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翔舟尋根之旅 
 

西藏秘境阿里神山轉山 16 天 

本行程 2019.05.01 起系列團適用 

 

 

跨越西藏最西，阿里不再遙遠！ 
本行程深入阿里南線(全程道路暢通，避開阿里北線的艱澀難行)景緻遼闊無邊、美不勝

收！ 

                 ~逢周六出發~請提前 50 天前預約報名~ 

※行程特色※ 
★2019 年的阿里南線精華路段已經暢通無阻，前往阿里不再是個遙遠的夢，過程雖辛勞跋涉，但最後

抵達神山聖湖與古格札達，那份挑戰成功的喜樂感染力，必能超越沿途奔波的所有艱苦!! 

★阿里地處西藏的西部，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距拉薩 1655 公里。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或“西藏的西藏”

的稱謂，這裏地形獨特。湖泊眾多，人煙稀少，有眾多美麗絕倫的的雪山，險峻多姿，氣勢磅礴；有著數不清

的湖泊和走不到盡頭的寬闊草原，各種高原珍奇動物和名貴的植物讓您博覽世界而不知疲倦。★阿里旅行，您

可以拋棄時間、忘卻煩惱，眼前呈現的盡是美麗草原與滿山奔馳的野生動物，隱藏在雪山大湖的背後是一處處

神秘多姿的豐富景緻，在這裡你只要放慢腳步拿者相機，盡情與大自然共舞七彩斑斕!! 



★前進號稱世界的中心點轉山三天：神山【岡仁波齊峰】是岡底斯山脈的主峰，其名字在藏語中為“雪

山之寶”。 是印度教、藏傳佛教、西藏苯教、印度耆那教徒心目中最神聖無比的地方，對西藏而言，

更屬『神山』之最，因為岡仁波奇神山山型獨特，白雪皚皚，峰頂終年積雪，威凜萬峰之上，極具視覺和

心靈的震撼力。  藏族人堅信：若一生之中能親見神山一面，尤其馬年轉山必能滌盡今生的罪孽，增添無窮的功

德。 

★親臨阿里最潔淨神聖的聖湖【瑪旁雍錯】意為【永恆不敗的碧玉湖】海拔 4588 米，被稱為“聖湖”

之王。 

雖是西藏第二大聖湖，但卻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也是亞洲四大河流的源頭（印度河、恆河、薩

特 

累紀河、雅魯藏布江）聖湖飄緲粼粼，波光瀲灩，美景天成，百鳥漫天飛越與大自然共舞共存，景緻世

間絕無僅有! 若您見證過納木錯與羊卓雍錯絢麗的美景，您更加不能錯過瑪旁雍錯~~~  

★參觀舉世聞名的【古格王朝遺址】始建於 10 世紀，於 17 世紀王朝瓦解後消失，其統治範圍最盛時遍

及阿里全境。王國遺址被廣大的土林所環抱，古老城堡的斷壁殘垣與猙獰的土林渾然一體，使人難以分

辨究竟何為城堡、何為土林。每當朝霞初起或夜幕降臨之時，古格遺址便會在土林的映襯下透射出一種

七彩絢爛的殘缺滄桑之美，無數的攝影家在此流連忘返，多少的考古家在此瘋狂迷戀……。 

★阿里最古老的寺廟，與古格王朝同時期所創建的【托林寺】，距今 900 年歷史，寺院緊臨象泉河，佛

塔林立，寺院佔地遼闊，殿宇巍峨樸實，寺內壁畫佛像精采絕倫，令人嘆為觀止!! 

★阿里南線沿途眾多野生動物群集：藏黃羊、藏野驢、藏野兔、藏野狐..漫天無數的飛鳥棲息湖濱，高

山草原植物豐富奇特多樣，深深吸引愛好攝影的探險家、旅行家、朝聖客前來此地瘋狂秒殺相機底片!! 

★以最短的天數與最輕鬆的方式旅遊阿里，安全有保障，旅遊富彈性。 

★採兩人以上即可出團方式，人數越多團費則更多優惠~~ 。十人以上，則派遣專業領隊全程跟隨!! 

★全程氧氣袋配備供應，車輛分為 4500 越野車、7 人商務休旅車、19 人、30 人、33 人座巴士，將根據

出 

團人數與不同需求來安排車種的調配，車輛大小與人數多寡均採彈性方向處理，旅遊阿里不再超高天

價!! 

