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天西藏【林芝、藏東美景、波密、然烏湖、
米堆冰川、前後藏、羊卓雍措】深度遊~MTIBC

行程第2-9天悉心安排醫護人員照顧團友、西藏段旅遊巴附設氧氣瓶、包每人3支小型氧氣及一張數據上網咭

深度行程安排: 遊覽藏東中國最美冰川之一【米堆冰川】及藏東地區最大湖泊【然烏湖】美景

非一般行程安排: 乘船遊覽巴松措湖(入住巴松措湖畔度假酒店) 、製作藏香體驗、品嚐拉薩特色下午茶

扎西崗民俗村藏民家訪(品嘗酥油茶、製作藏族傳統小吃、穿著民族服飾拍照)讓您可更深度了解西藏人民生活

暢遊魯朗林海、神秘聖湖【巴松措、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大昭寺】及後藏【紮什倫布寺】

雙重頂級住宿體驗: 波密入住藏式文化主題頂級品牌松贊度假酒店集團【松贊波密林卡酒店】www.songtsam.com

拉薩入住國際品牌頂級5星【拉薩瑞吉度假酒店The St. Regis Lhasa Resort】www.Marriotthotels.com

(瑞吉度假酒店提升入住Classic Deluxe Room房間約61平方米，包第一晚房間歡迎果盤及每晚Mini Bar指定飲品及小食)

出發日期(*10人可成團)
*10人以上同行可自選出發日期

*需配合機位及酒店訂位情況

早報名(首10名)
最高勁減可達

【最高】
優惠超值價可達

成人原價
佔半房

小童原價
單人房
附加費

全程
服務費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4月17、24日
$2,000
同行報團優惠

4人或以上同時

報名付訂金

每位額外
勁減$300

$19,998起 $21,998起 $21,998起 $19,998起 $5,600

$1,200

5月8、15、22、29日
6月5、12、19日

$21,598起 $23,598起 $23,598起 $21,598起 $6,300

7月3、10、17、24、31日
8月7、14、21日

$22,998起 $24,998起 $24,998起 $22,998起 $7,500

9月4、11、18、25日 $22,598起 $24,598起 $24,598起 $22,598起 $6,800

10月9、16、23日 $20,998起 $22,998起 $22,998起 $20,998起 $6,000

因各航空公司可加可減制度，若燃油附加費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客人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額外之差額或於出發當天退回多繳費用。
成人約HK$830(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50、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330、國內機場稅HK$21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500(保安稅HK$50、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330、國內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西藏皇牌行程》



Day 1．

香港成都/重慶/西安

是日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乘客機飛往成都/重慶/西安

膳食:

早餐: -- ︳午餐: -- ︳*晚餐: 中式合菜

*如遇晚上7:00後抵達之航班、是日晚餐取消並退

回餐費每位RMB80。

住宿:

【國際品牌5星】成都希爾頓酒店或

重慶凱賓斯基酒店或

西安【5星標準】國際機場空港酒店或同級

Day 2．

成都/重慶/西安林芝(航程約2小時，海拔約2,850米) 

~ 雅魯藏布大峽谷風景區(車程約2小時，海拔約2,880米)

[包乘景區環保車]沿途觀賞：雅魯藏布峽谷風光、

遠眺南迦巴瓦峰(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行程第2-9天悉心安排醫護人員照顧團友、

西藏段旅遊巴附設氧氣瓶、旅遊巴上礦泉水任飲》

雅魯

藏布

大峽谷

獲得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世界最深大峽谷、世界

最長大峽谷兩項世界紀錄。大峽谷中有中國最

美的山峰【南迦巴瓦峰】。

膳食:
早：酒店餐盒 ︳午：藏香豬風味︳

晚：林芝希爾頓酒店中餐或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
【國際5星】林芝工布莊園希爾頓酒店

Hilton Linzhi Resort (豪華景觀房附小露台)

Day 3．

林芝 ~ 途經色季拉山口 ~ 魯朗林海觀景台(車程約1.5小時，

2、4號觀景台，遠眺南迦巴瓦峰(視乎天氣情況而定) ~

【西藏瑞士】之稱的波密(車程約3小時，海拔約2,750米)

魯朗
林海

整個景點如詩如畫，周邊雪山林立，溝內森林蔥籠，
林間還有整齊如人工修剪般的草甸，周邊溪流蜿蜒，
有成千上萬種野花競相開放，簡直就是人間天堂。

膳食: 早：酒店｜午：石鍋雞風味︳晚：酒店晚餐

住宿:
藏式文化主題頂級品牌【松贊度假酒店集團】

松贊波密林卡酒店(海拔約2,800米)

