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址：www.bestfriendstravel.com.hk 電郵：webmaster@bestfriendstravel.com.hk www.facebook.com/mastertravelchina
諗起旅遊，
想起旅遊，
諗起旅遊，諗起旅途上的朋友(
諗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就諗起驢友
想起旅遊，想起驢友，
想起驢友，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
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
青海+
青海+甘南+
甘南+川西北(
川西北(三江源+
三江源+川藏公路+
川藏公路+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蘭州 劉家峽水庫
炳靈寺石窟 夏河 世界藏學府－
世界藏學府－拉卜楞寺 桑科草原 米拉日巴佛閣 碌曲草原 尕海湖
郎木寺 扎尕那 迭部 花湖－
花湖－黑頸鶴自然保護區 若爾蓋草原
若爾蓋草原 唐克 黃河九曲第一灣
年寶玉則國家地質公園
年寶玉則國家地質公園－
國家地質公園－仙女湖 色達 喇榮五明佛學院 石渠縣 巴格嘛呢石經牆
色須寺 通天河 文成公主廟 玉樹 結古鎮 新寨嘉那嘛呢石經城
新寨嘉那嘛呢石經城 巴顏喀拉山山口
黃河源－
黃河源－扎陵湖 鄂陵湖 牛頭碑 龍羊峽十五天
龍羊峽十五天雪域
十五天雪域文化
雪域文化美景
文化美景之旅
美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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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特點：
行程由極富實踐經驗的資深旅遊策劃顧問多次實
資深旅遊策劃顧問多次實地行走考察
多次實地行走考察、精心規劃，
精心規劃，細心安排，
細心安排，行程豐富順暢，
行程豐富順暢，並
不安排購物商店，
不安排購物商店，深入青海
深入青海、
青海、甘南、
甘南、川西北腹地，
川西北腹地，帶您觀賞
帶您觀賞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觀賞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年寶玉則國家地
年寶玉則國家地
質公園－
質公園－仙女湖、
仙女湖、紅原大草原、
紅原大草原、月亮灣、
月亮灣、唐克黃河九曲第一灣、
唐克黃河九曲第一灣、若爾蓋大草原、
若爾蓋大草原、藏傳佛學院－
藏傳佛學院－色達喇榮
五明佛學院等純美風光
五明佛學院等純美風光，
純美風光，體驗青甘川
體驗青甘川高原民俗風情，
高原民俗風情，領略藏
領略藏區人文歷史文化，
人文歷史文化，覽勝雪域神山聖湖風光。
覽勝雪域神山聖湖風光。
好航機、
好航機、重成本：
重成本：中國民航客機香港蘭州香港雙飛航空團，直接省時，
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方便快捷。
一次過暢遊
一次過暢遊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暢遊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川藏公路(
川藏公路(北線)
北線)、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青海、
青海、甘南、
甘南、
川西北腹地著名景區
川西北腹地著名景區，
地著名景區，探秘“
探秘“三江源”
三江源”腹地，
腹地，一路車移景異，
一路車移景異，一幅幅美景盡收眼底，
一幅幅美景盡收眼底，觀賞波瀾壯闊山水
觀賞波瀾壯闊山水
純美絕景，
純美絕景，感受一山有四季
感受一山有四季，
一山有四季，十裡不同天的美妙風光。
十裡不同天的美妙風光。沿途拍攝、
沿途拍攝、觀賞雪山冰川
觀賞雪山冰川、
雪山冰川、峽谷、
峽谷、高山草原牧場、
高山草原牧場、
海子(
海子(高山湖泊)
高山湖泊)美景。
美景。領略民族文化歷史，
領略民族文化歷史，覽勝雪域神山聖湖風光，
覽勝雪域神山聖湖風光，讓您心靈釋放，
讓您心靈釋放，感悟人生，
感悟人生，不虛此行。
不虛此行。
“三江源”
三江源”是指長江、
是指長江、黃河、
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
瀾滄江的發源地，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於世界屋脊
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於世界屋脊－
位於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
地，是孕育中華民族、
是孕育中華民族、中南半島悠久文明歷史的世界著名江河－
中南半島悠久文明歷史的世界著名江河－長江、
長江、黃河、
黃河、瀾滄江－
瀾滄江－湄公河等的源頭
公河等的源頭。
等的源頭。
三江源區域包括青海－
三江源區域包括青海－玉樹、
玉樹、果洛、
果洛、黃南、
黃南、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區。
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區。
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唐代自陝西西安(
唐代自陝西西安(即長安)
即長安)，途經甘肅
途經甘肅、
甘肅、青海玉樹
青海玉樹，
玉樹，西渡通天河，
西渡通天河，到玉樹．
玉樹．結古，溯
子曲河上至
子曲河上至雜多，沿入藏大道，
沿入藏大道，過當曲河，越唐古喇山口
唐古喇山口至西藏那
西藏那曲，最後到達
最後到達至
到達至西藏拉薩
西藏拉薩、
拉薩、尼泊爾、
泊爾、
印度等國的
印度等國的必
等國的必經之路。
經之路。全長3千餘公
千餘公里。整個古道
整個古道橫貫
古道橫貫中國西
橫貫中國西部
中國西部，跨越舉世
跨越舉世聞名的世界屋脊，
名的世界屋脊，故亦有絲綢
故亦有絲綢
南路之稱
南路之稱。著名的唐
著名的唐．文成公主遠嫁吐
文成公主遠嫁吐蕃
主遠嫁吐蕃王松贊干布走的就是
松贊干布走的就是這條
走的就是這條大道
這條大道。
大道。
暢遊“
暢遊“深藏在
深藏在山脈中的世外桃
中的世外桃源
外桃源”原始藏族村
藏族村寨－扎尕那、
尕那、田園風光，
園風光，領略獨特
領略獨特的藏族風情
獨特的藏族風情和
的藏族風情和民俗。
民俗。
暢遊若爾蓋草原及
暢遊若爾蓋草原及中國第二
中國第二大濕地、花湖自然保護區，
湖自然保護區，觀賞黃河九曲第一灣美景、
觀賞黃河九曲第一灣美景、如詩如畫，
如詩如畫，美不勝收。
美不勝收。
暢遊年寶玉則
暢遊年寶玉則國家地質公園
年寶玉則國家地質公園，
國家地質公園，觀賞仙女湖美景。
觀賞仙女湖美景。
遊覽康
遊覽康區最大的藏傳佛學院－
大的藏傳佛學院－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觀賞色達草原風光、
觀賞色達草原風光、壯觀的喇榮五明佛學院建築群
壯觀的喇榮五明佛學院建築群。
建築群。
遊覽是藏區最
遊覽是藏區最有特色的建築
色的建築之一
建築之一巴格瑪尼牆及康巴
之一巴格瑪尼牆及康巴地區
巴格瑪尼牆及康巴地區唯
地區唯一有資格授予
一有資格授予“
格授予“格西”學位（
學位（佛學博士
佛學博士）
博士）的佛
學院、
學院、聞名遐邇的雪
遐邇的雪功能變數
的雪功能變數名
功能變數名稱刹－
稱刹－色須寺。
須寺。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蘭州
深圳 蘭州(
黃河母親雕像、黃河鐵橋)(
黃河鐵橋)(晚餐
蘭州(黃河母親雕像、
)(晚餐)(
晚餐)(品嚐火鍋風味
)(品嚐火鍋風味)
品嚐火鍋風味)

