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照號碼 350906
包團熱線 23919853

現代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西藏(2018年9月至10月份價目表[ A] 》

http://www.modernchinatravel.com

生效日期 19-MAR-2018
總行 旺角電話：2391 9900 / 分行 銅鑼灣 電話: 2893 8133
下列團隊：免收領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凡報復活節期間(03月24日至04月8日)出發之旅行團，實價及出發日期(個別出發日期有特別加班團) 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請您注意價格表所列之行程內容(線路名稱)及價目僅供參考，個別團種及出發日期價格有所不同，價格不包括機場稅、機場保安稅、燃油附加費、簽証費、行李生小費，為確保您的權益，請您詳細參
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臨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詳細行程的備註及注意事項。一切正確資料均以報名時索取之行程表及價目表作準。本公司有權更改行程內容及價目，恕不另行通知，祝您
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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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轉山) 西藏阿里(南線) 拉薩(布達拉宮) 浪卡子(羊卓雍湖) 帕羊(馬泉湖) 巴嘎(瑪旁雍措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納木那尼峰、拉
A101 NAW-14-D3 昂錯)
崗底斯山(岡仁波齊神山地區) (進入無人區、觀野生動物) 四飛直航團
西藏阿里(南線) 拉薩(布達拉宮) 浪卡子(羊卓雍湖)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帕羊(馬泉湖) 巴嘎(瑪旁雍措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納木那
A102 NAW-15-D4 尼峰、拉昂錯) 普蘭(雪山環繞的地方/中、印和尼三國交界) 崗底斯山(岡仁波齊神山地區) 札達(古格王國遺址、札達土林) 五飛
直航團
(三天轉山 西藏阿里(南線) 拉薩(布達拉宮) 浪卡子(羊卓雍湖)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帕羊(馬泉湖) 巴嘎(瑪旁雍措西藏三大聖湖之
A103 NAW-16-D3 一、納木那尼峰、拉昂錯) 普蘭(雪山環繞的地方/中、印和尼三國交界) 崗底斯山(岡仁波齊神山地區) (進入無人區、觀野生動
物) 札達(古格王國遺址、札達土林) 日土(班公措-克什米爾的界湖) 五飛直航團
(三天轉山)西藏阿里(南線) 拉薩(布達拉宮) 浪卡子(羊卓雍湖-聖湖)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帕羊(馬泉湖) 巴嘎(瑪旁雍措-聖湖、納木
A104 NAW-18-D3 那尼峰、拉昂錯) 崗底斯山(岡仁波齊神山地區) 亞東(西臨錫金、東臨不丹、正前方臨印度、雪峰、草原、湖泊之旅) 吉隆溝(西
藏神秘之地) (進入無人區、觀野生動物) 四飛直航團
(三天轉山)西藏阿里環線(南線進北線出) 拉薩(布達拉宮)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浪卡子(羊卓雍湖) 日喀則(扎什
倫布寺) 帕羊(馬泉湖) 巴嘎(瑪旁雍措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納木那尼峰、拉昂錯) 普蘭(雪山環繞的地方/中國、印度和尼泊爾三國
A105 NAW-19-D3 交界)
崗底斯山(岡仁波齊神山地區) 札達(古格王國遺址、札達土林) 日土(班公措-克什米爾的界湖) (進入無人區、觀野生動物)
四飛直航團
西藏阿里(南線)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拉薩(布達拉宮)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浪卡子(羊卓雍
A106 NAL-15-D4 湖) 帕羊(馬泉湖) 巴嘎(瑪旁雍措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納木那尼峰、拉昂錯) 普蘭(雪山環繞的地方/中、印和尼三國交界) 崗底斯
山(岡仁波齊神山地區) 札達(古格王國遺址、札達土林) 日土(班公措-克什米爾的界湖) (進入無人區、觀野生動物) 五飛直航團

