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天中國天空之鏡【茶卡鹽湖(兩次入湖)】、
青海祁連仙境、九色甘南、香巴拉、九曲黃河
第一灣、藏族天堂純玩探秘遊

TOUR CODE:  MTHH

• 暢遊：茶卡鹽湖(兩次遊覽)、青海湖(乘船遊)、坎布拉丹霞峰林、藏傳佛教名寺、
若爾蓋大草原、黃河第一灣、炳靈寺石窟

• 旅遊巴安排1人2座位，旅遊巴提供無線Wifi上網(景區交通除外，WIFI網絡穩定程度
視乎當地電訊供應商而定)

• 全程不設購物店舖、全程不設自費加遊行程、全包景點入場門票
• 每人每天兩瓶礦泉水、全程午晚餐包酒水(自助餐除外)

每年夏天門源縣(7月份)、青海湖(6月底至8月初)以盛開大面積油菜花而聞名，油菜花綿
延幾十公里面積達60萬公畝，與其他地區相林極富震撼力，鋪天蓋地的都是金黃色，宛
如黃金的大海。這種景色就像鑲了兩道金邊的銀絲其蜿蜒飄舞與祁連山遙相輝映。(油菜
花綻放時間需視乎天氣變化而定)

行程特點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0-69歲勁減HK$450

70歲或以上勁減HK$900
*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

油菜花田

P.32



Day1．

香港西寧(經北京或成都或上海轉機)
是日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客機飛往西寧，

抵達後送返酒店休息。

住宿: 西寧【國際品牌5星】新華聯索菲特酒店
或萬達嘉華大酒店或同級

Day 2．

西寧 ~ *7份出發團隊增遊途經達阪山觀景台
遠觀門源百里油菜花海及門源縣(車程約2.5小時) 

觀賞油菜花最佳位置【園山觀花台】
觀賞百里油菜花海 ~ 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
【阿柔大寺】(車程約2.5小時) ~ 祁連 ~
丹霞地貌國家4A級景區．卓爾山風景區

(包乘景區環保車) 
*觀賞油菜花需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卓爾山

卓爾山是祁連山的一條支脈，呈現丘陵
狀的草原風光，而其本身地貌又屬於丹
霞地貌，山體裸露的地方都是赤紅的砂
岩與碧綠的草原層疊交錯非常漂亮。

膳食: 早：酒店 ︳午：中式合菜︳
晚：手抓羊肉風味(包廂)

住宿:

祁連【4星標準】
五礦國貿飯店或祁連賓館或同級

*受地區條件所限，當地及酒店餐食及服
務水準較低

Day 4．

中國天空之鏡【茶卡鹽湖】
(第二次進入景區，包乘單程小火車) ~ 
車上觀賞橡皮山風光 ~ 青海湖二郎劍景區

(車程約2小時，包乘景區環保車及乘船遊) ~ 
青海湖夕陽美景 ~ 湖畔觀賞星空

青海湖

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其中以7-8月最
為優美，湖邊有大片的油菜花開放，黃
色的花田和一望無際的藍色湖水相互配
襯，景色絕美。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藏式風味

住宿:

青海湖【4星標準】
九龍客棧或格日大酒店或同級

*受地區條件所限，當地酒店餐食及服務
水準較低

Day 3．

祁連 ~ 青海湖仙女灣風景區(車程約3小時，包乘景
區電瓶車) ~ 中國天空之鏡【茶卡鹽湖】

(車程約2小時，海拔約3100米)
(第一次進入景區，包乘單程小火車，拍攝夕陽美景) 

~ 茶卡

茶卡
鹽湖

是一座3000多年的鹽場，湖水含鹽量很
大，會自然結晶成為一片白色的湖面，
將天空、雲朵和對岸的山都倒映在湖裡
非常漂亮。遊客還可以赤腳走到湖面上
觀看和拍攝自己的倒影，好像天空之境。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晚餐

住宿:

茶卡【4星標準】
雲鵬陽光假日酒店或同級

*受地區條件所限，當地酒店餐食及服務
水準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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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青海湖(觀賞青海湖日出，*6月底-8月初可觀賞
莊麗油菜花海) ~  金銀灘大草原 ~  

塔爾寺(車程約3小時，包乘景區環保車)
【藏傳佛教(黃教)六大寺院之一】觀賞藝術三絕
〈壁畫、堆繍、酥油花〉~ 西寧(車程約1.5小時)

*觀賞油菜花需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金銀灘
大草原

是青海最有名的大草原。青翠欲滴的草，
金銀灘的黃金季節是7、8、9三個月，
鮮花盛開，百鳥飛翔，尤其是百靈鳥兒
的歌聲，動聽迷人。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自助餐

住宿: 西寧【國際品牌5星】新華聯索菲特酒店
或萬達嘉華大酒店或同級

Day 7．

同仁 ~ 藏傳佛教薩迦派寺院【隆務寺】 ~ 
上下吾屯寺 ~ 夏河(車程約3.5小時) ~ 桑科草原

隆務寺

藏語稱「隆務大爾法輪洲」，該寺早期
為藏傳佛教薩迦派寺院。寺內的唐卡、
建築、圖案、間唐、雕塑、堆繡是熱貢
藝術品中的精品，特別是大經堂內的宗
喀巴大師像高11公尺，通體貼金，嵌滿
金玉寶石，更顯金碧輝煌。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晚餐

