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8獨家私房秘境-桃源仙谷龍王湖+拉日&青藏雙鐵路-讓您飽覽雅江風

光、藏東神湖巴松錯、龍王谷魯朗林海、中國最美山峰之首南迦巴瓦峰

+山南聖湖羊雍錯、卡洛拉冰川+藏北羌塘草原、聖湖納木措、十一日遊 

獲頒金旅獎作品 (讓您青藏鐵路全程 1956公里、絕不讓您在火車上

遺漏一半以上景點風光，白天真正欣賞到精彩可可西里藏羚羊保護

區)享受瑞士林芝充足的氧氣與暖陽、飽覽雪山森林冰川美景、飛進

林芝海拔低平均 2800不易產生高原反應，東進西出不走回頭路，此

行程適合初次進藏參加，步步高讓您輕鬆適應堪稱最完美旅遊路線。 

★ 以下文字、圖片均為我司《西藏印象》書中版權，未經本公司授權同意，切勿抄襲轉載，翻拷必究 ★ 

【“168TIBET西藏攻略旅遊網”獨家服務】 

1、線路編號: L-SC-LF16800-001PO。 

2、提供 168TIBET西藏旅遊須知-行前說明會資料一份； 

3、拉薩住宿酒店或同級，出發前予以確認住宿飯店名稱； 

4、特別安排優秀援藏導遊為您精闢講解西藏神秘藏傳佛教歷史； 

5、每輛旅遊車備用氧氣設備，讓您無後顧之憂玩得安心更放心； 

6、我社加保旅行社伍佰萬旅遊險+意外險+疾病突發醫療險(高原反應適用) 

7、辦理入藏批件請旅客備妥台胞證須有簽註章效期內傳真或掃描至我社； 

8、提供貴賓獨家中藥配方 (需自行購買)，進藏前服用有效提前預防減緩高原反應； 

9、獨家提供安排駐診醫師於拉薩五星酒店內，為貴賓們提供完善醫療詢診服務； 

10、㊣168 為您提供最好的旅遊品質【無購物】，絕不安排藏藥、蠶絲被、紅景天、貔貅購物站。堅持尊嚴旅遊，享受旅行！ 

 



榮獲金旅獎獨家行程—帶您尋訪私房秘境：桃源仙谷龍王湖  

《2019》尊爵等+隱藏版：讓您感受最原生態-夢境中的香巴拉! 
 ★《本公司另有安排 168 隱藏版行程、餐食、住宿安排、為免同業抄襲，故不便事先公佈！》 

 林芝進拉薩出，不走回頭路，林芝海拔低，讓您逐步適應高原  

 獨家安排名流官員會所【101 景觀餐廳】將聖城全景盡收眼底； 

 尊爵體驗《拉薩全程安排超五星級富氧酒店》【聖地洲際天堂】 

 168《私房秘境遊》探訪與世隔絕神秘世界【桃源仙谷龍王湖】 

 168 獨家安排【青藏與拉日雙鐵路】讓您飽覽雅江核心景區風光! 

 獨家行程—探訪童話世界,世外桃源的森林花海【魯朗龍王谷】 

 留戀壯麗舒展的攝影天堂，工布人的母親河 — 尼洋河谷風光； 

 經千萬年時光所形成的陸型冰川，世紀景觀—【卡洛拉冰川】； 

 親訪觀靈童轉世神湖之一，流淌在人間的地上銀河聖湖【羊卓雍措】 

 體驗世界最高湖泊，天空寶鏡神湖“納木錯”似雲海齊眉的感動 ! 

