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甘肅、青海、西藏青藏公路+高原鐵路大穿越)  

甘南(若爾蓋花湖.拉蔔愣寺.坎布拉風景區) 青海(青海湖.日月山) 青藏公
路(昆侖山口.可可西里.沱沱河.唐古拉口.那曲)當雄(鈉木錯.羊八井) 西藏
(布達拉宮.大昭寺) 日喀則(羊卓雍湖.扎什倫布寺. 雅魯藏布江河谷)15天
深度遊 (CNL15-ST-SZX) 
 
 

出發日期:2016 年 05月21日   06月18日 
費    用:成人$23990元   單人房附加費:$4800元 
 

出發日期:2014 年 07月16日  08月06.27日 
09月10.24日  10月15日 

費    用:成人$26990元   單人房附加費:$5500元 
 

不包來回程機場稅 建議導遊及領隊小費 建議購買個人綜合保險 
港幣$320 元 港幣$80 元 X 15 天=$1200 元 (15 天)港幣$308 元 

註:本公司特別為每位團友購買港弊三十萬元團體旅遊平安保險。 
 

行程特色介紹 
1) 一條將四川、青海、西藏、甘肅四省深度遊及攝影一網打盡的線路。 一條體驗南北迥異自然景觀的旅

程。  一條宗教朝聖的路，一回感悟西藏佛教真諦的人生經曆。 一次曆盡艱辛後（沿青藏公路穿越可可西

裏無人區，可隨時下車遊覽，坐火車很多地方隻是路過而已）頓入另外一種境界的心靈震撼。  2) 本行程

安排中國最美的地方:中國最美的五大湖：青海湖（經典情歌誕生的地方）中國最美的五大湖：雪山湖泊衆

神的聖湖－納木錯湖   中國最美的六大草原：那曲高寒草原 中國最美的六大草原：川西高寒草原  中國最

美的六大沼澤：甘南若爾蓋花湖 (以上景點均由中國國家地理評選) 
 

川甘青藏線與川藏線相比： 

a、安全的角度：本行程危險性比川藏線更小，上升坡度相對平緩，基本上沒有盤山路，但比川藏線更刺激(沿
青藏公路穿越可可西裏無人區，翻越昆侖山口)。川藏路是著名的險道，極易塌方及泥石流，有時甚至會有

生命危險。 
b、舒適的角度看：川甘青藏線沿途路況基本上爲一級公路，沿途住宿條件要好得多。 
c、風光和攝影的角度：川甘青藏線含了五大中國最美的地方，是四省的風光。 
d、人文的角度：川甘青藏線有著四省的少數民族（羌、藏、回、吐等族）風情以及六大黃教寺廟之塔爾寺

和拉蔔愣寺。而川藏線隻有藏族。 
e、內涵的角度：本行程穿越的是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帶，只有走過川甘青藏線的人才能說我去過世界的屋脊-
青藏高原，川甘青藏線還跨越了中國最基本的三大區域：東部季風區、西北幹旱區和青藏高原。 
f、川甘青藏線是旅遊車，沿途有好的風光均可下車觀賞，有機會可與黑頸鶴、白天鵝、梅花鹿、藏羚羊等

大量候鳥和野生動物的近距離觀賞。而坐火車將有 90%的風光不能看見。 
 



 

第 01 天: 香港(車/船) ~ 深圳機場 ~ 成都 ZH/CZ/HU ~ 黃龍溪古鎮 ~ 錦里民俗街 
指時間集合乘船或旅遊車前往深圳機場，轉乘飛機前往四川省成都市，抵步前往黃龍溪古鎮參觀，位于雙流縣東南，距成都 47 公里，

屬四川歷史文化古鎮和市級旅游風景名勝區，不僅風光秀麗，環境優美，還具有典型川西小鎮的風格，吸引了不少電影和電視攝影

組到鎮拍片，有“影視城”、“中國好萊塢”之稱，是馳名中外的天然影視攝影之地。繼而遊覽錦里民俗街。它以傳統川西古鎮爲

建築風格的旅遊休閒街區，集旅遊購物、休閒娛樂爲一體，深厚民俗文化根基上營造出的休閒氣氛更值得您細細回味。晚餐於市內

酒家。住 宿: 世紀城假日大酒店或同級(五星級) 
 

第 02 天：成都 ~ (4.5 小時)米亞羅(國內最大紅葉區,海拔 2000 米) ~ 草原落日 ~ 紅原(海拔 3500 米) 

