11.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船位…等團體行
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恕不退其餘團費，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敬請見諒。 

12. 以上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只供參考，如有任何調動、更改，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航班時間及出入境只供參考。因
大陸飛機、火車時刻常誤點或取消，此資料僅供參考，確定安排由當地旅行社做最後確定。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
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13. 報名時須提交正確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護照及台胞證號碼，並請於出發日 30 天前(行程內有拉薩、林芝、山南)、40 天
前(行程內有珠峰、阿里、波密、然烏)前將台胞證正本交予旅行社辦理簽證及入藏函事宜，若因個人因素導致簽證作業延宕
而產生額外費用或來不及辦理，請自行負擔。 

14. 新聞工作者、和尚尼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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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下件但因自身身分問題或因自身行為而影響行程致使行程中斷，已繳之費用恕不退還，請自行
負責。 

15. 針對保險部分：①自民國 99 年 1 月 7 日起，保險法第 107 條修文修正草案規定，年齡未滿 15 足歲者不得投保旅遊平安險之
身故保險。②外站參團（非自臺灣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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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各項保
障及理賠，悉依各保險公司保單條款及核保規定為準，保險公司有最終核保權。 

16. 為響應環保，中國很多地方酒店大多已不提供一次性用品（牙膏、牙刷、拖鞋、沐浴洗髮乳、衛生紙、杯子等），敬請貴賓
自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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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1500 元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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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公司
會加派隨車服務人員上火車，讓每位貴賓玩得開心又放心，也請各位貴賓多多理解及包涵。 

18. 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及特惠活動，因此並不保證同團旅客售價皆相同
一致，端視您報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19. 如發生嚴重高原反應，而需要後送回內地時，所有後送的費用，如機票住宿等需由旅客自理。 
20. 本行程為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且機票(開票作業本公司不另行通知)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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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萬意外險+10 萬意外醫療費用，另額外再超額加

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300 萬意外險+10 萬意外醫療費用(含高山症)+海外緊急救援服務，讓您玩的開心又放心！(※建議可加購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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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 9 折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