 168 獨家安排搭乘電瓶車讓您在森林與雪山交融的寧靜世界，感受雪山雙雄【國王寶座】無比雄偉的視覺震撼。 

 

看點一：醉美林芝—人間最後的天堂靚點：巴松錯、魯朗林海、南迦巴瓦峰、尼洋河、雅魯藏布大峽谷、米拉山、 

色季拉山、邦傑塘草原。雅魯藏布江，地貌險峻、氣勢磅礴，締造了世界最深、最窄、最長的峽谷之最。豪情的南迦

巴瓦峰上分佈著四季分明的植物，山頂常年積雪，雲霧蒸騰；柔情的魯朗林海終年碧綠蒼翠，讓人清新愜意…  

 

看點二：林芝桃花與杜鵑百花盛宴，踏著春天的旋律，為花而狂，趕赴這場華

麗的盛美。 每年 4~5 月漫山遍野的桃花開始鋪滿山坡，綿延至河谷；漫步其中，

可見雪峰聳立，桃花怒放，清泉嬉戲，藏寨悠然美到令人屏息。尤其是進入 5

月中旬一直持續到 6 月中旬，春天豔陽高照，雪山之下，色季拉山的杜鵑花期

也長，無論是東坡還是西坡，整座山上的杜鵑花全部綻放，黃色、紫色，千姿

百態，形成花的海洋，氣勢極為浩瀚壯觀。而 10 月~11 月中下旬期間，魯朗林

海更是猶如『上帝打翻的調色盤』讓人美麗驚艷，喜愛攝影的您不絕不可錯過 ! 
 

看點三：168獨家私房秘境 : 探訪【桃源仙谷-財神湖】深藏於天之界，體驗被遺忘的時光，這裡是少數人可以到訪

秘境中的天堂，春夏之際鮮花浪漫，靜謐美麗，更是歷代藏王與達賴喇嘛都來祭拜朝聖的財神湖。靈驗無比-遠近馳

名。祭拜神湖不僅能積累福運財運，事事順心如意。走進西藏中的西藏、一次甦醒五官六覺能量充滿的身心靈之旅！ 

 

看點四：青藏鐵路，沿線分佈著青海湖、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納木錯湖、布達拉宮等9處世界級旅遊資源，包括藏

傳佛教聖地塔爾寺、拉薩古城、八廓街等23處國家級旅遊資源，以及

6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風景名勝，193處普通級旅遊資源。在距離

德令哈50公里的草原上，坐落著兩個美麗恬靜的湖泊－可魯克湖和托

素湖，蒙古語的意思分別是“多草的芨芨灘”和“酥油湖”。可魯克

湖和托素湖由一條小河相連，當地人把它們稱為“情人湖”可魯克湖

是一個水美草肥的淡水湖，而托素湖卻屬於高原鹹水湖，岸邊別說耐

鹼的胡楊，就連一棵草都沒有，一片乾荒的沙漠。這對讓人百思莫解

的“情人湖”億萬年來就這樣相依相伴，恩愛情長。 穿過格爾木，

列車進入青藏鐵路沿線最大山脈崑崙山。再往前就是位於崑崙山和唐

古喇山間的可可西里無人區與藏羚羊保護區。穿過可可西里抵達長江源景觀帶，這裡是長江和瀾滄江的發源地。   

http://www.168tibet.com/world/031311d.doc
http://www.168tibet.com/world/031311d.doc


 

 

第一天 桃園 或 高雄 成都 或所有其他當日可抵達航班，參考 KA825+CX466 08:10-15:15 或 CA418 19:45-23:35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成都】乘車前往飯店休息，明天五六點要早起，準備迎向我們心神嚮往的神祕國度--西藏。 

集合於中正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轉機前往-【成都市】後搭乘專車前往住宿飯店休息，首度異國之夜。明

天要早起，今晚要好好休息喔，養足精神、睡個好覺，才有充足體力登上高原，迎向我們神心嚮往的神祕國度西藏。 

【西藏印象提示】: 由於搭乘早班機，早上酒店會安排餐盒多半為蘋果蛋糕牛奶等.方便車上享用建議餐盒容易

冷胃，所以早上請在酒店沖泡麥片飲用暖胃，且進藏用餐請保持 5~6 分飽以免造成臟器的負擔容易高反。 

 