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機場指定
港機場指定地點集合(
點集合(星期一
星期一)或在香港九龍指定地點集合，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或船，前
往深圳寶安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甘肅省省會城市
甘肅省省會城市－
會城市－蘭州。
蘭州。蘭州是西北地方重要的工業基地和綜合交通
樞紐，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城市。蘭州市區南北群山環抱，東西黃河穿
城而過。具有帶狀盆地城市的特徵，地處黃河上游，蘭州是唯一黃河穿越市區中心而過的省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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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黃河母親像、黃河鐵橋－中山橋。晚宿蘭州四
晚宿蘭州四星
蘭州四星級標準希
標準希爾頓歡朋
頓歡朋酒店或飛天大
或飛天大酒
天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蘭州～黃河
蘭州 黃河劉家峽水庫風光
黃河劉家峽水庫風光、
劉家峽水庫風光、炳靈寺石窟+
炳靈寺石窟+乘遊艇、
乘遊艇、黃河風光、
黃河風光、小積石山風～
小積石山風
臨夏(
夏河(
臨夏(紅園)
紅園)～夏河
夏河(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赴劉家峽，水庫地處高原峽谷，被譽為“高原明珠”，景色壯觀。乘遊艇沿黃河而
沿黃河而上，入峽奇峰
對峙，千岩壁立，出峽則為高山湖，黃土清波，水天一色。乘遊艇西行約 50 公里，即為炳靈寺石窟。山口有
姊妹峰，形態婀娜，亭亭欲語，酷似笑迎賓。炳靈寺以石雕而著名，其藝術價值僅次於敦煌莫高窟，距今已有
1600 多年歷史，主要人物有釋迦牟尼、觀世音菩薩、無量壽佛、彌勒佛以及各種菩薩、佛等。炳靈寺與莫高
窟和麥積山石窟並稱為甘肅三大石窟。之後乘車往古絲綢之路南道之
古絲綢之路南道之要衝，
要衝，唐蕃古道之重鎮
唐蕃古道之重鎮，茶馬互市
茶馬互市之中心
互市之中心，
之中心，
素有“西部旱碼頭
部旱碼頭”、西北“
西北“小麥加”
小麥加”稱譽的
稱譽的臨夏。這裡生活的回族人，依然戴白色的禮巾，穿著白色的長衫，
信仰伊斯蘭教(回教)。如置身於阿拉伯世界。遊覽紅園。紅園建築以小巧玲瓏
紅園建築以小巧玲瓏的江南園
建築以小巧玲瓏的江南園林
的江南園林風格和高大
格和高大恢宏
高大恢宏的
恢宏的臨
夏地方民族建築特
地方民族建築特色
建築特色相結合的江南
相結合的江南式
的江南式園林。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紅園以池、館、樹交相輝映，兩頭大，中間
細，呈葫蘆狀。園內花木扶疏，姹紫嫣紅；湖水如鏡，小溪涓涓。紅園內建築結構精巧，樓閣造型別致、飛簷
翹角、雕樑畫棟、河州彩繪、磚雕、木雕技藝精湛，尤其是磚雕藝術，品種繁多，形象逼真，常常令遊人贊歎，
飲譽西北。乘車赴甘南藏族自治州－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夏河多深谷高山，自古為“將兵略地”，因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文化獨特
文化獨特，
獨特，風
情濃鬱，
濃鬱，而有“小西藏”
西藏”之稱。晚宿夏河四
晚宿夏河四星
河四星級標準拉卜
標準拉卜楞民航大酒
民航大酒店或拉卜楞王府飯店
楞王府飯店或玖盛飯店
或玖盛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三天
合作市
碌曲
第三天：夏河(
夏河(世界藏學府－
世界藏學府－拉卜楞寺
卜楞寺、桑科草原風光)
桑科草原風光)～合作
合作市(米拉日巴佛閣)
米拉日巴佛閣)～碌
(碌曲草原、
郎木寺(
碌曲草原、尕海湖)～郎木寺
郎木寺(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拉卜楞寺，該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六大寺院之一，其建築風格獨特，藝術精湛，堪
稱藏族建築之薈萃。佔地 1,234 畝，僧舍萬餘間，可容喇嘛三千多人，寺內收藏文物六萬餘件，經典書籍六萬
餘冊。除佛經，還有大量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圖書，大凡有關藏族歷史、文學、哲學、語言學、修辭學，醫
藥學，以及天文曆算、大小因明、工藝美術、冶煉鑄造等知識的圖書，應有盡有，其中不乏珍本，孤本、絕本，
是一個浩瀚的知識寶庫。集藏族文化之大成。清康熙 48 年(1907 年)後，曾擴大其規模,寺內分設「聞思」、「續
部下」、「時輪」、「醫藥」、「喜金剛」及「續部」等六大學院，一年之中，此地更有多個佛教法會舉行，是世界
最大的喇嘛教學府。乘車觀賞桑科草原美景。乘車往合作市參觀米拉日巴佛
米拉日巴佛閣，米拉日巴佛閣建於清乾隆四十
二年(1777 年)，距今已有二百餘年歷史，是安多藏區僅有的一座供奉藏傳佛教各派宗師的高層建築名刹。米拉
日巴佛閣共九層，佛閣內供奉有各類佛像一千二百七十多尊，建築造型獨特，融藏族堡式建築與佛閣式建築特
色為一體，外觀雄渾壯觀。樓內壁畫琳琅滿目，與彩繪、唐卡、塑像渾然一體，頗具宗教神秘的色彩；之後乘
車經過碌曲縣，碌曲是藏語“洮河”之意，碌曲縣地處甘、青、川三省交界，青藏高原東部，甘肅省西南部。
沿途觀賞碌曲草原的迷人風光。碌曲草原水草豐美，草原遼闊，到處山花爛漫，綠草成蔭。乘車前往達倉郎木
寺，郎木寺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縣下轄的一個小鎮。郎木寺位於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縣境內，川甘兩省交界
的樞紐，古有“南番中心”之稱。郎木寺為藏傳佛教寺院。郎木寺的全稱是“達倉郎木寺”。達倉郎木寺內保
留一百多年的肉身塔和藏族的天葬習俗，讓人們感受對於自然的尊重敬畏和對信仰的執著。晚住宿郎木寺酒店
晚住宿郎木寺酒店
(標準雙人
標準雙人房、獨立衛生
獨立衛生間)或同級。
同級。
第四天：
世外桃源．
扎尕那
第四天：郎木寺(
郎木寺(賽赤寺、
賽赤寺、格爾底寺、
格爾底寺、納摩大峽谷)
納摩大峽谷)～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原始藏族村寨
原始藏族村寨－扎
～迭部
迭部(
晚餐)
迭部(早/午/晚餐)