Day 4．

波密 ~ 中國最美六大冰川之一【米堆冰川】(海拔約3800米，

車程約2小時，包乘景區電瓶車，旅客可步行或自行安排騎

馬約RMB200前往冰川觀景台，步行或騎馬往返需約2小時) 

~ 然烏(車程約1小時) ~ 觀賞然烏湖美景(海拔約3850米) 

~ 波密(車程約3小時，海拔約2,750米)

米堆

冰川

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冰川之一，被《中國國家

地理》評為中國最美的六大冰川之一，冰川下

段穿行於針闊葉混交林帶，兩側大山巍峨峻峭，

雪山和雲霧交織在一起，使人驚歎不已。

然烏湖

是西藏藏東地區最大的湖泊，面積約22平方千米，
形狀是一個長條形，長約19公里，湖水清澈美麗，
以藍為名，周邊雪山、青山林立，隨著四季山色
的不同，然烏湖水中倒影的顏色也是各有千秋，
加之湖上水鳥嬉戲，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讓人
有一種回歸田野、不小心邁入仙境的感覺。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藏式湯鍋

住宿:
藏式文化主題頂級品牌【松贊度假酒店集團】

松贊波密林卡酒店(海拔約2,800米)



Day 5．

波密 ~ 寧瑪教派名寺【多東寺】~ 噶朗村 ~ 噶朗王宮遺址
~ 噶朗湖 ~ 古鄉湖 ~ 田園仙境【扎西崗民俗村】藏民家訪

(車程約4小時，品嘗酥油茶、製作藏族傳統小吃糌粑、
穿著民族服飾拍照) ~ 藏傳佛教寧瑪派聖湖【巴松措湖】

(車程約2小時，包乘景區環保車及乘船遊巴松措湖*)
*如遇天氣影響遊船停航, 現退船費RMB100/位。

巴松
措湖

藏語中是“綠色的水”的意思。巴松措湖面海
拔3700多米，湖面面積達6千多畝，位於距林芝
地區工布江達縣50多千米的巴河上游的高峽深
谷裡，是紅教的一處著名神湖和聖地。

膳食: 早：酒店｜午：巴河魚風味｜晚：酒店晚餐

住宿:
巴松措湖景區旁【4星標準】(海拔約3480米)
【林芝喜瑪拉雅巴松措度假酒店(豪華房)】

Day 7．

拉薩 ~ 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
世界文化遺產【大昭寺】~ 八角街 ~ 工藝品店(註15) ~

特別安排品嚐拉薩下午茶

布達
拉宮

是歷代達賴喇嘛的冬宮居所，為西藏政教合一
的統治中心，收藏了無數珍寶的藝術殿堂。

大昭寺
是藏傳佛教信徒朝聖的終點，是藏傳佛教信徒
心中的藏傳佛教聖地和中心，在藏傳佛教史上
擁有極其崇高而聖潔的地位。

膳食: 早：酒店︳午：藏粵風味｜晚：野菌火鍋

住宿:
【國際頂級5星】拉薩瑞吉度假酒店

The St. Regis Lhasa Resort
提升入住Classic Deluxe Room 房間面積約61平方米

Day 8．

拉薩 ~ #日喀則(海拔約3850米)【*乘搭拉日鐵路列車，
車程約3小時】~黃教四大名寺【扎什倫佈寺、班禪靈塔、
自由市場】~ ^拉薩【*乘搭拉日鐵路列車，車程約3小時】
*拉日鐵路車票由鐵路公司隨機出票座位可能會分散，敬請留意!
#日喀則地區交通配套有限，是日將安排獨立包車租用當地公交車進行行程。

紮什
倫佈寺

是日喀則市最大的寺廟，為四世之後歷代班禪
喇嘛駐錫之地。

膳食:
早：酒店︳午：自熱飯盒/中式合菜

︳晚：藏式風味

^住宿:

【國際頂級5星】拉薩瑞吉度假酒店
The St. Regis Lhasa Resort

提升入住Classic Deluxe Room 房間面積約61平方米
^如遇拉日鐵路列車班次調整導致無法同日返回拉薩，團隊
將安排入住日喀則【4星標準】喬穆朗宗酒店(豪華房)或同
級酒店，翌日乘火車回拉薩繼續餘下行程，敬請留意!