第二天 成都 林芝【168 獨家『尼洋閣風情園』、雪山中的綠寶石『神湖巴松錯』、漫遊林芝廣東街】 

清晨搭乘 CA-4431 07:30-09:20 抵達林芝米林機場，隨後前往遊覽『尼洋閣』位

處尼洋河畔，風景優美，遠處山頭白雪靄靄，又有群山綠色纏繞，一大片原生態

草原安靜躺在尼洋閣腳下。站在閣頂上時，向前遠望可見綿延雪山阿布堆珠、比

日、窮布增根等眾多神山的雄姿，與尼洋河娘乳濕地的綺麗美景。飽覽林芝雪山、

尼洋河、油菜花、田園牧歌似的風光，最令人歎為觀止的，尼洋閣內收藏的眾多

藏東南文化藏品。其中不可錯過的是尼洋閣三寶，藏有世界上最大的寶瓶、文成

公主藏東南教化圖、與價值連城的沙畫壇城，介紹當地原住民工布、門巴、珞巴、

僜生活習慣及收藏品、娘乳神泉、藤網橋等豐富人文景觀。午後前往-紅教聖湖『巴

松錯』，巴松措湖的形狀如鑲嵌在高山峽谷中的一輪新月，湖水清澈見底，四周

雪山倒映其中，湖水透明可見遊魚如織，情趣盎然。湖內有座小島，島上有一座

紅教寧瑪派古廟距今已有 1500 多年，雪峰，冰川，原始森林，古跡將巴松措緊

緊環繞，使這裏宛如人間仙境，獨家安排搭乘電瓶車，環游這森林與雪山交融的

寧靜世界，抬頭仰望，海拔高達 5500 米的雪山雙雄【國王寶座】、【燃燒的火焰】，

感受無比雄偉的視覺震撼！晚餐後可前往林芝廣東街深入當地市集逛街，這裡有

很多新奇好吃、好玩、好買的當地特色商店松茸、佛掌蔘、工布藏族銀飾、當地的特產都有的喔，很多挺熱鬧的！ 

 

第三天 林芝【觀雅魯藏布江河匯流、布久喇嘛林寺、魯朗林海龍王谷、最美山峰之首色季拉山-南迦巴瓦】 

早餐後沿雅魯藏布江河谷前行。這是雅魯藏布江最美的一段，薄薄的晨霧浮在江

面上，清晨的陽光下江面銀光粼粼，白雲朵朵繫在山腰，遠處是金色的雪山，美

麗的田園籠著輕煙，飽覽尼洋風光、江河美景，前往『龍王谷』，進入雪山下的『魯

朗林海』、村莊田園，獨有的壯美清新的風景。聖域西藏花海魯朗來到這裡、你就

會明白傳說中的龍王傳說中的家，美麗的魯朗，為什麼這裡會被稱為“神仙居住

的地方，中午安排在魯朗小鎮享用最聞名美味的藏式魯朗藥燉石鍋雞，石鍋乃用

墨脫山石純手工製作，風味獨俱美味可口。，美味可口！這些石鍋都是用墨脫山

石純手工所鑿製作完成的，由背夫從蓮花秘境墨脫徒步送達林芝，餐後沿山路而上翻

越海拔 4702 米的色季拉山，在山頂欣賞漫山花海森林，尤其春秋之季，色季拉山更

猶如上帝打翻的調色盤，色彩繽紛，晴朗的天空下您將有機會欣賞到，2005 年曾被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當選為中國最美的六大山峰之首），猶如刺藍天的戰茅，也是