早餐後，遊覽令人想往的聖地－郎木寺鎮
郎木寺鎮，朗木寺是個地名，地處甘肅、四川兩省交界的白龍江發源地，有兩
座寺院隔江相望，以白龍江為界，江南是格爾底寺
爾底寺，在四川阿霸州若爾蓋縣的地界，江北是安多達倉郎木賽赤
寺，屬甘肅甘南州碌曲縣管轄。甘南碌曲縣－西藏哲蚌寺的子寺之一，也是格魯派寺院。名稱叫“達倉郎木賽
赤寺院
赤寺院”，簡稱賽赤寺(
賽赤寺(金頂)
金頂)。四川阿壩州若爾蓋縣－阿壩地區格魯派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寺院之一名稱
叫“達倉納摩格爾底
倉納摩格爾底寺
爾底寺院”，簡稱格爾底寺
爾底寺(銀頂)
銀頂)。乘車前往扎尕那，紮尕那村位於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縣，
紮尕那是藏語，意為“石匣子”。扎尕那是一座完整的天然石城，地形既像一座規模宏大的巨型宮殿，又似天
然岩壁構築的一座完整的古城。扎尕那是
尕那是隱藏在崇山
在崇山峻嶺中的一
峻嶺中的一個
中的一個原始藏族村落
藏族村落，半山坡上的村落、藏式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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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屋，鱗次櫛比，層疊而上，嘛呢經幡迎風飄揚。品味世外桃源藏族村落的美麗。之後乘車前往迭部。晚住宿
迭部俄界
迭部俄界國際大酒店或苯日欽牡大
苯日欽牡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標準雙人
標準雙人房、獨立衛生
獨立衛生間)。
第五天：
第五天：迭部～四川
迭部 四川．
四川．花湖－
花湖－黑頸鶴自然保護區+
黑頸鶴自然保護區+乘景區電瓶車
乘景區電瓶車～若爾蓋
瓶車 若爾蓋草原風光
若爾蓋草原風光～唐
草原風光 唐
克(黃河九曲第一灣+
黃河九曲第一灣+乘上行觀景台電動扶梯
乘上行觀景台電動扶梯、
扶梯、觀賞黃河日落
觀賞黃河日落美景
黃河日落美景)
美景)(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進入四川省西部大草原－若爾蓋大草原、
若爾蓋大草原、若爾蓋中國第二大濕地、熱爾大壩大草原－花湖自然保
護區。
護區。若爾蓋宛如一塊鑲嵌在川西北邊界上瑰麗奪目的綠寶石，是我國三大濕地之一，草原一望無際，牛羊成
群如雲，海子星羅棋佈。春天和夏天是草原的黃
和夏天是草原的黃金
天是草原的黃金季節，這裡天高氣爽
裡天高氣爽，
氣爽，能見度很高
能見度很高。天地之間
天地之間，綠草茵茵，
茵茵，
繁花似錦。
繁花似錦。花湖是高原濕地中一個沼澤湖，因為每春季開始淺水中的水草會在水中開出片片美麗的小花而得
名。花湖水面遼闊，極目遠眺水天一色。春夏季時綠草野花令人心曠神怡，煙波葦蕩，令人肺腑盡滌。湖岸邊
蘆葦草豐茂，黑頸鶴常棲於湖畔，嬉水自樂，是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黑頸鶴的主要繁殖棲息地。水中有專
門為遊人搭建的木制棧橋，在這裡拍出的照片，與高原其他氣勢磅礴的畫面相比，顯出一種特別的意境，很有
油畫的效果。遊客在這裡享受的是一種天籟，體味的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感覺。花湖最美的時間從
美的時間從 6 月到 8 月，
又以 7 月中旬為最
月中旬為最美
旬為最美麗。7-8 月的湖畔
月的湖畔五彩繽紛，
彩繽紛，而湖中則開滿了
湖中則開滿了水
開滿了水妖一樣的美麗
的美麗的花朵。
花朵。遊畢後，乘車前往
唐克，觀賞黃河九曲第一灣。發源于巴顏喀拉山之黃河，流經四川省境內，在若爾蓋縣唐克鄉形成黃河九曲第
一灣。黃河于此段流程中，為四川與甘肅之界河，河西為甘肅，河東為四川。黃河自甘肅一側來，白河自黃河
第一灣灣頂匯入，型如“S”型，故名九曲黃河。黃河九曲第一灣地處草原腹心地帶，曲折河水分割出無數河
洲、小島，水島翔集、漁舟橫渡，風光無限。落日時分，這裡又有“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神
韻。簇簇帳篷、縷縷炊煙、牧歌聲聲、駿馬馳騁，如詩如畫，美不勝收。觀賞黃河日落美景(視乎天氣而定)
晚宿若爾蓋
晚宿若爾蓋四
若爾蓋四星級標準大藏聖地大
標準大藏聖地大酒
大藏聖地大酒店或黃河第一灣大酒
黃河第一灣大酒店(副樓)
副樓)或同級。
同級。
第六天：
第六天：唐克(
唐克(黃河九曲第一灣晨曦美景
黃河九曲第一灣晨曦美景)
晨曦美景)～瓦切塔林～
瓦切塔林～紅原(
紅原(紅原大草原、
紅原大草原、月亮灣風光
月亮灣風光)
風光)
～阿壩
阿壩(
阿壩(郎依寺、
郎依寺、格爾登寺、
格爾登寺、格爾登寺佛塔－
格爾登寺佛塔－白塔)(
白塔)(早
)(早/午/晚餐)
晚餐)

