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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神秘青藏鐵路、成都深度 8 天之旅 

西藏、前藏(拉薩、布達拉宮、大昭寺)  

後藏(日喀則、羊卓雍湖、紮什倫布寺) (三程航機) 

 
 
 

 

航班資料 
 保證乘坐港龍航空（KA）成都直航往返。 

香港成都 KA820 10:15/12:50 
拉薩成都 內陸航班，機程約 1.5 小時 

成都香港 KA821 13:45/16:25 
 

 
 
 

 
 

 

 

 

 

 

 

 

 

 

 

 

 

 

 

 

 

 

 

 

 

 

 

 

 

 

 

 

 

 

 

 

 

 

 

 

 

 
 

 

 

 

 

 

 

拉薩是西藏的宗教和政治中心，也是該地區最大的城市。拉薩雄踞在青藏高原上的薩河北岸，海拔 3,650 米，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人類居住地之

一。拉薩周圍由喜馬拉雅山脈環抱，是擁有 1,300 多年的歷史古城。拉薩在藏語中意為“佛地”。 

青藏鐵路北起青海省西寧市，南至西藏自治區拉薩市，全長約 1956 公里，其中西寧至格爾木約 814 公里已於 1984 年建成通車；現在的青藏

鐵路格爾木至拉薩段全長 1142 公里，從青海省西部重鎮格爾木市火車站引出，過南山口後，上青藏高原腹地，途經納赤臺、五道梁、沱沱河、雁

石坪，翻越唐古拉山進入西藏自治區，再經安多、那曲、當雄、羊八井，至西藏自治區首府拉薩市,。線路走向與青藏公路基本並行。青藏鐵路是當

今世界海拔最高、最長的高原鐵路。線路經過地區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地段有 960 公里，翻越唐古拉山線路最高處達 5072 米；經過多年連續凍土地

段 550 公里，經過九度地震烈度區 216 公里。沿線高寒缺氧，生態環境脆弱，地殼運動活躍。 

布達拉宮是一座規模宏大的岩堡式建築群，最初是吐蕃王為迎娶尸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興建，現是藏傳佛教寺廟，是歷代達賴喇嘛的主要居所。

•  航班時間(包括內陸機)只僅供參考，最終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  香港、成都、拉薩機場稅、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詳情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 如單人報名或報名時出現單男 / 單女之情況，客人須補回房間之差額 HK$2300， 

   單人房間差額不含青藏列車 2 晚，青藏列車上採用四人一房車廂，報名不足四人須與同團客人或列車上其它乘客同房。 

青藏列車 

布達拉宮 

（ 起生效）

出發日期：5 月 23 日；6 月 18,20,25 日；7 月 4,11,18,25 日 

 

4 人或以上報名每位勁減$500

羊卓雍湖

白居寺 

報名須知︰客人凡參加此團必須於 

報名同時購買或具備綜合旅遊保險。

細意安排： 
 粵語導遊全程陪您 

 （西藏段）旅遊車內配備應急醫用

鋼瓶氧氣及每人每日 1 支 

可攜式氧氣瓶，以備不時之需 

 旅遊車內全程無限量飲用礦泉水 

 住宿 2 晚青藏列車 

「四人一廂、軟臥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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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內容 