藏族最英俊的戰神，震撼心靈壯觀的『南迦巴瓦峰』，隨後前往最美麗的『布久喇嘛

林寺』，屬寧瑪教派(紅教) ，進入滿鮮花的庭院寺院，寺院建築金碧輝煌，金頂呈塔

形，飛簷畫棟，四面牆白蘭紅綠四色，非常漂亮。環境清幽，佛殿庭院掩映綠蔭之中。

寺院外清溪長流。依山傍水，置身此間，既可觀賞漫山林海，又可遠眺波光粼粼的尼

洋河。寺裡藏有著名的蓮花生大師踐石遺跡，與精美壁畫堪稱藏東一絕。最特別的是

尼姑和喇嘛共處一寺，共同在經堂裡誦經作課，這在西藏的眾多寺廟中實屬罕見的。  



第四天 林芝-拉薩【168 獨家私房秘境『桃源仙-谷龍王湖』、西藏最大的古堡群『秀巴古堡』、神山的眼淚   

                  『尼洋河風光』、 茶馬古道上的傳奇『太昭古城』、 站在天堂親臨仙界 『米拉神山』】 

今日 168 獨家私房秘境-深度安排體驗被遺忘的時光【桃源仙谷-龍王湖】，這裡是少數人可以到訪的美麗的仙谷寶地，

春夏之際鮮花浪漫，靜謐美麗，是秘境中的天堂，深藏於天之界，更是歷代藏王與

達賴喇嘛都來祭拜朝聖具有威力的財神湖。以期順利募資建寺，靈驗無比，因此遠

近馳名。祭拜神湖不僅能積累【福運、財運】，更加事事順心如意。拜祭神湖具有靈

性請保持安靜，還請來此觀湖或祭拜的 168 同學們悄悄地來，也悄悄地去。站在山

頂心裡祈禱著，希望神湖永遠保持如此原始般的神秘與美麗而不被破壞。由於神湖

尚未過度開發，故路況較差，要走進湖邊需步行一段。★玩家們也別忘了取些湖水

帶回去分送親友，這絕對是您給親友與供佛最珍貴殊勝的禮物了！之後乘車前往拉

薩，途經『太昭古城』 藏語意為“一百個村莊的第一個村莊”，這裡是著名的茶馬

古道，商賈雲集，來自藏、漢、回、納西以及尼泊爾的商人絡繹不絕，太昭成為當

時西藏重要的商業文化中心。清代更是清兵西藏邊疆的重要駐地。隨後途經秀巴古

堡背靠山巒，面對尼洋河谷居高臨下，為古時鎖關要塞，見到秀巴古堡時，彷彿瞬

間穿越千年時空的感覺，傳說中格薩爾王大顯神威斬妖除魔的古戰場。古堡外觀為

八角形，可向來攻的敵人放箭；並可燃放狼煙，向友軍求援。雖歷經千年風雨，至

今依然固若金湯。許多建築家認為在當時條件能完成如此巨大工程，是一個神話與

奇蹟，令人驚嘆不已！ 隨後前往尼洋河傳說中是神山流出的悲傷的眼淚。尼洋河之

美，美在它水色清澈、翠綠、潔白。稍後翻越 5013 米的『米拉山』意為“神人山”，

會讓你感覺這裡宛若仙境般，更是此地藏民心目中的神山，每當抵五千海拔山巒之

中，讓人站在雲端之上，就像親臨仙境之中，眼前景色如夢似幻，是種此生未曾經

歷過的感動與震撼! ★ 在神山祈願很殊勝靈驗喔! 您可將心願寫在經幡上，請藏民

為您掛在山口處，當經幡隨風吹向天際時，也同時將願望傳遞仙界讓諸佛庇佑。 

  

第五天：拉薩【天上的宮殿『布達拉宮』、『大昭寺』點燃心中的聖燈、『八廓街』一條千年的轉經道】 

本日前往地球上最高的雪域宮殿。氣勢磅礴雄偉。是藝術殿堂與建築史上的奇跡。更

是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是梵語的音譯，又譯作“普陀”，原指觀音菩薩之居所。

吐蕃國王松贊幹布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造了布達拉宮。宮殿主體由白宮和紅宮組

成，達賴喇嘛的政治活動起居都在白宮；而紅宮則供奉歷代達賴的靈塔與佛殿。走進

布達拉宮，彷彿走進佛教世界，眼前千座佛塔，萬座佛像與唐卡一個令人驚嘆的藝術

寶庫。這裏珍藏著無數珍寶，都讓人心無比讚嘆與震撼。下午前往『大昭寺』，這裡

是佛教的中心，在寺前可以見到穿流不息的藏族們，他們日夜不停，虔誠的面向寺內

大禮拜，更是西藏最輝煌的雄偉建築，融合了藏、唐、尼泊爾、印度的建築風格，寺

內供奉著隨文成公主進藏所帶入的（釋迦牟尼 12 歲等身佛）。珍藏珍珠佛衣、金燈等

無數稀世珍寶，並且選出每一世活佛轉世的儀式「金瓶掣籤」，歷來也都在大昭寺舉

行。在佛教界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大昭寺外的『八角街』，是一條有著 1300 多年歷