早餐後，乘旅遊車由成都出發沿途觀賞岷江峽穀風光，眺望東方古堡桃坪羌寨，途中經過中國最大的紅葉風景區米亞羅。稍後穿越

過鷓鴣山，有機會欣賞到壯觀的雲海，感受 “ 一覽衆山小 ” 的感覺，午餐於途中小鎮餐廳。繼續穿越長江、黃河兩大河流水系分

水嶺查真梁子，開始進入廣闊的川西北大草原，在月亮灣上觀賞草原落日晚霞奇特景色，令人流連忘返，它真的會令您心曠神怡。

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紅原縣賓館(三星標準) 
 

第 03 天：紅原 ~ 若爾蓋(約 8 小時,海拔 3500 米) ~ 花湖 ~ 郎木寺 ~ 拉蔔愣寺(海拔 3000 米) 
早餐後，前往若爾蓋途中遊覽中華民族母親河九曲黃河第一灣，黃河第一彎地勢平坦,水流舒緩,小島、岸邊紅柳成林。每當夕陽西

下之時,黃河在夕陽下泛著紅色的粼光,自由舒展地蜿蜒而行,那種雄渾的氣魄與從容的風度,也隻有黃河才能擁有。經若爾蓋熱爾大

壩草原，暢遊花湖溫地保護區，紅原若爾蓋大草原面積近 3 萬平方公裏，由草甸草原和沼澤組成，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曾多次通過

這裏。聚集了白天鵝與梅花鹿等大量候鳥和野生動物，河流彎曲擺蕩，蜿蜒其間。大草原天高氣爽，日出晨曦，帳篷點點，炊煙繚

繞，牛羊漫野，牧歌悠悠，風情醉人。若爾蓋沼澤濕地爲國家級高原濕地生物多樣性保護區，全國第二大濕地。區內草原一望無際，

牛羊成群如雲，海子星羅棋布。其中以花湖最爲壯觀，極目遠眺水天一色，綠草野花令人心曠神怡，煙波葦蕩令人肺腑盡滌。旭途

遊客在這裏享受的是一種天籟，體味的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感覺。在這裏，還棲息著各種野生動物，其中最爲珍貴的國家一級保護動

物黑頸鶴在這裏形成了全國最大的種群。在這裏觀鳥，是都市人難得一覓的享受。午餐於途中小鎮餐廳。下午翻越海拔 3500 米的日

爾郎山，抵達郎木寺，遊覽座落在川、甘交接處的藏傳佛教寺廟，郎木寺全名叫“德合倉郎木”，意即“虎穴中的仙女”。正當中

國人正蜂擁而至九寨溝的時候，一班老外，發現了這個世外桃源。於是乎，位於四川甘肅兩省交界的郎木寺，迅速竄紅在國外背包

客中。在這裏看到的外國遊客比中國遊客多得多，這裏的每個藏胞都會跟你 SAY HELLO。去過麗江、陽朔不希奇，去過郎木寺才能

贏來些豔羨的目光。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拉蔔愣寺或同級(三星) 
 

第 04 天：拉蔔愣寺 ~ 甘南草原 ~ 坎布拉風景區(海拔 2500 米) ~ 西寧(約 6.5 小時) (海拔 1800 米) 
早餐後，前往遊覽拉蔔愣寺(電影《天下無賊》的拍攝地)。拉蔔愣寺是世界最大的佛學學院，有 6000 多喇嘛，是塔爾寺的 10 倍，

拉蔔愣寺藏語意爲“最高活佛住的官邸”，占地廣達 85 萬平方米，超過了北京的故宮，其內有 6 大學院，16 處佛殿，18 處活佛的

官邸，大小金瓦寺，講經壇及大喇嘛住宅，房屋總數超過了萬間。金瓦紅牆，高低錯落，遠處望去，輝煌無比。尤其是轉經桶，在

塔爾寺時，隻看到一個長廊或一個寺院內有會有一排的轉經桶，然而在這裏，一排排的轉經桶組成了拉蔔愣寺的護城牆，環繞寺院

一周整整有七裏半的路程。午餐於途中小鎮餐廳。稍後途經甘南草原, 為中國十大被侵蝕的聖地之一，油菜花的金黃與青稞田的嫩

綠相間隔，大地象打潑了的調色闆。瑪曲附近，阿瑪尼卿雪線下，無邊的草原開滿鮮花，牛羊象珍珠灑在草原間。稍後抵達坎布拉

風景區，位於黃南藏族自治州尖紮縣西北部，包括坎布拉國家森林公園，藏傳佛教寺院，李家峽大壩、水庫以及周邊景點，距尖紮

縣城馬克唐鎮 50 公裏，距省會西甯 131 公裏。坎布拉森林公園與李家峽水庫一起形成“碧水挾丹山，大壩鎖黃河”的壯美景觀。晚

餐於市內餐廳。住宿:西寧神湖大酒店或同級(準五星) 
 