14 $39,999 $37,199 $4,200

$230 // $450 天天有航班

15 $47,999 $43,199 $4,500

$230 // $450 天天有航班

16 $48,999 $44,199 $4,800

$230 // $450 天天有航班

18 $46,999 $41,599 $5,300

$230 // $450 天天有航班

19 $49,999 $45,799 $5,500

$230 // $450 天天有航班

15 $49,999 $46,099 $4,600

$230 // $450 天天有航班

青 川藏
深入: 純正川藏公路北線+青藏鐵路 理縣(米亞羅風景區) 色達(喇榮溝五明佛學院) 馬尼干戈 玉龍拉錯(新路
藏 北 A107 STR-15-TD3 體驗最後的香格里拉
海)
天險雀兒山
德格(印經院)
昌都(紅土之上的驚艷丹霞) 怒江大峽谷(世界第二大峽谷) 邦達(邦達草原) 拉薩(布達拉宮) 林芝(錯 15 $44,999 $39,199 $5,200
鐵線
高湖)
西寧
湟中縣(塔爾寺)
青海湖
三飛直航團
路+
川
深入: 川藏公路北線 理縣(米亞羅風景區) 色達(喇榮溝五明佛學院) 竹慶(雪山、竹慶草原) 石渠(巴格瑪尼
瑪 藏北 A108 NSN-15-D3 體驗最後的香格里拉
牆
-藏區最長的瑪尼牆及大奇跡) 瑪多(鄂陵湖、黃河源流紮陵湖-牛頭碑) 囊謙(達那寺) 類烏齊(烏齊寺) 昌都(紅土之上的驚艷丹 15 $44,999
$38,399 $5,600
多線
霞) 怒江大峽谷(世界第二大峽谷) 邦達(邦達草原) 拉薩(布達拉宮) 林芝(錯高湖) 三飛直航團
+