史，是拉薩最古老的街道，是由朝聖者，用身軀丈量鋪展而成的千年轉經路。藏民們

通常以大昭寺做為中心點，沿著外圍順時針繞行轉經，並面向供奉在大昭寺內釋迦牟

尼佛所朝拜，在藏民心中，繞行一千多米的外環道卻是讓他們可通往天堂的神聖之路。

兩旁在八廓街的商店林立，有極具藏地特色的轉經筒和面具，綠松石及藏族飾品，琳

瑯滿目非常吸睛，也是所有來到西藏的遊客，逛街購物的最佳尋寶去處。在逛

八廓街時要注意按順時鐘方向遊覽前進，順時針遊覽一圈有達到功德圓滿之意。  

★隨後下午則前往《扎基寺》，這是西藏最有名的『財神廟』，寺廟供奉 “吉祥天母”是西藏人的媽祖娘娘，也是天

母的本尊佛殿，也是整個藏區最靈驗的財神廟，如果要求財的朋友，到西藏一定要來祭拜一下，聽說可是有求必應！ 



168 其中一些虔誠的貴賓們，每年都要再回去感謝吉祥天母法王，可見應該是受到很大的庇佑，總之有拜有保佑喔！ 

【西藏印象提示】: 拜財神可在寺前請青稞酒,來供養天母，並可以請酥油在寺中點燈祈請平安，都是非常好的。 

 

第六天當雄—拉薩【天空寶鏡-西藏三大聖湖之首『那木錯』、168 獨家安排-鳥瞰聖城拉薩--全景餐廳】 

 上午前往藏北羌塘草原隨即前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那木措】，也是中國第二大

鹹水湖，蒙古語稱為騰格里海，也是天湖的意思，在藏族心目中是最神聖的聖湖，那木

措太美了，天上雲朵就飄浮在額頭旁邊，彷彿伸手就可摘下而湛藍的湖面襯著雪山，在

陽光下波光粼粼閃著耀眼的光芒，看著湖面，就覺得整個人的靈魂都被洗滌了，

到了夜晚在沒有光害的星空下，星星就在眼前，如同身處幻境般那樣的不真實。如非親

臨仙境，相信再多的筆墨也無法形容她將帶給您無比激盪觸發與感動，湖心有座札西半

島，是轉湖香客必到之地，據說羊年在此轉湖，可獲得神靈的庇護與保佑，在此沉思、

冥想，洗滌心靈對參透事物或許會更加清明，此行將會是您此生最感動的生命之旅。 

★此日若因自然災害因素，以致無法前往那木錯，則安排替代方案，前往(雪域的皇家

園林-羅布林卡) 。是當年達賴喇嘛的夏宮也是青藏高原上最美的園林，又稱「寶貝園」，

園林佔地達 36 萬平方，走進園林內就像進入一座瑰麗的藝術之宮，金碧輝煌的宮殿，

其中珍藏無數唐卡、神像、珍貴的文物名畫，令人驚艷! 2001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傍晚 168 獨家安排您在拉薩當地，仕紳官員喜愛的高級會所景觀餐廳用餐，居高臨下讓您已近乎 360 度的視角，

將拉薩市全景盡收眼底，這裡也是唯一可以觀賞到，現已管制不能進入【拉薩生態保護區】，絕對讓您睛喜連連！

★(由於餐廳為私人會所，不接待團體，168 已是特許安排，若遇徵用，則另安排特色餐取代，請保持理解見諒。) 

 

第七天 拉薩—日喀則【地上銀河『羊卓雍錯』、世紀冰川『卡洛拉』、西藏塔王『白居寺』、江孜古堡】 

早餐後隨後延著雅魯藏布江。翻越海拔 4852 米的岡巴拉山，站在山口時，聖湖

『羊卓雍措』映入眼簾，宛如一條飄帶掛在天地之間，讓你陶醉於世外桃源般之人

間仙境中。那如寶鏡般的湖面，是可以走進前世看到今生，為了尋找達賴喇嘛的轉

世靈童，大活佛會藉由卜卦，與觀察湖中的顯像，來確定靈童出世方位，因此羊湖

在藏傳佛教享有崇高的地位，並被虔誠的藏民們奉為『聖湖』。湖水碧藍清澈，湖

光山色，景色如畫，當地藏民讚她“天上的仙境，人間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

的牛羊，羊卓雍湖除了是西藏的三大聖湖之一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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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聖湖途經即將消失的世紀景觀