團友可自願選擇早
願選擇早起
擇早起，觀賞黃河九曲第一灣晨曦
觀賞黃河九曲第一灣晨曦美景
晨曦美景(
美景(視乎天
視乎天氣而定)
氣而定)。早餐後，乘車經過瓦切塔林，瓦切塔林
藏語意為“大帳篷”，這裡有紀念第十世班禪大師頌經祈福之地瓦切塔林，塔林周圍是一片連綿的經幡，甚為
壯觀。乘車往紅原大草原－
紅原大草原－月亮灣。在一片開闊的草地上，白河呈“S”形蜿蜒流過
形蜿蜒流過，如同天上的一彎新月，
故而得名“月亮灣”。春天的大草原，洋溢著撲面而來春的氣息。漫山遍野的格桑花和美麗野花，爭奇頭豔地
在這個季節裡綻放，展現出大草原的色彩。之後乘車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
阿壩縣。阿壩縣地
阿壩縣地處川甘青三省
結合部，
結合部，歷史上這
歷史上這裡是茶馬古道的途經之地。
裡是茶馬古道的途經之地。參觀阿壩縣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格爾登寺。
登寺。寺院建
築鱗次櫛比，由金碧輝煌的大經堂、四個劄倉、五個佛殿和許多各式各樣的僧舍構成。圍繞寺院四周的轉經走
廊長兩公里，安裝有 5000 餘個轉經筒。格爾登白塔是該寺最著名的建築物之一。它底座邊長 25 米，成正方形，
高 39 米，七層，雄居於寺院前的高地上，十幾公里以外都能見到它高大神秘的身影。塔的四周有 24 座小白塔
環繞拱托，塔內供奉著千尊佛像，精湛的壁畫 600 餘幅，可與大型藝術展覽館媲美。之後參觀整個阿壩藏區最
大的苯教寺廟－郎依寺。郎依寺雕塑精美和富有特色。寺廟大經堂的橫樑上，有許多仙女雕像，仙女手執線條
簡捷而明快的供物，姿態萬千，秀麗動人。在其他神殿中的立柱和橫樑上，也有許多精雕細刻的法輪、華蓋、
寶幢、海螺、寶珠、吉祥結、玉瓶、供命鳥、鳳鳥、孔雀、龍、獅、虎、馬等。此外，那些鵬首獅足的雙翼獅，
螺身的鼇魚，頂著水獺頭的金魚等都是相互對立的動物湊在一起，其意深遠。晚住宿阿壩
晚住宿阿壩年保
阿壩年保賓館或
年保賓館或神
賓館或神座大酒
店或安多巴假日
安多巴假日大
巴假日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標準雙人
標準雙人房、獨立衛生
獨立衛生間)。
第七天：
第七天：四川．
四川．阿壩～青海
阿壩 青海果洛州
青海果洛州．
果洛州．久治．
久治．年寶玉則國家地質公園
年寶玉則國家地質公園－
國家地質公園－仙女湖、
仙女湖、觀賞年
寶玉則神山風光
玉則神山風光)
神山風光)(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青海久治縣年寶玉則國家地質公園
年寶玉則國家地質公園，年保玉則，又稱果洛山。山上冰雪融水形成眾多湖泊，
以仙女湖為主的各種小海子星羅棋佈。遊覽仙女湖，仙女湖藏語意思是“西木措湖”。湖泊如鏡，山嶺雄奇峻
秀，每日晨昏濃霧圍繞，濛濛細雨，湖面變幻莫測。湖中有各種魚類、水獺、鳥類，湖的中心有一鳥島，形如
金魚，故命名為“金魚島”，各種鳥類在島上生息繁衍，五、六、七月份鳥蛋遍佈小島，遍佈小島叢林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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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時節，小鳥在空中飛翔嬉戲追逐，伴隨著清脆的鳥叫聲，形成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每年 7 月份仙女湖北部
仙女湖北部
中基隴處繁花似綿，
基隴處繁花似綿，鮮花將仙女湖
鮮花將仙女湖裝扮得無比
仙女湖裝扮得無比美
裝扮得無比美麗。左右兩側側基隴處到處是冰川漂礫和火山岩，掩隱在灌木
叢中，構成了一道奇異的風光。晚宿久治
晚宿久治二星
久治二星級
二星級標準蓮花賓館
標準蓮花賓館或
蓮花賓館或西姆措大
姆措大酒店或財神府酒店
府酒店或年寶金
年寶金馬大酒
馬大酒店
或同級(
同級(標準雙人
標準雙人房、獨立衛生
獨立衛生間)。
第八天：
第八天：青海．
青海．久治～
久治～四川．
四川．年龍寺～
年龍寺～色達(
色達(洞嘎寺、
洞嘎寺、色達草原
色達草原風光
草原風光、
風光、紫銅金馬塑像、
紫銅金馬塑像、
金馬廣場)(
金馬廣場)(早
)(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色達，色達藏語意為“金馬”，據傳歷史上曾在色塘境出土一馬頭形金塊得名。紫銅金馬塑像
立於縣城金馬廣場內，塑像高 7 米，長 3 米，寬 3 米，座西向東，基身以大理石砌成。駿馬呈騰空抖鬃長嘯狀，
氣宇不凡，象徵著金馬人不屈不撓、頑強拼搏的民族精神。色達歷史悠久，民族文化源遠流長，宗教文化博大
精深，也是《格薩爾王傳》的發祥地之一。沿途遊覽年龍寺。之後乘車往色達洞嘎寺，
洞嘎寺，洞嘎寺是色達
洞嘎寺是色達縣
是色達縣三大寺
三大寺
廟之一，