第05天: 西寧~ 塔爾寺 ~ 日月山~ 倒淌河 ~ 青海湖(2.5小時)(海拔2200米)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青海湖，沿途經過日月山及倒淌河，它是國內最大的內陸鹹水湖，青海湖蒙語叫“庫庫諾爾”，藏語叫“錯溫波”，

意思是“青藍色的海”，青海湖畔的特點是一望無際的油菜花，黃色的大色塊加上藍色的湖海和藍色的天，一種幾何形體的美。午

餐後前往青海湖，是中國最大的內陸鹹水湖，青海湖古稱“西海”、“羌海”，又稱“鮮水”、“鮮海”，漢代也有人稱爲“仙海”，

從北魏起才更名爲“青海”。藏語稱爲“錯溫布”、蒙古語稱爲“庫庫諾爾”，意思均爲“藍色的湖泊”。晚餐於當地酒家。住  宿:

青海湖帳篷賓館或同級(三星) 
 

第06天: 青海湖~ 茶卡鹽湖~ (沙漠.戈壁灘.綠洲)~ 格爾木(車程7小時) (海拔2900米)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格爾木，蒙古語意爲“河流密集的地方”。海拔2800米，夏季短暫而涼爽，冬季漫長而溫暖。居住著漢，蒙，回等民

族聚居的地方。午餐於途中，沿途風景優美。經過天然鹽湖，礦產資源極爲富集。沿途可欣賞一片廣闊的黃色沙漠.天然奇特的戈壁

灘、綠洲等自然景致。晚餐於市內酒家。住  宿:鹽湖大酒店或同級(四星標準) 
 

第07天: 格爾木~昆侖山口~ 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 ~ (海拔4550米)沱沱河(10小時)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團隊開始進入主要的青藏公路。旅遊車將會穿越昆侖山及唐古拉山，海拔 4767 米，沿途難得的親身體驗：戈壁灘、沙漠、

綠洲、雪山、草原等等。途經長江第一橋。最後抵達沱沱河後返回酒店休息，團友必需有充足的睡眠，才可適應西藏高原稀薄氧氣

的環境(氧氣含量比香港約是 65%)。晚餐於當地酒家。住  宿: 武警招待所(當地最好) 
 

 



第08天: 沱沱河 ~ 唐古拉山 ~ (海拔4550米)那曲(10小時)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今天繼續行走青藏公路向那曲進發。那曲藏語意爲“黑河”；整個地區在唐古喇山脈、念青唐古喇山脈和岡底斯山脈懷抱

之中，西邊的達爾果雪山，東邊的布吉雪山，形似兩頭猛獅，守護著這塊寶地。遼闊的羌塘草原和神秘的藏北無人區，都會給旅遊

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一望無際的無人區，棲息著野犛牛、藏羚、野驢等許多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給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更

加迷人的色彩。晚餐於當地酒家。住  宿:那曲信苑飯店(準四星)  
 

第 09 天：那曲草原 ~ (海拔 4700 米)納木錯天湖(約 4 小時) ~ 地熱溫泉羊八井 ~ 拉薩(約 4 小時) 
早餐後，遊覽那曲草原在藏語中爲“黑河”，那曲草原地處西藏自治區北部，也稱羌塘草原，整個地區在唐古喇山脈、念青唐古喇

山脈和岡底斯山脈的環抱之中。申紮鳥類王國、雙湖野生動物樂園、比如白嘎自然保護區、文部象雄王國遺址、廣闊神秘的藏北草

原等人文、民俗、自然資源，無一不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越野探險旅遊者。午餐於途中小鎮餐廳。前往世界上最高的鹹水湖納木錯，