『卡若拉冰川』，抬頭仰望著，巨大的冰川讓陽光灑在她雪白的臉龐上，是如此瑰

麗耀眼動人，那種無聲的震撼令人內心澎湃，卡若拉是西藏三大陸型冰川之一。冰

川盤踞在路邊的山丘，可以近距離仰望冰舌，看來伸手可及，實際上卻遠在高達海

拔 6647 米的天邊。不過別小看這個卡洛拉冰川，它可是經過千萬年時光累積才雕

塑出來的懸崖冰川。冰雪沿著冰層張裂，而形成層次豐富多姿的冰塔林。大自然的

神奇魅力。竟能創造出如此巧奪天工的冰原奇觀。不過由於地球暖冰川雪線漸退，

更吸引無數旅行玩家得要跟地球賽跑，抓緊把握到此親眼目睹冰川壯闊奇景的時間

了。隨後赴西藏第二大城-日喀則。『白居寺』在夏季時，您會讓眼前這座被大朵大

朵鮮艷盛開的花兒，不過這兒的花，不僅是為提供遊客觀賞所種植的，而是負

有重責使命，寺裡慈悲為了幫助往生者都能尋找到『光』，讓靈魂有所依歸，

所以種植花兒會向陽綻放，就是為了引導他們找到光的方向，如今看著滿園

盛開的花朵，是不是讓您覺得意義非凡更增添傳奇與聖美。『白居寺』更是藝

術寶窟是兼併藏傳佛教薩迦、噶當、格魯 3大教派共存的一座寺廟。寺裡擁有宏偉

的「十萬佛塔」而聞名，有西藏塔王之稱，塔高九層，寺中有塔、塔中有寺，裡頭的壁畫、雕像由低層至高，代表

的是修行境界的提升。塔身色彩鮮麗，在陽光下非常耀眼，建築融合尼泊爾、緬甸、印度、漢族形成獨一無二風格。

遠眺江孜宗山古堡-王者之頂，江孜平原農產豐富，被譽為西藏的穀倉，春天時沿途金黃一片的青稞更是美麗！  

http://www.wretch.cc/video/Play168Play&func=single&vid=8642106&o=self_a&p=0


第八天 日喀則—拉薩【自由市場、班禪駐錫地『札什倫布寺』、體驗拉日鐵路、布達拉宮寶鏡『龍王潭』】 

 上午前往黃教六大寺之一歷代班禪額爾德尼駐錫地【扎什倫布寺】參觀，札寺耀眼奪目閃閃發光的金頂，依山而建

氣勢雄偉，像座城池般的建築，氣派莊嚴，如實彰顯襯出由《班禪喇嘛》所領

導的〝札什倫布寺〞在後藏地區，享有與前藏〝布達拉宮〞領袖《達賴喇嘛》

相同崇高的政教地位。其中您絕不可錯過的是，寺內最偉大的建築〝大彌勒殿〞

和〝歷代班禪靈塔殿〞。彌勒殿內供奉著舉世無雙，全世界上室內最大的鎏金銅

像強巴佛。得仰著頭才能拜見窺得全貌，佛像鑲著鑽石、珍珠、珊瑚 1400多顆，

工藝精湛無與倫比。而在〝歷代班禪靈塔殿〞金碧輝煌，鑲嵌著各種珍稀珠寶。

這裡寶藏豐富有數不清上千座佛像，與上萬幅唐卡，還有貝葉經等無價之寶，

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是個令人驚歎不已神奇的藝術寶庫，更是藏傳佛教的聖境。下午隨後前往日喀則，當地藏