之一，是藏區著名的紅教寺廟。寺廟由曲錫吾金創建於西元 1686 年，坐落在一座形似白色海螺的神山上，
殿堂內塑有釋迦牟尼坐像一尊，三面繪有宗教壁畫，紅柱上雕龍刻花，色彩豔麗奪目，氣氛莊重肅穆。寺院設
有顯密講學院和閉關禪修院。色達草原春夏季牧草豐美、開滿各色野花的草溝，延綿起伏的山脊，向東西方向
延伸而去。黑色的犛牛和白色的羊群，牧歌聲聲、駿馬馳騁，如詩如畫，美不勝收。晚住宿色達
晚住宿色達金
色達金馬大酒
馬大酒店或
金馬商務
馬商務酒店或同級(
同級(標準雙人
標準雙人房、獨立衛生
獨立衛生間)。
第九天：
第九天：色達(
色達(鄧登曲登佛塔—
鄧登曲登佛塔—降魔塔、
降魔塔、喇榮五明佛學院)
喇榮五明佛學院)～甘孜(
甘孜(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鄧登曲登佛塔—降魔塔。此塔是色達年龍寺的空行母托夢於色達瓦須世襲頭人嘎奪和喇嘛
索郎羅吾，為鎮妖驅邪、消災解難、普渡眾生、太平興旺之預言而主持修建，是為四川省最高的藏傳佛教寶塔。
主體建築內圓外方與外圓內方交錯層疊，塔表面有各種佛龕，絢麗奪目。佛塔一層週邊是轉經房，有大小經輪
155 個，供信眾轉經。乘車往康區最大的藏傳佛學院－
大的藏傳佛學院－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色達縣喇榮五明佛學院曾被護法
神讚譽為“成就四業之聖地”。喇榮五明佛學院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學院，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學城，同時
也是世界上花費最少的大學，條件最艱苦的大學。隨風飄揚的經幡，依山而建密密麻麻的小紅屋，錯落有致，
一眼望不到邊，很壯觀，很震撼。慈祥溫暖的僧眾來來往往。之後乘車往有“雪域明珠
雪域明珠”稱譽的甘孜縣。晚宿
甘孜縣雍康大酒店或金耗牛
或金耗牛賓館或康巴
耗牛賓館或康巴溫泉
賓館或康巴溫泉賓館或康巴賓館或
溫泉賓館或康巴賓館或同級
賓館或康巴賓館或同級(
同級(標準雙人
標準雙人房、獨立衛生
獨立衛生間)。
第十天：
第十天：甘孜～
甘孜～馬尼干戈鎮～
馬尼干戈鎮～竹慶鄉．
竹慶鄉．竹慶寺．
竹慶寺．竹慶草原風光～
竹慶草原風光～石渠縣(
石渠縣(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由甘孜出發，經馬尼干戈前往西部太陽部落
太陽部落－
部落－石渠縣。馬尼干戈素有“西部牛仔城康巴漢子”聚集地
之稱，自古就是川藏通道上的重要驛站。乘車前往參觀藏傳密宗大圓滿法的教授傳承發源地—竹慶寺。竹慶寺
漢語意譯即“大圓滿寺”，全名“竹慶鄔堅禪林”。又譯為“佐欽寺”，是藏傳佛教寧瑪派（紅教）六大傳承
寺院之一。竹慶寺是藏傳密宗大圓滿法的教授傳承發源地，寺院建於西元一六八五年，現有僧人五百多名，寺
院管理極為嚴格，道風淳正，地理靈峻，寺院所在的雪山上下佈滿成就者的修行山洞與道場，是極具加持力的
修行聖地。是頗具影響力的藏傳佛教寺院。沿途欣賞高原草場風光，乘車前往雅礱江的源頭—石渠縣。石渠是
四川省甘孜州最偏遠的一個藏族自治縣，也是甘孜州面積最大、海拔最高的縣城，石渠又叫“太陽部落”。晚
宿石渠
宿石渠香德尼瑪酒店
尼瑪酒店或福滿大酒店或藏迦主題文化酒
文化酒店或同級(
同級(標準雙人
標準雙人房、獨立衛生
獨立衛生間)。
第十一天：
第十一天：石渠縣～
石渠縣～色須寺～
色須寺～巴格嘛呢石經牆、
巴格嘛呢石經牆、扎溪卡草原
溪卡草原～
草原～通天河．
通天河．三江源紀念碑
～勒巴溝－
勒巴溝－文成公主廟～
文成公主廟～玉樹(
玉樹(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由石渠縣出發前往色須寺。“色須”意即“戴黃”帽子的部落後裔，色須寺創建於 1760 年，其位於
青海、西藏、四川交界處，是康藏地區最大的黃教寺院，也是康巴地區唯一有資格授予“格西”學位（佛學博
士）的佛學院。石渠是一個宗教氛圍很濃的地方，其是牧區藏民信教程度更深。全縣有黃教、白教、紅教、茬
花寺廟共 46 座，其中又以聞名遐邇的雪功能變數名稱刹色須寺規模最大，最為知名。巴格瑪尼牆是藏區最有
特色的建築之一，巴格嘛呢石經牆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仿佛似草原上築起的一道長堤，又仿佛似一座綿
延起伏的古牆。牆身最高處有 3 米左右，寬 2-3 米，長 1.6 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嘛呢牆，牆體全部用嘛呢石
片壘砌而成。每隔一段距離就有幾座佛塔相連，並且牆的兩邊還有大大小小的許多“視窗”，“視窗”裡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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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個或幾個石刻佛像，有彩繪畫佛像，也有石料原色的佛像。佈局排列甚是有趣。一塊一塊的瑪尼石，寄託