CA/3U
/HX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CA/3U
/HX

川
藏
瑪北
多線
深入: 川藏公路北線+青藏鐵路+青藏公路 理縣(米亞羅風景區) 色達(喇榮溝五明佛學院) 竹慶(雪山、竹慶
黃 + A109 NSW-15-TD3 體驗最後的香格里拉
草原)
石渠(巴格瑪尼牆-藏區最長的瑪尼牆及大奇跡)
沱沱河-長江源流+瑪多(鄂陵湖、黃河源流紮陵湖-牛頭碑) 青海湖 茶卡鹽
河青
湖 拉薩(布達拉宮) 林芝(錯高湖、雅魯藏布江大峽谷) 三飛直航團
源藏
流鐵
路
+
川
藏
深入: 川藏公路南線+滇藏公路(茶馬古路)+稻城(亞丁自然保護區) 太陽谷-得榮(金沙江大峽谷、三壁夾兩
南 A110 NTC-13-TD3 體驗最後的香格里拉
江)
德欽(梅里雪山、明永冰川)
藏東林芝(錯高湖、雅魯藏布江大峽谷) 藏南波密(米堆冰川美景、然烏湖) 拉薩(布達拉宮) 四飛
+ 線
直航團
稻+
城滇
藏
公 A111 NTC-15-TD3 行程基本同NTC-13-TD3 增加安排 瀘定(瀘定橋) 康定(木格措) 新都橋(攝影天堂塔公草原) 理塘(長青春科爾寺) 三飛直航團
路
跨越世界屋脊青藏鐵路之旅(格爾木至拉薩精華段)+青藏公路(西寧至格爾木精采段) (前後藏、藏北及藏東) 湟中縣(塔爾寺) 茶卡
青海湖 拉薩(布達拉宮)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江孜(白居寺)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林芝(錯高湖、雅魯藏布
A112 NLL-10-TD (鹽湖)
江大峽谷) 十天四飛直航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9月1、15、22日 / 10月6、20日 出發前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位會
員, 成人團費按 $19999 / 出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名額按$204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跨越世界屋脊-青藏鐵路之旅(格爾木至拉薩精華段)+青藏公路(西寧至格爾木精采段) (前後藏、藏北及藏東) 湟中縣(塔爾寺) 茶
卡(鹽湖) 青海湖 拉薩(布達拉宮)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江孜(白居寺)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林芝(錯高湖、雅魯
A113 NLL-11-TD3 藏布江大峽谷) 四飛直航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4月7、14、21日 / 5月5、12、19、26日 / 6月2、9、16、23日 / 7
月7、14、15、21、28日 / 8月4、11、18、25日 / 9月1、8、15、22、29日 / 10月6、13、20、27日 出發前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
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24999 / 出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名額按$254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青藏鐵路之旅(格爾木至拉薩精華段)+青藏公路(西寧至格爾木精采段) (前後藏、藏北及藏東) 湟中縣(塔爾寺) 青海湖 拉薩(布達
拉宮) 峻巴村(全藏獨一無二的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江孜(白居寺)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林芝(錯高湖、雅魯藏布江大峽
A114 NLC-12-TD1 谷-南迦巴瓦峰) 拉薩:
拉薩: 西藏品牌酒店拉薩香格里拉大酒店或同級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 珠峰大本營EBC十二天四飛直航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9月1、15、22日 / 10月6、20日 出發前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22499 / 出發
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名額按$234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行程基本同NLL-11-TD2 增加安排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四飛直航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4月
青
/ 5月5、12、19、26日 / 6月2、9、16、23日 / 7月7、14、15、21、28日 / 8月4、11、18、25日 / 9月1、8、15、
藏 A115 NLC-13-TD3 7、14、21日
22、29日
/
10月6、13、20、27日
出發前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8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28999 / 出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9至15位
鐵
名額按$294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路
A116 NLL-15-TD3 行程基本同NLL-11-TD3 增加安排 藏南波密(米堆冰川美景、然烏湖) 來古村(仁龍巴冰川) 四飛直航團
A117 NCB-15-TD3 行程基本同NLC-13-TD3 增加安排 藏南波密(米堆冰川美景、然烏湖) 四飛直航團
A118 NLE-15-TD3 行程基本同NLC-13-TD3 增加安排 亞東(西臨錫金、東臨不丹、正前方臨印度、雪峰、草原、湖泊之旅) 四飛直航團
行程基本同NLC-13-TD3 增加安排 亞東(西臨錫金、東臨不丹、正前方臨印度、雪峰、草原、湖泊之旅) 吉隆溝(
吉隆溝(西藏神秘之地+
西藏神秘之地+
A119 NAT-15-TD4 珠穆朗瑪峰後花園)
薩嘎(阿里地區)
阿里地區) 四飛直航團
珠穆朗瑪峰後花園) 薩嘎(
跨越世界屋脊-青藏鐵路之旅(格爾木至拉薩精華段) 青藏公路(西寧至格爾木精采段) (甘南、青海、 前後藏及藏北) 拉薩(布達拉
A120 NSC-15-TD3 宮)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江孜(白居寺)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湟中縣(塔爾寺) 茶卡(鹽湖) 青海湖 夏河(拉卜楞
寺) 唐克(九曲黃河第一彎) 甘南(世外桃源郎木寺) 同仁(郭麻日寺大佛塔)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穆朗瑪峰) 四飛直航團

15 $44,999 $38,399 $5,6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CA/3U

13 $44,999 $40,099 $4,1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5 $45,999 $40,899 $5,2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0 $20,999 $19,999 $4,8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1 $25,999 $23,999 $4,0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2 $23,999 $21,999 $5,8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13 $29,999 $28,599 $4,4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15 $35,999 $33,199 $5,000
15 $36,999 $34,999 $5,000
15 $36,999 $34,999 $5,0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CA/3U
/HX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15 $37,999 $35,999 $5,2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15 $36,999 $34,999 $4,9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HX