族人最活絡的一個露天市集【自由市場】，當地藏民主要都是賣工藝品的。商品

以西藏地方特色旅遊商品為主，藏刀、項鍊、蜜蠟、銅器、法器、唐卡、藏香

等一應俱全。街上除了有各式工藝品出售，還有藏族人所需的生活用品和食品。

可以討價還價。是遊客們最喜歡的淘寶天堂，在這裡英文也通喔! 藏族都懂些

英語，當地藏式建築，白牆木窗，家家門前都掛滿五彩經幡，門上還掛著大大

的牛角，藏味十足，又是一次漫步體會~濃濃藏意的閒情時光。隨後前往享用午

餐後，準備下午要體驗安排搭乘最新 2014 年 8 月所建成的【拉日鐵路】，硬

座可欣賞到雅魯藏布江核心景區，全長 253 公里，時速設計 120 公里，只需短短三小時車程，帶您您全程貫

穿在海拔在 3600 公尺至 4000 公尺間，由日喀則站，經仁布 ,尼木，穿越近 90 公里的雅魯藏布江峽谷，

沿途田野，山川，河流，谷地獨特壯麗的自然風景，讓您目不轉睛、美景盡收眼底！隨後前往布達拉宮的

後花園，『龍王潭』圍繞著布宮山勢起伏，湖面中，綠柳搖曳、碧波清澈、綠頭鴨悠遊，這裡猶如夢似幻的寶鏡中，

攝影家的天堂，“龍王潭的龍王是女生喔!每年薩嘎達瓦節，人們都要到神殿供奉龍女，獻哈達、點酥油燈、施供品。 

【西藏印象提示】: 貴賓在西藏購物時要特別注意，藏刀是不能拖運帶回台灣的喔！所以請勿在當地購買藏刀。 

  

第九天  世界最高鐵道－青藏鐵路之旅（拉薩－那曲－安多－唐古喇山口－沱沱河沿－「世界屋脊」－當

雄羊八井-五道梁－不凍泉－「龍脈之祖」：昆崙山口－「亞洲脊柱」、格爾木 －西寧) 【青藏高原沿途風

光】  宿: 青藏列車上  (軟臥四人一室) 西藏印為您獨家專業精心安排 讓您白天真正欣賞到精彩可可西里

藏羚羊保護區 今日終於登上“神秘”的青藏鐵路火車；世界海拔最高、線路最長

（1142 公里）的高原鐵路沿途我們將看到中國第四大草原羌塘草原，經過世界海拔

最高的鐵路、世界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火車站(海拔 5068 公尺 )，青藏鐵路也是世

界上穿越凍土里程最長的高原鐵路，我們將穿越多年連續凍土達 550 公里。沿途還

會穿過世界上最長的高原凍土隧道，全長 1686 公尺 的昆崙山隧道。還有世界海拔

最高的隧道，風火山隧道海拔標高 4905公尺 ，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永久

性凍土隧道。沿途還可看到著名的可可西里無人區，在這廣闊的無人區裡，有許多

的野生動物群，尤其是藏羚羊更是珍貴，還有野氂牛、野驢、白屁股羊等野生動物！  

【西藏印象提示】: 搭乘青藏列車時，請勿攜帶水果刀、或是打火機，搭車前將經過 X 光機查驗，非常嚴格。 

 