著藏族人民的信仰和希望，堆砌成一道蜿蜒的城牆，屹立在廣闊的草原上，讓草原充滿靈氣和神秘。“扎溪卡”
是石渠的藏語別稱，意為“雅礱江邊”。扎溪卡也有另一個名字—太陽部落。是四川省面積最大、海拔最高的
一個縣，其縣城海拔 4200 米，是名副其實的“世界高城”。在紮溪卡草原，你會被它那氣勢磅礴的自然美深
深打動，它的原始、純淨、蒼茫與悠遠，有一種大美不言的深沉韻味。8 月的草原水草豐美，野花遍地，帳房
點點，牛羊成群，就連草原上的風都帶著一股醉人的氣息。每年的 6 至 9 月，是紮溪卡大草原最美的季節。之
後乘車經過三江源紀念碑
三江源紀念碑，在通天河邊
通天河邊拍照留影後
照留影後，乘車前往勒巴溝－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廟，勒巴溝－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廟景區
是唐蕃古道上具
是唐蕃古道上具有標誌性歷史
誌性歷史遺跡
歷史遺跡，景區內摩崖石刻歷史久遠距今約 1300 年的歷史，較為著名的有《藏王與
公主禮佛圖》《天龍八部圖》。同時勒巴溝又稱為“嘛呢山水”風景區 ，具有“淌著文字”的勒巴河美譽。之
後乘車前往玉樹。晚宿玉樹
晚宿玉樹四
玉樹四星級標準太陽
標準太陽湖
太陽湖假日酒店
假日酒店格薩爾
格薩爾王府飯店
府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十二天：
第十二天：玉樹．
玉樹．結古鎮．
結古鎮．新寨瑪尼堆
新寨瑪尼堆－嘉那嘛呢石經城～
嘉那嘛呢石經城～通天河～
通天河～巴顏喀拉山山口
～黃河源頭第一橋～
黃河源頭第一橋～瑪多(
瑪多(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參觀玉樹藏族自治州的州府結
玉樹藏族自治州的州府結古
府結古鎮．新寨瑪尼石堆
寨瑪尼石堆－嘉那嘛呢石
嘛呢石經城，據稱是世界上最大的瑪尼石堆，
經石達 20 億塊之多，這些經石大小不一，形狀各異，大的如同桌面，小的僅如雞蛋。刻在瑪尼石上的內容一
般都與藏傳佛教有關，其中以六字真言居多，還有其他一些吉祥語言，還有佛經、佛像、神像等，也有動物或
妖魔鬼怪，內容非常豐富。之後乘車經過巴顏喀拉
顏喀拉山山口
山山口，巴顏喀拉山屬昆侖山脈東延部分，巴顏喀拉山蒙古
語意為“富饒的青色的山”，藏語叫“職權瑪尼木占木松”即祖山的意思。是青海省境內長江與黃河的分水
嶺，北麓是黃河源頭所在，南麓是長江北源所在。瑪多縣地處青藏高原腹地，
青藏高原腹地，依偎在巴顏喀
在巴顏喀拉
顏喀拉山的懷抱
山的懷抱、
懷抱、藏語
意為“黃河源頭”
黃河源頭”。有“黃河源頭第一縣
黃河源頭第一縣”之譽。晚宿瑪
晚宿瑪多縣瑪多賓館或
賓館或交通賓館或
賓館或同級(
同級(標準雙人
標準雙人房、獨立
衛生間)。
第十三天：
第十三天：瑪多～
瑪多～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黃河源－
黃河源－扎陵湖、鄂陵湖、
鄂陵湖、牛頭碑～
頭碑～花
石峽鎮～
石峽鎮～共和縣
共和縣(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黃河源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黃河源－
黃河源－扎陵湖、鄂陵湖
鄂陵湖、牛頭碑，三江源頭地區是我國面積最大
的天然濕地分佈區，素有“中華水塔”之稱。這裡山川壯麗，水豐草美，野生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為了保護
好江河頭生態系統，保護好高原濕地，為高原特有的野生動植物提供良好的棲息環境，2000 年 8 月 9 日在三江
地區成立了我國面積最大、海拔最高的自然保護區，這就是三江源國家級
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扎陵湖、鄂陵湖
鄂陵湖是黃河
源頭兩個最大的高原淡水湖泊，素有“黃河源頭姊妹
黃河源頭姊妹湖
姊妹湖”之稱，海拔 4300 多米，比中國最大的內陸湖泊青海
湖高出一千多米，是名副其實的高原湖泊。紮陵湖和鄂陵湖區水草豐美，肅穆幽靜，是候鳥的天然聚居地，被
人們稱之為青海的第二鳥島。在聖山聖水旁邊的華夏之魂河源－
河源－牛頭碑(海拔 4610)
10)，已故十世班禪大師和胡耀
邦同志分別為紀念碑題寫了藏漢文“黃河源頭”
黃河源頭”字樣。紀念碑選擇了原始圖騰神聖的崇拜物—牛，以其角粗
獷、堅韌、有力的造型，概括了我們偉大而堅強的民族精神。三江源國家級
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牛
自然保護區牛頭碑景區可能需更換
當地的越野車前往。之後乘車前往共和縣或龍羊峽鎮。晚宿共
晚宿共和三星級標準元
標準元年大酒
年大酒店或龍羊峽
龍羊峽假日酒店
假日酒店或同
級。