第一天： 香港成都～寬窄巷子（是成都唯一遺留下來的清朝古街道，既有南方川西民居的特色，也有北方滿蒙文化的 

內涵，是老成都“千年少城”城市格局和百年原真建築格局的最後遺存）～乘坐青藏鐵路列車     前往拉薩開始 

壯麗的世界屋脊之旅！晚上大約 9 時啟程，全程約 45 小時，     ：每位貴賓提供列車上一次性用品：枕套、 

床罩、拖鞋、耳塞、眼罩；每個車廂安排時令水果。 
  

第二天： 於青藏列車內觀賞青藏高原各種風景： 

以成都為起點、聖地拉薩為終點的青藏鐵路全長 3360 公里，橫貫青藏高原，被公認為當今世界最先進的高原鐵路 

系統，是偉大的成功典範。青藏列車將經過四川、陝西（寶雞）、甘肅（蘭州）、青海（西寧）等城市，每位貴賓可

在列車上感受中國西部的非同變化。下午大約 4 時 30 分將進入青藏鐵路的精華部分：【途經塔爾寺、日月山、 

青海湖、鳥島、茶卡鹽湖等】中國乃至世界知名的景區景點，旅遊資源獨特而豐富。火車上的景觀將讓您終身難忘。

（途徑之景點及時間，須依照列車班次內車廂的資料顯示及視乎當時情況而決定） 
  

第三天： 於青藏列車內觀賞青藏高原各種風景：拉薩～布達拉宮廣場（外觀） 

列車【途經格爾木、可可西裏無人區（藏羚羊棲息地）、德令哈、沱沱河、昆侖山、三江源自然保護區、 

羌塘大草原、安多聖湖、卓瑪聖穀、納木措、羊八井等】世界最著名的地理奇觀。下午大約 2 時 30 分抵達世界 

海拔最高的拉薩火車站。晚上前往布達拉宮廣場（外觀）欣賞夜色下的獨特布宮景色。 

（途徑之景點及時間，須依照列車班次內車廂的資料顯示及視乎當時情況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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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拉薩～羊卓雍錯～（遠眺）宗山城堡～白居寺～白居菩提塔～日喀則 

從拉薩啟程，沿中尼公路出拉薩城，翻越海拔 5000 公尺的崗巴拉山上，前往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的【羊卓雍錯】， 

錯為湖之意，全意為{珊瑚之湖}此湖面積廣達 670 多平方公里，為杭州西湖的 70 倍大，湖面海拔 4441 公尺， 

碧波萬頃，水天一色，自然風光絕美，恍如人間仙境；隨後前往西藏第三大城江孜，抵達後可遠眺 

【宗山城堡】繼往參觀黃、白、花三教合一的【白居寺】，該寺最大特色即為一寺融三派，彼此相安無事， 

這也是西藏唯一的一座三教合一塔寺；另一特色為寺中有塔的【白居菩提塔】此塔為近百間佛堂依次重疊建起， 

塔中有塔，佛龕與佛堂以及壁畫上的佛像總計為十萬尊，因而得名十萬佛塔。 

繼後前往後藏首府-【日喀則】。 
  

第五天： 日喀則～紮什倫布寺～拉薩～七彩藏地工藝品 

【紮什倫布寺】此寺是西藏歷代班禪喇嘛的駐錫地，也是後藏最大的寺院，於1447年由宗喀巴的弟子、一世達賴

在帕竹政權的資助下修建的。寺內有最著名的彌勒佛殿、歷代班禪喇嘛的合葬塔和+世班禪的靈塔，寺內有高26米的 

鍍金佛像－彌勒佛，是世界上最高的金屬佛像。 
  

第六天： 拉薩～世界屋脊明珠布達拉宮（包門票）～大昭寺～八角街（有著濃鬱藏族生活氣息的街區）～藏香廠

【布達拉宮】自西元七世紀以來，布達拉宮一直是曆世達賴喇嘛駐錫地和西藏行政、宗教權力的中心。它分為 

紅宮和白宮兩部分，紅宮主體建築是靈塔殿和各類佛堂，也是舉行佛事活動的場所；白宮是歷代達賴喇嘛起居、 

誦經及處理行政事務的場所，是當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代宮堡式建築群。 

【大昭寺】位於拉薩老城中心，供奉著隨文成公主入藏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是藏傳佛教信徒心中的聖地， 

每年都有成千上萬的佛教徒從千裏之外的家鄉三步一叩首地走到拉薩來朝拜釋迦牟尼，祈求降福。 
  

第七天： 拉薩～車遊雅魯藏布江～聶當大佛～（乘內陸機）成都～錦里古街～絲綢館～川劇變臉表演（自費） 
  

第八天： 成都～鐵像寺水街～【全球首間熊貓主題郵局：特別安排熊貓明信片每人一張】～寶樹堂香港 
 

天數 早餐 午餐 晚餐 城市 酒店住宿 

1   
巴國布衣 

【川菜風味】 
青藏 

列車上
青藏列車【乘座 4 人 1 室軟臥車廂】(備註 10) 