CA/3U
/HX

增加安排 夏河(拉卜楞寺) 唐克(九曲黃河第一彎) 甘南(世外桃源郎木寺) 同仁(郭麻日寺大佛塔) 四飛直
A121 NSL-15-TD3 行程基本同NLL-11-TD3
航團
A122 NXW-15-TD3 行程基本同NLC-13-TD3 增加安排 瑪多(鄂陵湖、黃河源流紮陵湖-牛頭碑) 四飛直航團
跨越世界屋脊(青藏公路入+青藏鐵路出+拉日鐵路) 前後藏及藏北 西寧 青海湖 格爾木 鹽湖之美 沱沱河(長江源流) 那曲(羌塘草
A123 NXL-11-RTD3 原)
當雄(納木錯湖) 拉薩(布達拉宮) 當雄(西藏三大聖湖之-納木錯湖)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四飛直航團
青藏公路入-飽覽青藏高原精髓絕景+青藏鐵路出-優閒回程)真正由低至高的玩法，減少高原反應 拉薩超級名牌: 西藏國際奢華
A124 NXX-12-RTD3 品牌酒店拉薩香格里拉大酒店或同級
西藏秘景 藏北及藏東 林芝(錯高湖、雅魯藏布江大峽谷) 四飛直航團
青藏公路入西藏/西藏乘客機出) 暢遊(青海、前後藏及藏北)西寧 青海湖 格爾木 沱沱河(長江源流)那曲(羌塘草原)當雄(納木錯
A125 NXB-13-RD3 湖) 拉薩(布達拉宮) 羊卓雍湖 江孜(白居寺)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山南澤當(西藏文化發
源地) 青樸修行地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四飛直航團
青
而NXL-13-RD3有 藏東林芝(錯高湖、雅魯藏布江大
藏 A126 NXL-13-RD3 行程基本同NXB-13-RD3(兩這分別是NXB-13-RD3有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峽谷) 四飛直航團
公
青藏公路入西藏/西藏乘客機出 暢遊(青海、前後藏及藏北) 沱沱河-長江源流+瑪多(鄂陵湖、黃河源流紮陵湖-牛頭碑) 青海湖 格
路 A127 NLW-13-RD3 爾木
那曲(羌塘草原) 當雄(納木錯湖) 拉薩(布達拉宮) 浪卡子(羊卓雍湖) 江孜(白居寺)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
布江漁村-牛皮船) 四飛直航團
A128 NXW-15-RD3 基本行程同NLW-13-RD3 增加安排 薩迦寺-第二敦煌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四飛直航團
A129 NLW-15-RD3 基本行程同NLW-13-RD3 增加安排 藏東林芝(錯高湖、雅魯藏布江大峽谷) 四飛直航團
青藏公路入西藏/西藏乘客機出 暢遊(青海、前後藏、藏北及藏東) 西寧 青海湖 格爾木 沱沱河(長江源流) 那曲(羌塘草原) 當雄
A130 NXL-15-RD3 (納木錯湖) 拉薩(布達拉宮) 浪卡子(羊卓雍湖) 江孜(白居寺)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山南澤
當(西藏文化發源地) 青樸修行地 藏東林芝(錯高湖、雅魯藏布江大峽谷)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四飛直航團
西藏(前後藏及藏北) 拉薩(布達拉宮) 西藏三大聖湖之二(羊卓雍湖、納木錯湖) 江孜(白居寺)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A131 LSA-8-D3 跨越世界屋脊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山南澤當(西藏文化發源地) 青樸修行地 四飛直航團
A132 LSA-10-TD3 基本行程同LSA-8-D3 增加安排 青藏鐵路之旅 西寧 湟中縣(塔爾寺) 四飛直航團
跨越世界屋脊 西藏(前後藏+藏北) 拉日鐵路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拉薩(布達拉宮)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當雄
飛 A133 LSC-8-D3 (西藏三大聖湖之—)
四飛直航團
赴
西藏(前後藏及藏北)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拉薩(布達拉宮) 浪卡子(羊卓雍湖) 峻巴村(神秘的雅
西 A134 LSC-10-D3 跨越世界屋脊
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薩迦(薩迦寺-第二敦煌) 西藏三大聖湖之二(羊卓雍湖、納木錯湖) 山南澤當(西藏文
藏
化發源地) 青樸修行地 四飛直航團
+
青 A135 LSC-10-TD3 基本行程同LSC-8-D3 增加安排 青藏鐵路之旅 西寧 湟中縣(塔爾寺) 四飛直航團
藏 A136 LSC-12-TD3 基本行程同LSC-10-D3 增加安排 青藏鐵路之旅 西寧 湟中縣(塔爾寺) 四飛直航團
鐵 A137 LZL-11-TD3 跨越世界屋脊青藏鐵路之旅(前藏、藏東、藏南及藏北) 藏東林芝(錯高湖、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原始森林) 藏南波密(米堆冰川
路
美景、然烏湖) 來古村(仁龍巴冰川) 拉薩(布達拉宮) 青海 湟中縣(塔爾寺) 四飛直航團
基本行程同LZL-11-TD3 增加安排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西藏聖湖(羊卓雍湖) 江孜(白居寺) 日喀則(扎什倫布
A138 LZL-13-TD3 寺)
四飛直航團
A139 LZL-15-TD3 基本行程同LZL-13-TD3 增加安排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薩迦(薩迦寺-第二敦煌) 四飛直航團
中尼公路喜馬拉雅山之旅(香格里拉-中國西藏、不丹、尼泊爾) 喜馬拉雅山下香格里拉-不丹(帕羅、廷布、普那卡、王地) / 尼
西 A140 NTB-15-D3 泊爾
加德滿都 / 西藏(前後藏)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拉薩(布達拉宮)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布江漁村-牛皮船) 浪卡子(羊卓雍
尼藏
湖)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五飛直航團