第十四天：
第十四天：共和～
共和～龍羊峽、
龍羊峽、龍羊湖、
龍羊湖、龍羊峽大壩
龍羊峽大壩、
大壩、黃河大峽谷
黃河大峽谷+乘船、
乘船、土林國家地質公
園+乘電瓶車～
電瓶車～西寧或蘭州
西寧或蘭州(
蘭州(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龍羊峽水電站
峽水電站，龍羊峽位於海南州共和縣的黃河上游地區的茶納山麓。是黃河流經青海大草
原後，進入黃河峽谷區的第一峽口，地形奇特，兩岸花崗岩壁立，相距僅僅30米寬，崖壁直立卻有150余米，
是建立大壩的寶地。大壩之上廣闊的草原又是蓄存河水的良好湖區。目前龍羊峽178米高的大壩，已經成為亞
洲第一高壩，水庫總容積247億立方米。巨大的庫容調節了黃河枯水期的水量，發電量也僅次於葛州壩和白山
水電站，是黃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梯級電站。龍羊峽土林景觀為國內最大的亞丹霞土林地質景觀之一，第三系地
層風化形成的土林。具有非常高的地質研究價值及特殊地貌觀賞價值，獨特的景觀讓人流連忘返。土林景區以
沙溝、荒山、幽谷構成一個原始、荒涼、粗獷的遠古世界，自然風光別具一格，給人一種原始的美，粗獷的美，
團號：CS-LXC/15A 牌照號碼：353193 航空公司：ZH/CZ/HU/UO 查詢電話：27712399 生效日期：MAY/2016