藏語爲“天湖”，是國內僅次於青海湖的第二大鹹水湖，湖南岸是雄偉壯麗的念青唐古喇山，北側和西北側是起伏和緩的藏北羌塘

保護區。湖面東西長 70 公裏，南北寬 30 公裏，面積約 1940 平方公裏，海拔 4718 米。念青唐古喇山和納木錯不僅是西藏最引人注

目的神山聖湖，也是生死相依的戀人。念青唐古喇山的雪峰剛剛移出我們的視線，遠處從地底冒出的熱氣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是世

界上最高的地熱溫泉羊八井，是著名的高海拔溫泉。再繼續乘車 91 公里抵達拉薩海拔 3650 米的拉薩是座具有 1300 多年歷史的高原

古城。日照時間長達 3000 多小時，所以稱爲“太陽城”、“日光城” 是著名的佛教聖地。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拉威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四星) 
 

第 10 天：拉薩【羊卓雍湖(海拔 4400 米)、遠眺卡若拉冰川】 ~ (4 小時)江孜【帕拉莊園、白居寺、 

十萬佛塔】~ (1.5 小時)日喀則(海拔 3890 米) 
早餐後，乘車前往西藏四大聖湖之一的羊卓雍湖，它與納木措、瑪旁雍措並稱西藏三大聖湖，是喜馬拉雅山北麓最大的內陸湖泊，

湖光山色之美，冠絕藏南。羊卓雍措藏語意爲“碧玉湖”，位於西藏山南地區浪卡子縣和貢嘎縣之間，湖水面積 638 平方公里，海

拔 4441 米，湖岸線長 250 公里。羊湖湖汊極多，形似珊瑚枝，湖水明藍映天，景色豐富秀美，集雪山、冰川、島嶼、牧場、農莊和

溫泉等景色爲一體。遠眺美麗而著名的卡若拉冰川。抵達江孜後參觀帕拉莊園是目前西藏保存最完好的奴隸主莊園，位居十二大莊

園之列。它是舊西藏貴族和農奴兩種不同生活的真實寫照，是舊西藏的縮影。稍後參觀藏傳佛教聖地—白居寺、特色之一是一寺容

三派，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它原來屬於薩迦教派，後來噶當派和格魯派的勢力相繼進入，各派一度互相排斥，分庭抗禮。最後，

還是互諒互讓。於是，白居寺便相容薩迦、噶當、格魯３個教派，因而寺內供奉及建築風格也兼收並蓄、博採衆長。特色之二是菩

提塔，又名“十萬佛塔”，它是白居寺的標誌。萬佛塔是馳名中外的藏式佛塔。共九層，高達 32.5 米，共有 108 個門，每層均有佛

堂，供有佛象並繪滿了壁畫，據說統加起有 10 萬尊之多，故得名。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久美木亞美大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 11 天：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班禪新宮、幫加林跳蚤市場~ 雅魯藏布江河谷~ 拉薩(車程 4 小時) 
早餐後，參觀歷代班禪大師的住錫地—紮什倫布寺城西的紮什倫布寺的金頂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歷經近五個多世紀風雨的紮什倫布

寺，依然以它恢宏的氣勢，絢麗的色彩、神聖而莊嚴的殿宇聳立於日喀則市西面的尼瑪山上。也稱“吉祥須彌寺”，日喀則地區最

大的寺廟，與拉薩的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以及青海的塔爾寺和甘肅南部的拉蔔楞寺並列爲格魯派的六大寺廟。紮什倫布寺極盛

時房間總數達 3000 餘間，寺僧 5000 余人，下屬寺廟 50 余座，莊園牧場 30 餘處。從第四世班禪起，後世班禪均以此寺爲駐錫地。

繼而參觀班禪新宮，是十世班禪在 1954 年建造的夏宮，新宮建築雄偉壯觀，富麗堂皇，幽靜典雅，並是避暑勝地。宮內珍藏許多西

藏曆史文物及藝術精品，特別是以《八思巴會見忽必烈》的壁畫，最為精美和珍貴。午餐後遊覽幫加林跳蚤市場是目前日喀則最大

的紀念品集中市場，出售包羅萬有的藏族傳統飾物商品。乘車返回拉薩，途中經占。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拉威國際大酒店或同

級(四星) 
 

第 12 天：布達拉宮(規定 1 小時內參觀) ~ 大昭寺 ~ 八角街 ~ 土特產 
早餐後，前往參觀歷代達賴喇嘛住錫地和西藏政教權利的中心,世界文化遺産-布達拉宮，它是藏族人民智慧，文化的結晶，是當今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宮堡式建築群，興建於西元 7 世紀，主體建築包括白宮、紅宮以及周邊與之相搭配的各種建築。以白宮為主體的