Day 6．

巴松措 ~ 結巴村觀景台(俯瞰巴松措全景及藏式村落) 
~ 沿途觀賞尼洋河風光、邦傑塘草原 ~  

拉薩(車程約5小時，海拔約 3650米) ~ 製作藏香體驗
~ 藥王山觀景台(拍攝布達拉宮全景最佳位置) ~ 布宮夜景

藥王
山觀
景台

與布達拉宮所在的紅山咫尺相對，是拍攝布達
拉宮的最佳位置之一，同時也是50元人民幣的
背面圖案拍攝地。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

晚：重本安排拉薩瑞吉度假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
【國際頂級5星】拉薩瑞吉度假酒店

The St. Regis Lhasa Resort
提升入住Classic Deluxe Room 房間面積約61平方米



Day 10．

拉薩香港(經成都或重慶或北京或西安轉機)

於指定時間前住機場，乘坐客機經成都
或重慶或北京或西安轉機返港。

膳食: 早：酒店/餐盒︳午：--- ︳晚：---

特約旅行社

Day 9．

拉薩 ~ (夏宮)羅布林卡(包乘景區電瓶車) ~
~ 藏藥中心(註15) ~ 西藏三大聖湖之一

【羊卓雍措(海拔約4441米，車程約2.5小時)】~拉薩

羊卓
雍措

藏語意為“天鵝池”，是西藏三大聖湖之一，因
為藏語“措”就是“湖”的意思。是喜馬拉雅山
北麓最大的內陸湖。羊湖岔口較多，像珊瑚枝一
樣，因此它在藏語中又被稱為“上面的珊瑚湖”。

膳食:
早：酒店︳午：尼泊爾風味︳

晚：重本安排香格里拉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
【國際頂級5星】拉薩瑞吉度假酒店

The St. Regis Lhasa Resort
提升入住Classic Deluxe Room 房間面積約61平方米

責任細則

註: 中國團隊查詢/包團專線：3962-29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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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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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機位客滿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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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程所列的用膳餐廳或航班或交通，

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之航班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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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政府/外交官員、新聞從業員進入西藏境必須申報，若有隱瞞職業而遭拒入境或被檢控，客人需自行承擔一切責任。
5. 持有效回鄉證之港澳及國內外持中國護照之華藉同胞報名無需簽證。
6. 因西藏部份地區屬軍事禁區暫不對外國人開放，凡持外國護照或外藉人士如欲報名，請聯絡專線3962-2982查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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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西藏團隊沿途均是高原地帶，約海拔2,20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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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旅行團之指定服務費以全程計算，此費用已包括香港領隊、當地導遊費及旅遊車司機之服務費。
10. 以上稅金【包括建設稅、保安稅、燃油附加費、各地稅項及認可行政費】，若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等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客人須於

出發前10天補回額外之差額，敬請留意！
11. 如因天氣影響而無法完成所有景點行程，本公司將不作任何金錢上補償，敬請留意。
12. 兩歲以下嬰兒之團費，請向本公司查詢。
13. 收費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確實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
14. 按旅遊業議會建議，團友應為個人購買旅遊保險。
15.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數等才決定購買。
16. 中國的星級酒店，在未穫有關單位的批准正式評定星級之前，按香港旅遊業議會規定，須以X星標準標明酒店的級別，以便客人參考。
17. 行程內之圖片，僅供客人參閱。
18. 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www.charming-online.com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F-20-中國長線-006-MTIBC 17JAN2020

中國長線(西藏)自費節目收費表
地區 項目 成人 小童 成行人數 交通時間 遊覽時間 客人不參加之安排

西藏 文成公主秀 380-580RMB(大小同價) 5人或以上 30-40分鐘 約90分鐘 於酒店休息

**以上自費節目，會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團友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以上自費節目價目只供參考，價目如有更改，最後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氣溫資料(只供參考) 4月 5-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林芝(海拔約2850米) 3~16℃ 10~21℃ 12~22℃ 15~26℃ 10~20℃ 5~17℃

波密(海拔約2750米) 4~14℃ 8~19℃ 10~21℃ 11~22℃ 13~18℃ 8~16℃

魯朗小鎮(海拔約3380米) 2~15℃ 9~21℃ 11~22℃ 13~24℃ 12~19℃ 9~17℃

巴松措(海拔約3480米) 3~15℃ 6~15℃ 8~18℃ 10~19℃ 9~16℃ 3~13℃

拉薩(海拔約3650米) 3~17℃ 7~21℃ 12~22℃ 12~24℃ 10~22℃ 4~18℃

日喀則(海拔約3850米) 1~16℃ 5~18℃ 8~21℃ 10~22℃ 7~21℃ 0~16℃

羊卓雍措(海拔約4441米) 0~12℃ 6~18℃ 12~22℃ 12~22℃ 8~18℃ 4~16℃

氣候和衣著：西藏沿線地區早晚溫差較大，部份地區如後藏日喀則早晚溫差在10度以上輕便衣服為主加厚身外套，雖雨水較少
但天氣變幻莫測請備雨傘以備不時之需，應帶備充足防曬護膚用品，因西藏沿線地區陽光猛烈紫外線較強及乾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