★前往阿里住宿條件、用餐條件有限，用餐採機動性調整，非傳統八菜一湯，敬請多多體諒包涵!! 

★本行程需轉神山，住宿在神山寺廟或帳篷，轉神山一圈約 52 公里，需時三天時間。如不轉山行程將

改前往「普蘭」或留原地。轉山期間要騎乘馬匹（18年價格一個牽馬人+一匹馬三天費用 RMB2000元，背夫

RMB900元/3天）。 

★全程投保 500 萬旅遊平安責任保險＋40 萬意外醫療+20 萬突發疾病醫療+海外急難救助，並有隨車氧

氣供 

  應，讓你玩的開心、放心、順心。 

※14 歲以下及 70 歲以上僅能投保至 200 萬。 

※80 歲以上旅平險中”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 無法承保；請自行加保有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之險種。 

※大陸參團之客人(台灣人)無法承保旅平險，請自行加保有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之險種。 

※外國人(含大陸人)於大陸參團無法承保任何保險。 

※非台籍旅客全程參團，旅平險中”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 無法承保； 

  請自行加保有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之險種。 

★全程安排知識豐富之專業領隊與藏族專業嚮導精心服務，邀您安心共遊西藏浩瀚史詩。 

★建議小費：每日台幣 300 元 / 天（含所有全程司機導遊 領隊 高山旅遊服務費） 

★購物站：無。 

※贈送：敬獻哈達、藏香紀念品。 

阿里路途遙遠，受氣候影響，行程內容將根據實際狀況、路況，來調整前後住宿地點與旅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若您有時間考量與限制，可依據以下行程斟酌增減天數 ，如放棄札達行程，則為十四天行程※※ 
參考航班 :  

1.  FM802 G      TSAPVG KK17 1205 1340                  

2.  MU2335 B     PVGLXA KK17 0645 1440  

3.  MU2336       LXAPVG KK17 1330 2145  

4.  MU5007 G     PVGTPE KK17 1215 1400  



   

出發日期：2019 年 06 月 01 日（星期六） 

 

第 01天  第 01天 臺北松山機場 上海    FM802   1205/1340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上海』 ，抵達後前往酒店休息，養精蓄銳，為西藏聖行做完

整的準備。   

早餐：X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華美達安可飯店或同級 
 

 

第 02天  上海   拉薩  (早班機) MU2335  0645/1440        
早上搭機飛至雪域『西藏』，抵達拉薩貢嘎機場後先由當地導遊獻上藏族祝福的哈達，以示歡迎，

西藏自治區位於青藏高原的主體，平均海拔 4000 多米，氣溫冷，氣壓低，空氣稀薄，日照長，有世界

第三極之稱。 

今日不作任何行程安排，請做充分休息，以便適應高原氣候。若休息充足，請自行採買前往阿里的民生

用品。                                          

早餐：飯店早餐(餐盒)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野山菌 RMB60/人 

住宿：準☆☆☆☆☆雅汀舍麗花園大酒店或雪龍庄園或同級 
 

第 03天  拉薩拉薩河謝竹林寺雅魯藏布江日喀則      『280公里』 

 海拔：3,600—3,800M   難度：★★   氣溫：18－28°C 

路況：單程 280KM,全程柏油路、山路多彎急。 
前往【謝竹林寺】，拉薩河畔的一座鮮為人知的小寺院，藏有一尊女肉身像，這尊吉祥天母，如傳說所

言，她下過水，卻從未下過葬，千年以來，她一直被世世代代的藏民，供奉在謝竹林這所無比淒美的小

寺中，在主殿右側單獨的一間佛殿那華麗的神龕裡，她安靜地坐著，一坐便是上千年。她是吉祥天母的

真實化身，十二歲圓寂（約一千年前），圓寂後身體自然收縮，呈度母坐姿，從沒經過任何防腐處理，

現在頭髮依然在生長。…無論如何，今天她還安穩地坐在拉薩河邊的山巔……隨後前往後藏第一大城『日

喀則』。※今日在此等後入阿里的最後批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吾兒朵藏餐 RMB60/人 

住宿：萬潤國際大飯店 (四星級)或同級 

 