住宿:
夏河【4星標準】玖盛國際飯店或

夏河民航大酒店或同級
*受地區條件所限，當地酒店餐食及服務
水準較低。

Day 6．

西寧 ~ 丹霞地貌．坎布拉國家森林公園
(車程約2小時，包乘景區環保車及遊船) ~ 

同仁(車程約2小時)

坎布拉
國家森林
公園

國家級地質公園，以丹霞地貌最為著名。
紅色砂礫構成的丹霞峰林地貌、峭壁、
洞穴等都是最顯著的特徵。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晚餐

住宿:

同仁【4星標準】宏豐得大酒店或
時代迎賓飯店或同級

*受地區條件所限，當地酒店餐食及服務
水準較低。

Day 8．

夏河 ~ 世界藏學府【拉蔔楞寺】、貢唐寶塔 ~
朗木寺鎮(車程約3小時) ~ 碌曲 ~ 
尕海湖(包乘景區電瓶車)

拉蔔楞寺

建於清朝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意為
寺院最高活佛府邸，是藏傳佛教格魯派
的六大寺之一，被世界譽為「世界藏學
府」。保留全國最好的藏傳教教學體系，
寺院內供奉著無數的巨大佛像和各種精
美的雕塑、壁畫、法器等，內容十分豐
富。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晚餐

住宿: 朗木寺鎮【4星標準】郎木寺國際大酒店
或郎木寺達吉大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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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9．

朗木寺鎮 ~ 朗木寺大峽谷 ~  朗木寺 ~ 
*特別安排麗莎咖啡屋優閒下午茶

(品嚐小吃及咖啡一杯)
*如麗莎咖啡屋客滿或休息，將改往其他咖啡屋，敬請
留意。

郎木寺

為藏傳佛教寺院。「郎木」為藏語「仙
女」之意，因其山洞中有石岩酷似亭亭
玉女，民間稱為仙女所化。而寺後林蔭
深處有一虎穴，故該寺之名可譯為「虎
穴中的仙女」。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晚餐

住宿: 朗木寺鎮【4星標準】郎木寺國際大酒店
或郎木寺達吉大酒店或同級

注意事項：
• 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 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
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 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
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
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
改動，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 重要事項: 客人必須提供準確證件資料及證件副本以作團隊訂票
之用，如客人資料出錯，航空公司或鐵路公司可能拒絕更改資料，
客人必須自費重新購買一張正確資料之機票或車票，敬請留意！

• 團隊沿途均是高原地帶，約海拔2,200-3,500米或以上，請各團
友必須注意個人健康，參團前可向註冊醫生查詢是否適合行程。

• 長者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景區售票處有權要求客人出示年齡
證明，客人必須隨身帶回鄉證。若當時未能出示可能會被要求補
回門票差價，如景區更改優惠金額，客人必須補回差價。

Day 12．

臨夏 ~ 劉家峽水庫
(車程約2小時，包乘景區快艇往返) ~

世界文化遺產【炳靈寺石窟】 ~ 蘭州(車程約2小時) 
~ 黃河母親像、水車園、途經黃河鐵橋

炳靈寺

「炳靈」為藏語「仙巴炳靈」的簡化，
意謂「十萬彌勒佛洲」乘遊艇，經過54
公里浩渺的高原平湖，西拐進峽口，過
姊妹峰，即可到達，見環繞萬壑爭奇，
寧靜、自然、神秘。為訪傳說中的炳靈
寺石窟，穿渡於天地山水間的靈秀自在。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貴賓歡送宴(包廂)

住宿: 蘭州【國際品牌5星】皇冠假日酒店或
同級

Day 13．

蘭州香港(經北京或成都或重慶或上海轉機)
於指定時間前住機場，乘客機返港。

膳食: 早：酒店/酒店餐盒︳午：---︳晚：---

Day 11．

唐克 ~ 合作(車程約5小時) ~
米拉日巴九層佛閣 ~ 臨夏(車程約2小時)

*進入米拉日巴佛閣前需要脫帽及脫鞋，進入後不能喧
嘩，不可以直接用手指指向佛像，佛閣內不能拍照。

米拉日
巴佛閣

供奉以米拉日巴尊者及其弟子為主的藏
傳佛教各派的開宗祖師，有以金剛為主
的四密乘的眾多佛像、菩薩、護法神等
各類佛像1720尊。反映藏傳佛教內容的
各類壁畫規模巨大，繪畫技法高超，具
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晚餐

住宿: 臨夏【4星標準】河湟明珠國際飯店或
劉家峽帝豪大酒店或同級

Day 10．

朗木寺鎮 ~ 若爾蓋大草原【花湖風景區】
(車程約1小時，包乘景區電瓶車) ~

黃河第一灣(車程約2小時，包乘景區電瓶車，
觀賞黃昏日落美景) ~  唐克(車程約2小時) ~ 

索克藏寺

黃河
第一灣

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其中最美的自然
景觀要數第一灣。如適逢天氣穩定，看
著落日把雲燒得通紅，夕陽將天邊的雲
彩染上了濃鬱的紅色，連河水也跟著變
了模樣！隨著落日越來越低，距離陽光
近的河流依舊散發著金色的光芒，而遠
處的河流變成了蔚藍色，非常美麗。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晚餐

住宿: 唐克【4星標準】王府飯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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