2 列車餐卡享用 列車餐卡享用 列車餐卡享用 

3 列車餐卡享用 列車餐卡享用 石鍋雞風味 拉薩 雅汀舍麗花園酒店或同級（5 星標準） 

4 酒店  藏族風味 日喀則 喬穆朗宗酒店或同級（4 星標準） 

5 酒店  滋補菌風味 

拉薩 

提升 2 晚入住國際品牌 5 星香格里拉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Lhasa 

http://www.shangri-la.com/ 

【2014 年全新開業】 
6 酒店  

香格里拉大酒店 

【香巴拉迎賓宴】

7 酒店 巴蜀風味 
獨家品嚐 

四川河鮮魚火鍋 
成都 

國際品牌 5 星成都凱賓斯基酒店 
Kempinski Hotel Chengdu China 

http://www.kempinski.com/en/chengdu/hotel-chengdu/welcome/ 

8 酒店    * WIFI 接收範圍及強弱，視乎酒店而定。
 

 

備註 

1.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二歲或以下之小童不佔床為標準。

2. 『單人房附加費』以電腦為準，詳情請向櫃檯職員查詢 

﹝有關費用如有需要將顯示於旅行團收據上﹞ 

3. 若行程次序有任何變動，則以當地接待單位為準。 

4. 若因特殊情況未能提供指定酒店，本公司將安排同級或提升入住其他酒店。 

5. 旅客如時間許可，請盡量出席本社安排之茶會，以便提供更詳盡旅遊須知。 

6. 當地導遊以普通話講解為主，另全程有粵語陪同講解。 

7. 如遇特別天氣影響，基於安全大前題下，領隊會相應實際情況更改及取消個別行程，以策安全。 

8. 由於內地酒店須開業最少一年，方可獲正式評級，而已獲評級的酒店，如欲申請提升評級， 

   亦需時辦理手續，故此，酒店在未獲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準 X 星級」

   或「X 星標準」標示酒店級數，以便客人參考。 

9. 行程住宿可能因特別情況調換次序，客人不得藉口要求賠償，敬請注意。 

10. 單人房附加費不包括成都至拉薩的青藏列車，列車按<4 人一房>,如 2 人,3 人或單人參加, 

必須與同團客人或列車內其他乘客同房。 

重要事項 

 報名時客人請提交正確英文名字、出生日期及回鄉證號碼/旅遊證件號碼。 

 為確保消費者權益，詳情請參閱細則、責任事宜及延期返港須知。 

 回鄉證必須持有 30 天或以上之有效期，方能報名參加。 

 顧客如自行購買旅遊保險而無法於報名後三個工作天內或出發日期三十天前提供旅遊保險證明副本

備份，其訂位將被取消，已繳費用將不獲退回。 

服務費事項  旅行團完團服務費只包括領隊、當地導遊及旅遊車司機及旅行社相關人員服務費全程合計 HK$640，年滿兩歲之小朋友亦需繳付服務費。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在內。 

責任細則 
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的第 223 號指引，旅行社如因「迫不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 

處理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價目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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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鐵路之九大世界之最  
1. 青藏鐵路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鐵路：鐵路穿越海拔 4000 米以上地段達 960 公里，最高點為海拔 5072 米。 