第十天西寧【168 全台獨家私房秘境(青海)『瑤池仙境』奇幻之旅 或 宗喀巴大師出生地『塔爾寺』】  

今日火車將抵達西寧～隨後前往 168 青海-私房秘境【瑤池仙境】，人跡罕至

的絕美之地！被人們譽為“攝影發燒友的絕色天堂”這裡佈滿了神話傳說

的聖景遺跡。上百座奇峰隱現在雲霧之間，每一宗都曾有聖僧修行過，構成

了神仙魔幻般的景象。仿佛來到了天池一樣，甚至比天池更美，山水相映；

景色絕美壯觀，美不勝收！春秋之祭百花盛放，松柏翠綠、層林盡染，碧水

藍天勾勒出震撼視覺的迷人畫卷。這裡有最樸質的藏族村落流，連於古樸藏



村，感受藏民族風情。這一世，一定要去一次，奔向仙境，放飛心靈，重遇最美的

自己。或 參觀【塔爾寺】四周群山環抱， 狀似八瓣蓮花，視地觀天，陵澗起伏，

狀如八輻法輪。祥光照射下的梵宇佛寺獨具風格，宮殿式建築與平頂式建築依山就

勢，巧妙布局。巧奪天工的雄偉建築，恢宏壯觀，氣勢磅礡。體現藏漢文化交匯融

合的特色和風格。【西藏印象提示】 : 今晚視航班安排在行增減行程，夜宿西寧 或 

準備搭機返回成都或北京休息。以上景點(青海瑤池)因為自然景觀-故季節性強，如

因天候、路況不佳等因素無法前往，則改為(塔爾寺)，將 2 擇 1 視情況調整安排。 

 

第十一天西寧成都桃園 或 高雄 (或港轉)  航班參考 CA-4206 10:30-11:55 + CA-417 15:30-18:40 

享用完早餐後，今日搭機回到六星級溫暖的家，結束難忘的雪域之旅。 

 

 

玩家遊後評價 西藏印象優勢 非凡新聞專訪   飛碟電台專訪 西藏玩家 Q&A  高原反應解析  

HOME｜168 玩家感謝函｜最新出團表｜168facebook｜西藏攻略必讀｜影音實況｜旅遊講座｜168 玩家日記｜ 

 

費用包含 及 服務標準如下：  

1 關於交通：  

機    票：臺北經香港轉成都至拉薩來回全程六段機票、火車票青藏鐵路軟臥四人一室  

旅遊車：成都接送機服務+西藏全程用車為旅遊車（金杯車、宇通、日野、亞星、考斯特、五十鈴） 西藏車隊介紹 

2 關於住宿：  常用酒店一覽表 可點擊進入詳閱  西藏遊知識寶庫  西藏遊風光影片  西藏遊攝影作品                                                                                                                                 

尊爵等: 林芝準五星(博泰或巴松措渡假村)、(拉薩福朋喜來登或開元或岷山酒店)準五星、(日喀則喬穆朗宗或札西曲

塔)準五星、(澤當雅礱河)準五星或同級、(西寧福音或神旺酒店)準五星同級。三星(珠峰大本營景觀賓館)或準四星(定

日珠峰賓館) 以上酒店或安排同級。尊爵體驗《拉薩全程四晚超五星酒店，聖地洲際或瑞吉或香格里拉同級安排》。 

3 關於用餐：早餐均在酒店享用，除非搭早機或行程需要則安排路早餐盒，午晚餐，尊爵餐標 50、風味餐 60-120、     

均以人民幣計價。車上備有礦泉水，每餐均安排酒水，與季節性水果。★我社為保留 168貴賓們有更好的用餐品質，

故為免同業抄襲，因此不便將餐廳詳列行程表內，西藏雖非美食團，但 168貴賓們對餐食安排大致滿意【用餐寫真】！                                                                                    

4.關於保險：我社提供旅行社伍佰萬旅遊險+意外險+疾病突發醫療險(高原反應適用) 

5.關於導遊：當地優秀援藏導遊服務為您服務 

6.機場燃油費 6500 元、機建稅、航空保險、領隊司機導遊小費：（每天 300 元台幣/人）。  

 

注意事項:  

※由於航空公司依季節性經常臨時調整增減航班，以致行程有時無法按原表訂行程安排，故行程中所列之第【1.9.10】

三日行程航班，與抵達城市後當日行程僅供參考，由於我司為求讓貴賓去回航班，能盡力達成《直飛》之機會，與

減少貴賓《港轉》之不便，故進出西藏前後之轉機點，將可能以下列景點【成都、西安、重慶、北京】作為替換安

排，最終正確行程均須以航空公司實際發配為最終確認，正確行程須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特此向貴賓說明，懇

請理解見諒。2.由於西藏為軍方所管轄特殊自治區，軍方有權隨時開啟或封閉景點，或臨時徵收酒店使用、鐵道部

亦有時會徵收車掛使用；當地旅行社有權以其他景點或同級酒店安排最妥適替代方案請貴賓們需有心理準備，保持

理解地區性特殊性，並且請勿於當地談論政治批評藏人落後等言論，以免發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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