第 04天  日喀則朗錯湖薩嘎    『全程約 420公里』 

        海拔：3,800—5,200M   難度：★★   氣溫14－28°C 

         路況：360KM,全程柏油路。車程約 

經過拉孜城後，進入阿里的入口，山勢層層疊疊往上盤旋，景觀越來越壯闊，途經【朗錯湖】，這是由

後藏進入阿里地區所遇到的第一座湖泊，遊畢沿途欣賞世界最高 8000 米以上群峰風光，走進薩嘎廣闊

的無人區，經過風光秀麗的風光，它宛如一顆顆璀璨的明珠，讓你揮之不去，顧盼流連。薩嘎縣位於西

藏自治區西南部，日喀則地區的西北部，屬全區邊境縣之一，全縣邊境線長 105 公里，為日喀則地區西

部三縣（仲巴、薩嘎、吉隆）之中心，東與昂仁縣、聶拉木縣接壤，南與吉隆縣、尼泊爾王國為鄰，西

與仲巴縣，北與阿里地區的措勤縣相接。地處喜馬拉雅山北麓，岡底斯山脈以南的西南邊緣，雅魯藏布

江上游。境內“219”國道橫貫全縣東西，也是拉薩通往阿里的交通要道，沿路欣賞桑桑、自然風光。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6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西部驛站或薩嘎賓館或同級 
 

第 05天  薩嘎仲巴帕羊瑪旁雍錯拉昂錯塔欽    『全程約 600公里』 
      海拔：4500M   難度：★★★★  氣溫 5－18°C 
      路況：600KM,全程柏油路。   車程約 12HR 



※沿途自然風光、聖湖瑪旁雍錯、鬼湖拉昂錯、遠眺神山 

【帕羊草原】帕羊是仲巴縣的一個小鎮，極具西部風味，在此可欣賞到藏族居民具有特色的服飾和牛羊

悠游於青青草原和皚皚雪山之間，一派如詩如畫的田園牧歌式風光。浩翰、寧靜、清澈的瑪旁雍錯是世

界上多個宗教認定的聖湖，也是亞洲乃至整個世界最負盛名的湖泊之一。在諸多古經書中，它都被稱為

“聖湖”之王。聖湖則是坐落在岡仁波齊東南的【瑪旁雍錯】，海拔 4588 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

湖之一，面積 400 多平方千米。早期的苯教徒稱它為“瑪垂錯”，傳說湖底聚集了眾多的珍寶。又名

LakeManasarovar（神的意志產生的湖）。瑪旁雍錯得名於 11 世紀在此湖畔進行的一場宗教大戰，它在

藏語中意為“不可戰勝的湖泊”。藏傳佛教噶舉派與苯教的爭鬥逐漸獲勝後，便把已經沿用了很多世紀的

“瑪垂錯”改名為“瑪旁雍錯”，即“永遠不敗之碧玉湖”。沿湖而建的佛寺甚多，現存８座。【拉昂錯】海

拔 4573 米，面積 268 平方公里。人稱鬼湖，與聖湖瑪旁雍錯一堤之隔，兩湖之間的地帶是進出普蘭縣的

必經之路。鬼湖周邊只有一些紅色的低矮草叢，沒有人煙，所以顯得空曠寂寞，天氣多變，較聖湖多風。

亂石灘像一條白亮亮的銀帶，鑲在湖邊。湖裡還有一個小島，呈暗紅色。  神山岡底斯山主峰【岡仁波

齊】，海拔 6638 米，梵語稱之為“濕婆（印度一種神的名字）的天堂”，藏語意為“神靈之山”，岡仁波齊

峰的腰部是較大的淡紅色平臺，平臺邊緣被冰雪侵蝕，風化嚴重，呈犬牙狀，平臺上有一圈凹進去的溝

槽。岡仁波齊峰經常被白雲繚繞，很難目睹其真容，峰頂終年積雪，威凜萬峰之上，極具視覺和心靈震

撼力。岡仁波齊峰被稱為神山，可見其地位是世界性的，苯教便發源於此，每年來自印度、尼泊爾、不

丹以及我國各大藏區的朝聖隊伍們絡繹不絕，更體現出此峰的神聖意味。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6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喜馬拉雅岡仁波齊酒店或遠方的家或同級 
 