建築群建成於 1648 年。白宮是歷代達賴喇嘛進行政治、宗教管理的地方，建築坐北朝南共 7層；紅宮位於布達拉宮的中部，以紅宮

為主體的建築群竣工於 1694 年，共 6層，這裏是供奉歷代達賴喇嘛靈塔以及進行各種宗教活動的場所。此外，布達拉宮還包括有山

上的僧官學校、僧舍、東西庭院以及山下的雪老城、西藏地方政府馬基康、印經院、監獄、馬廄、布達拉宮後園、龍王潭等附屬建

築。午餐後遊覽大昭寺是西藏地區最古老的一座倣唐式漢藏結合木結構建築。大昭寺初建時的只有 8間殿堂。15 世紀宗喀巴在此創

建了喇嘛教格魯派，寺廟的香火日漸繁盛起來。主要建築為經堂大殿。大殿高 4 層，建築構件為漢式風格，柱頭和屋檐的裝飾則為

典型的藏式風格。大殿的一層供奉有唐代（西元 618～904 年）文成公主帶入西藏的釋迦牟尼金像。二層供奉松讚幹布、文成公主和

赤尊公主的塑像。三層為一天井，是一層殿堂的屋頂和天窗。四層正中為 4座金頂。佛殿內外和四周的回廊滿繪壁畫，面積達 2600

餘平方米，題材包括佛教、歷史人物和故事。此外，寺內還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物，寺前矗立的“唐蕃會盟碑”，更是漢藏兩族人民

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繼而遊覽最具有濃鬱藏族特色的手工藝品的市場八角街及土產特店。晚餐於市內餐廳。住宿:拉威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四星) 
 

第 13 天: 拉薩(青藏鐵路) ~ 那曲 ~ 沿途藏北無限風光 ~ 格爾木 ~ 西寧 (午餐,晚餐自理) 
早餐後，前往火車站搭乘【青藏鐵路】，由拉薩至格爾木段1,142公里長的鐵路，也是我們搭乘青藏鐵路全程最精華的路段，有960

公里的路段在海拔4,000米以上，我們將以25個小時時間前往西寧！沿途我們將翻越唐古喇山脈和崑崙山脈、可哥西裏無人區(可哥

西裏藏羚羊自然保護區)、清水河特大橋、沱沱河(長江發源地之一) ，還有經過世界海拔最高的鐵路啞啞口( 5,072公尺)、中國第

四大草原羌塘草原。【青藏鐵路】，由拉薩至格爾木段1,142公里長口－唐古喇山的鐵路，也是我們搭乘青藏鐵路全程最精華的路段，

有960公里的路段在海拔4,000米以上，我們將以25個小時時間前往西寧，我們的三餐均在火車上使用，餐食內容會比較簡單，希望



您有心理準備！酒店早餐後，告別了美麗的拉薩，再次遙望布達拉宮，坐著前往西寧的青藏火車緩緩離開。由拉薩搭車到格爾木，

主要分為三大段，沿途停靠【拉薩】、【當雄】、【那曲】、【安多】、【沱沱河】、【格爾木】、【西寧】。是日於火車上的午餐及晚餐由團員

自理，可以自行前往餐卡進餐或是向乘務員購買方便餐飲。住宿：軟臥火車（4人一房） 
 

第 14 天: 格爾木 ~ 塔爾寺 ~ 東閞清真寺 ~ 互助土族風情景(欣賞土族歌舞)  
早餐後，從青海湖出發返回西寧。午餐後前往參觀塔爾寺位於青海省湟中縣魯沙爾鎮南面的蓮花山中。它與西藏的甘丹、哲蚌、色

拉、紮什倫布寺和甘南的拉蔔楞寺並稱爲我國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是格魯派僧人和信教群衆的宗教活動中心之一。 塔爾寺是藏

傳佛教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降生地。稍後參觀清真寺寺院大門爲五門大牌坊格式,上嵌“東關清真大寺”幾個大字;兩側有

高 8米的宣禮樓，是三層六角形的中國式亭閣建築，宣禮樓又稱拜克樓，是專供寺內阿訇呼喚教徒做禮拜用的，所以人們稱它爲“喚

醒閣”。繼而前往青海特有少數民族土族自治縣—互助，瞭解土族風情。觀看土族歌舞、品嘗土族風爲小吃。晚餐於市內酒家。住

宿:神旺大酒店或同級(準五星) 
 

第 15 天: 西寧 ~ 深圳(飛機) ZH/CZ/HU ~ 轉乘(車或船)返香港 
早餐後，乘搭飛機前往深圳，轉乘旅遊車或船返回香港。結束愉快行程。(行程僅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按待單位

安排為準!) 