泊

15 $36,999 $34,999 $4,900
15 $36,999 $34,999 $4,9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11 $25,999 $23,999 $3,2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2 $33,999 $31,999 $8,3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3 $31,999 $28,599 $4,4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13 $29,999 $27,299 $4,4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CA/3U

13 $28,999 $26,999 $3,2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15 $35,999 $32,999 $4,900
15 $35,999 $32,999 $4,9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15 $36,999 $34,899 $5,200

$200 // $350 天天有航班

8 $16,999 $14,999 $2,700
10 $21,899 $19,899 $2,900
8 $21,299 $19,299 $2,4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0 $23,999 $21,999 $3,3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0 $24,999 $22,999 $2,900
12 $27,599 $22,499 $3,800
11 $27,999 $25,999 $3,7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3 $29,999 $27,999 $4,400
15 $35,999 $33,999 $4,300
15 $63,999 $59,999 $9,300

/HX

CA/3U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HX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150 // $300 星期六有航
班 CA/3U
/HX/R

泊
尼泊爾 加德滿都(杜巴廣場-活女神廟) 那加閣(喜瑪拉雅山脈欣賞日出、巴克塔布) 巴騰古都 撲卡拉(莎林寇欣賞日
爾 不 A141 NXN-15-D10 中尼公路
出、翡華湖)
哲雲(國家森林公園) 西藏(前後藏) 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珠峰大本營EBC) 拉薩(布達拉宮) 峻巴村(神秘的雅魯藏
丹
布江漁村-牛皮船) 浪卡子(羊卓雍湖)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三飛直航團
現代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西藏(2018年4月15日至6月份價目表 [ A] 》

15 $49,999 $44,999 $7,800

生效日期 19-MAR-2018

/HX/R
A
$150 // $300 星期六有航
班

有效期至29APR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