第 06天  塔欽扎達【扎達土林、古格王朝遺址、托林寺】 
前往【古格王朝遺址】整個遺址建在一小土山上，建築分上、中、下三層，依次為王宮、寺廟和民居。

紅廟、白廟及輪回廟中的雕刻造像及壁畫不乏精品。圍繞古格都城周圍的重要遺址還有東嘎、達巴、皮

央、香孜等，都有大量文物遺存。 歷史  古格王朝的前身可以上溯到象雄國，王朝的建立大概從９世紀

開始，在統一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瓦解後建立的，到 17 世紀結束，前後世襲了 16 個國王。它是吐蕃王

室後裔在吐蕃西部阿裡地方建立的地方政權，其統治範圍最盛時遍及阿裡全境。它不僅是吐蕃世系的延

續，而且使佛教在吐蕃瓦解後重新找到立足點，並由此逐漸達到全盛。因此古格王朝在西藏歷史上具有

重要意義。【托林寺】位於阿里札達縣境內，象泉河旁邊，是 11 世紀初由古格王益西沃修建而成的。

由於古格王朝的大力興佛，托林寺便逐漸成為當時的佛教中心，其規模和形制都仿照前藏的桑耶寺所

建。幾百多年以來，托林寺雖然歷經各種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但至今仍是殿宇林立，佛塔高聳。看托林

寺內的壁畫，有一種狂放之美，無論是線條還是色彩，都使人感到一種震懾。男人的雄偉，女人的撫媚，

盡其手法誇張。參觀托林寺的三寶：一是麋鹿角，有說是阿底峽從印度帶來的，也有說是當年佛祖講經

地的一隻麋鹿角；二是象牙質的五佛冠，據說是托林寺第一任活佛戴用而留傳後世，每任托林寺活佛在

佛事活動中都戴此冠；三是一塊黑色的大卵石，上面凹進一個清晰的腳印，深入石內寸許，掌紋很清楚，

據說這是阿底峽留下的腳印。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6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土林城堡酒店或同級 
 

第 07天  扎達塔欽 
到達塔欽後休整准備次日轉山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6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喜馬拉雅岡仁波齊酒店或遠方的家或同級 
 

第 08天  神山轉山第一天(22公里徒步約 7小時) 

【35人座旅遊BUS抵達塔欽換步行+租用高山犛牛駝物資和行李】塔欽大金曲古寺哲熱普

寺（崗仁波齊北側）『当日海拔上升500米』【經幡廣場、雙腿佛塔、轉山進入口、哲熱普寺】

海拔：4675~5210M左右   難度：★★★★『適應岡底斯山步行轉神山』 氣溫： 

路況：22KM,道路崎嶇，需步行約15KM，路況很差車輛及馬匹無法通過。 
今日早點出發前往回神山的山腳下塔爾欽。早餐後準備朝聖神山。 



從 A 點：出塔欽（海拔４６７５米）西行不遠，沿山道走３公里（約２小時）可到達神山入口的【大金經幡廣

場】。轉經者首先要在這裏轉３圈，敬獻哈達。廣場西側有瑪尼堆和佛塔，北側的山崖上是一個著名的天臺。朝

拜完大金，由經幡廣場西側沿小河逆行向北，就看到兩山挾持，即【兩腿佛塔】，→ B 點登山口：這是進入神

山必過的關門。從這裏再向前行約３公里（１小時），可以看到左邊山崖上的【曲谷寺】（噶舉派）(海拔 4,860

公尺)。寺院建於１３世紀，主供一尊無量光佛，傳說此佛曾多次開口說話。寺院下方據說有【蓮花生大師的修

行洞】。從曲谷寺出發行１５公里（４小時），就到了神山背後的→ C 點：【哲熱普寺】（海拔５２１０米，住

宿）（約 22 公里）；在曲谷寺與哲熱普寺之間，還有一處臨時搭建的帳房小店可提供食宿，仰望可見到３座

聳立的峭壁，被稱做長壽三峰。哲熱普寺是觀看神山背面的最佳位置，同樣是轉山香客們休息的地方。從這裏

看過去，神山前有三座小山，佛教徒認爲它們分別是文殊、觀音和金剛手，合稱密宗三怙主（日松貢布）。 

 
 岡仁波齊峰（Mount Kailash），是岡底斯山脈的主峰第二高峰，海拔 6721 公尺，位於西藏普蘭縣

境內，南臨神湖瑪旁雍錯和鬼湖拉昂錯。岡仁波齊在藏語中意為「神靈之山」，在梵文中意為「濕婆的

天堂」（濕婆為印度教主神）；被印度教、藏傳佛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以及古耆那教認定為世界的中