 

 
 

注意事項： 

1 患有嚴重高血壓、心臟病患者、身體不佳者不宜進高原不適合參加本團
。 
身體準備：進藏區前睡眠和休息要充足， (凡有高血壓、心髒病、腦益血、冠心病等病情或年齡在 60 歲以上，爲了你的安全

請勿隱瞞病情，你可以另擇其它線路(高山反應均不在旅遊保險保障之內，如隱瞞病情,後果自負)，並做好準備。 
該線路爲特種線路，景色絕對美麗，景點比較分散，沿途路況，食宿條件相當差，旅途艱苦，2 參團者必須作好吃苦的心理準備。

3 加重高原反應，延緩人體適應高原氣候。進入高原每個人都會感到不同程度的高原

4 照強烈，早晚溫差大，需準備長袖衣褲、羊毛衫、夾克衫，同時建議帶好墨鏡、太陽帽、防曬霜、潤唇膏、感冒

可能不可按時用餐，請帶備適合的幹糧

以防必須。

友情提示：  
氣候的適應能力。 

的文化和信仰習慣。 
地按待單位安排為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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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星標準」標示酒店級數，以便旅客參考。 
予香港領隊服務小費：每人每天港幣$80 元(含國內導遊及司機的服務費)  

 

 報名時先付訂金，長線團每位$1500 元或全數團費，廣東短線團每位$500 元，餘款須於起程前 14 天前全數付清。 
 各團友須持有效旅遊證件，如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証、香港身份證明書、回鄉咭及有效的個人旅遊護照。 

> 取消有關旅行團。在此情況下，所繳交費用將於三天內退回。 
旅程之餘數，

5 天前通知，則需扣除訂位費港幣 300 元正。 
續費: 

> 於出發前 6 天內或旅程中自行退團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繳之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 如團員因有關簽證不獲批准，或因未能出示效証件而引致不能依時出發，一概都會根據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由於整個線路旅遊剛剛起步，部分地區旅遊設施落後、各縣（鎮）之間相隔較遠，所以用餐和到達目的地的時間經常改變請遊

客做好心理準備！如遇緊急情況下，我社有權在不改變主要景點前提下調整或變更行程。 
心理準備：保持樂觀情緒，如有心理負擔會

反應，如頭痛、胸悶、呼吸急促、惡心、嘔吐、失眠等，一般來說過 1—2 天後，以上症狀都會逐步減輕或消失。我社安排酒

店均海拔低,減低及舒緩高山反應的產生。 
高原海拔高日

藥、腸胃藥、頭痛藥等物品,請向你的家庭醫生查詢。另外因為路途遙遠，部份行程有

 
5 1)足夠的相機紀憶卡、相機電池、現金、手機、濕紙巾、個人衛生用品。

 2)適量飲用酥油茶、奶製品、紅景天等飲料可增強對高原

 3)初入高原多休息，多喝水多吃水果，禁煙酒。不要奔跑和劇烈運動。 
           4)飲食宜有節制，不可暴飲暴食，以免增加腸胃負擔。 
 5)藏區屬特殊地區，請團友和睦相處，尊重民族地區

6 行程之住宿地區及酒店只供參考，如有變動及更改，均以當

7 以上行程團費，不包所有機場稅、行李保險費、行李生小費。 
8 行程航班時間及集合地點, 只供參考, 以茶會公佈為準。 
9 如團隊人數不足 10 人, 本公司有最終決定權是否按時出發或更改其他日期團隊出發。 

10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 建議旅客外出旅遊前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  

12 建議旅客付

報名手續 : 
>
>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鑑於某些出發日期參加人數可能不足，本公司有權於啟程前 7 天

> 任何團員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時，本公司領隊得視具體情況而取消其隨團之資格，其未完成部份之

將不會退回。但該團友離團後之一切行動，概與本公司無涉。 
> 參加團員如因事取消訂位，必須以書面通知辦理，如於出發日期 3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30 天或以上，長線扣$800 元，短線扣$300 元作為手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15 天至 29 天內取消訂位者，訂金恕不退還。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7 天至 14 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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