具有很強的震憾力，吸引著眾多畫家前來創作寫生，攝影師前來創作。晚宿蘭州四
晚宿蘭州四星
蘭州四星級標準希
標準希爾頓歡朋
頓歡朋酒店或
飛天大酒
天大酒店或西寧四星級標準華辰大酒店或伊爾頓國際飯店或神旺大酒店
西寧四星級標準華辰大酒店或伊爾頓國際飯店或神旺大酒店或
神旺大酒店或夏都亞朵酒店或同級
夏都亞朵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十五天：
深圳/香港
第十五天：西寧或蘭州
西寧或蘭州(
蘭州(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 香港

早餐後，乘車往機場乘客機飛往香港機場或
香港機場或深圳寶安機場，或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或船，返回香港九龍指定地
點，散團。
行程至此結束

1.
2.
3.
4.
5.

祝君旅途愉快!

注意事項：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個人保險費、行李保險費、行李生小費、行李超重費、保管費等。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X15天＝HK$1200。

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本公司建議旅客參加旅行團時，
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本公司建議旅客參加旅行團時，出發前應購買合適的個人旅遊綜合保險，
出發前應購買合適的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
以作保障。

以上行程、風味及住宿酒店只供參考，行程次序可能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此行程青海、
此行程青海、甘南、
甘南、川西北、
川西北、三江源、阿壩等地區均為高原地帶，空氣稀薄，如患高血壓、嚴重心臟病、長期咳嗽

多痰及正在感冒、發燒等病者，都不適宜前往。為保障客人身體健康，安全起見，宜先在香港驗身檢查，或參團前
可向註冊醫生查詢是否適合前往。
6.

此行程青海、
此行程青海、甘南、
甘南、川西北、
川西北、三江源、阿壩地區多屬偏遠山區，均為高原地帶，空氣稀薄、高原溫差較大、氣候環

境變化大、飲食及住宿條件較差，行程中某些地區缺水停電，住宿可能沒有洗澡沖涼的條件。
7.

此行程青海、
此行程青海、甘南、
甘南、川西北、
川西北、三江源、阿壩等地區陽光強烈，紫外線強烈，請帶上防曬霜、遮陽鏡、遮陽帽，避免

正午的強紫外線灼傷皮膚。
8.

此行程青海、
此行程青海、甘南、
甘南、川西北、
川西北、三江源
三江源、阿壩地區多屬偏遠山區，均為高原地帶，空氣稀薄、高原溫差較大、氣候環

境變化大、車程長、飲食及住宿條件較差，沿途午餐有可能安排可加熱行軍餐盒，請客人有所心理準備。
9.

為保障客人安全及健康，參加高海拔地區或西藏的旅行團，客人必須填本公司印備之個人健康申報表，報名時可向
本公司職員索取。

10.

關

客人報名前，請細閱本公司有 旅遊的

責任細則、報名須知及臨時取消細則等有關需知的條例細則，亦請將各條款

則轉述給同行之人士。
行程中某一段公路在修路，沿途有可能車輛堵塞，路況極差，交通管制，需時等候，請客人有所心理準備。
三江源牛頭碑景區可能需更換當地的越野車前往，車況一段，請客人有所心理準備。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蘭州、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會更改為蘭州至香港往返，客人需補回差價(香港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費、香港燃油附加費、中國至香港機場稅
等 )。
酒店在未獲得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公司以準★星級或★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行程中各寺廟、景點，如因各種因素，而不開放，或修路封閉禁止通行等原因影響不能參觀，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
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
觀賞晨曦、日出、日落、晚霞、花季、秋色等自然景觀，屬自然現象，視乎天氣而定。
自費騎馬(有一定的危險性），需注意安全，必須由馬夫牽馬，不能獨自騎馬，更不能騎馬奔跑，險路和下坡路必須
下馬步行，否則可能會造成損傷，一切概由遊客自理。
如人數不足10位客人，本公司可能不會安排領隊跟團隨行，改由當地導遊接待，當地導遊一般以普通話或英語為主
要講解語言。本公司將會安排領隊在香港集合地點至深圳機場往返接送，為客人辦理登機手續等。
如因風雪影響而引致航班因安全理由未能依原訂時間起飛，團隊須接受航空公司的安排改乘航空公司指定的新班次
及時間出發，團友不得藉詞要求退出。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以確保在旅遊期間萬一遇上
冰雪大風雪，亦可得到最全面之保障。
如單數客人報名，將不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客人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3人、5人等
等，客人須預繳單人房附加費。3人或以上之單數組合可選擇試做三人房，三人房通常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
加床或三張單人床，而加床通常為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又或沙發床。另本司會以各貴賓報名之先後次序，而順序安
細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團號：CS-LXC/15A 牌照號碼：353193 航空公司：ZH/CZ/HU/UO 查詢電話：27712399 生效日期：MAY/2016

與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最終在出發前如未能安排與其他同性團友同房或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客人不得藉
故反對或退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留意。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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