2. 青藏鐵路也是世界最長的高原鐵路：青藏鐵路格爾木至拉薩段，穿越戈壁荒漠、沼澤濕地和雪山草原， 

   全總里程達 1142 公里。 

3. 青藏鐵路還是世界上穿越凍土里程最長的高原鐵路：鐵路穿越多年連續凍土里程達 550 公里。 

4. 海拔 5068 米的唐古拉山車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鐵路車站。 

5. 海拔 4905 米的風火口隧道，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凍土隧道。 

6. 全長 1686 米的昆崙山隧道，是世界最長的高原凍土隧道。 

7. 海拔 4704 米的安多鋪架基地，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鋪架基地。 

8. 全長 11.7 公里的清水河特大橋，是世界最長的高原凍土鐵路橋。 

9. 建成後的青藏鐵路凍土地段時速將達到 100 公里，非凍土地段達到 120 公里， 

   這是目前火車在世界高原凍土鐵路上的最高時速。 

鐵路沿線景點簡介： 
 青海湖：古稱「西海」，是中國內陸高原上最大的鹽水湖，湖面海拔 3195 米，面積廣達 4583 平方米，繞湖一周共約 

360 千米，布哈河、黑河等匯集湖中，其特產的無鱗湟魚，肥嫩味美。 

 柴達木盆地：中國八大沙漠之一，也是青海省沙化面積最多、治理難度最大、保護任務艱巨的地區。 

 格爾木：蒙語意為河流密集的地方，處青藏高原腹地，南臨昆侖山脈，北臨察爾汗鹽湖，海拔約 2780 米，是一座 1954 年

建成的新興城市，總人口約 20 萬。格爾木是為了作為青藏公路中繼點而新建設的城市。  

 昆侖山口海拔 4767 米，這裡立有青藏公路 2899 公里的里程碑，也是青海、甘肅兩省通往西藏必經之地，因山谷隘口 

而得名，亦稱「崙山埡口」。 

 可可西里：中國四大無人區之一，這裡一片荒野，天地一色。而索南達杰保護站則是保護珍貴藏羚羊的基地，也是當地 

保育團體的集中營。 

 沱沱河：又稱為「托托海」，為長江的源頭河。海拔 4500 米的沱沱河鎮，本為一片荒蕪人煙之地，但於 1954 年 

青藏公路通車後，此地即成為青藏線的重鎮。 

 唐古拉山口：唐古拉藏語為“高原上的山”，由於終年風雪交加，號稱為“風雪倉庫”。唐古拉是青海和西藏的分界線，

海拔 5231 米，山口處建有紀念碑及標志碑，是沿青藏公路進入西藏的必經之地。 

 那曲：藏語意為“黑河”，地處西藏中偏北，唐古拉山和念青唐古拉山之間，為西藏北部重鎮。面積 16067 平方公里， 

總人口約 7.7 萬。 

 羊八井：西藏羊八井地熱溫泉位於拉薩市西北 90 公里的羊八井區西側，海拔 4200-4500 米。它的西北緣為念青唐古拉山

南緣斷裂，東南緣為唐古拉山山前斷裂。對於羊八井，當地居民形象地稱之為“熱田”。遠遠望去，這片山谷確實像沸騰

了一樣，縷縷蒸氣從地底冒出，恰與周圍積雪終年不化的念青唐古拉山相映成趣。 

注意事項： 
 客人必須注意個人健康狀況，如有需要報名前可徵詢醫生意見，建議做身體檢查或參考香港政府衛生署關於 

高山症之網頁（www.travelhealth.gov.hk），並建議客人購買合適的旅遊保險，敬請留意 
 高原上健康及保護 

(1)  高原上的衣著，一定要帶禦寒的冬裝，即使在炎熱的夏季出發，到達高海拔地方，天氣隨時驟變，最好帶上羽絨或棉衣 

（因為寒冷而感冒，會引發肺水腫或腦水腫，後果會非常嚴重）。 

(2)  在高原地區活動切勿逞強，應減慢步行及活動的速度（建議每天早上喝一杯葡萄糖水，可補充體加及有效防止高山反應）。 

(3)  上到高原，因海拔高而缺氧，抗缺氧的、防感冒的、幫助消化的藥物最好帶足（抗缺氧的藥物以內地的藏藥紅景天為最佳， 

在各地藥房都可以買到）。 

青藏鐵路注意事項： 
1. 列車上採用四人一房軟臥舖車廂，客人報名不足四人須與同團客人或列車其他乘客同房，（單人房附加費不含青藏列車兩晚）。 

2. 小童價目為酒店不佔床，列車上則安排臥舖。 

3. 列車上之膳食安排於餐卡卡座享用。 

4. 列車上客人須自行搬運行李，個人物品及貴重物品客人必須隨身。 

5. 建議小童參加年齡不足於 10 歲（報名前最好徵詢家庭醫生意見） 
6. 港、澳居民持有效回鄉証不須辦理入藏函，但要提供證件副本；凡持外國護照者（包括台胞）均需辦理相關証件， 

並須提供護照副本、中國有效簽証副本、原居地居住地址及相片等資料（入藏函費用為港幣$300，需時約 15 個工作天）， 

如因個人關係被當地政府拒絕入境者，須自負責任，而有關團費本社不能退回，敬請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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