心。 

 岡仁波齊峰屹立在西藏阿里地區普蘭縣境內，綿延于中、印、尼三國邊境，素有“阿里之巔”的譽

稱。周圍遺留下的名勝古跡不勝枚舉，是宗教信徒心中的聖地。由岡仁波齊、納木那尼、瑪旁雍措和拉

昂措兩山兩湖組成的地帶，被藏族同胞稱為"神山聖湖" 

 岡仁波齊是世界公認的神山。岡仁波齊並非這一地區最高的山峰，但是只有它終年積雪的峰頂能夠

在陽光照耀下閃耀著奇異的光芒，奪人眼目。該峰四壁分佈極為鮮明對稱，形似圓冠金字塔（藏民稱像

"石磨的把手"），特殊的山形與周圍的山峰迥然不同，讓人不得不充滿宗教般的虔誠與驚歎。岡仁波齊

峰經常是白雲繚繞，當地人認為如果能看到峰頂是件很有福氣的事情。 

 幾個世紀以來，岡仁波齊峰一直是朝聖者和探險家心目中的神往之地，但是還沒有人能夠登上這座



神山，或者說還沒有人膽敢觸犯這座世界的中心。 

 而轉山的意思就是轉一圈岡仁波齊這座世界中心的聖山之意。轉山是來自不同地方的朝聖者最常採

用的方式，許多藏民都視轉岡仁波齊聖山為一生中的心願。據說轉 1 圈可以消除一生罪惡，轉夠 108 圈

保證立即升仙，完全洗脫你前生後世的罪孽。而釋迦牟尼誕生的馬年轉山一圈相當於其他年份轉山 13

圈。所以每逢藏曆馬年，轉山的朝聖者最多。 

（將視情況可自行決定是否租用牛馬、馬夫背負裝備行李，將視身體情況來定每日行走時數，必要時可

以換乘騎馬，轉山條件有限，不保證住宿特定寺廟或旅店，有可能入宿帳篷，請自備睡袋，保暖衣物） 

轉山期間要騎乘馬匹（18年價格一個牽馬人+一匹馬三天費用 RMB2000元，背夫 RMB900元/3天）。 

請當天衡量自己體力轉山後無法折返。如不轉山行程將改前往「普蘭」或原地休息。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速食麵/自熱米飯/罐頭 45 晚餐：速食麵/自熱米飯/罐頭 45 

住宿：楚祖寺寺廟招待所/帳篷/條件非常差（建議自己帶帳篷及睡袋） 

 

第09天   神山轉山第二天哲熱普寺卓瑪拉山口尊最普寺 

海拔：4760~5600M左右  難度：★★★★★★『最困難路段；加油！』氣溫： 

路況：土石路+艱困的冰漬石灘。行程是２２公里，約８小時。 
C點：哲熱普寺(海拔5,210米) → 天葬場 → D點 → 卓瑪拉山口瑪尼堆(海拔5,630米最高點） → E點 → 

F點：楚祖寺(海拔4,810米，住宿)；今天將前往卓瑪拉山口，翻越卓瑪拉山口也是我們這次『轉神山』中最消

耗體力且海拔最高約5600M最艱困的一段路程。如果能夠克服這段路程的話我們轉神山可說是成功一大半。 

從哲熱普寺出發後４公里就到達一個天場，名“絲彩”，傳說是從印度飛來的。天場邊有不少瑪尼堆，地上抛

著許多衣物，均是朝拜者隨身脫下的，據說這是象徵一次死亡，可以免受一次輪回之苦。從天場向前４公里，

一路上坡，直至抵達海拔將近5630米的【卓瑪拉山口】， 過了卓瑪拉山口，經過一段碎石小道下山。在山谷中

有一個綠色的湖，藏族人稱爲托吉措（意爲“慈悲湖”），而印度教徒則認爲是濕婆妻子女神帕瓦蒂沐浴的地方。

往前經過冰漬石灘，碩大的石塊十分難行。冰漬石灘過後便開始下坡，下到河谷中，河邊有帳蓬可供休息。帳

房旁有一巨石，即爲釋迦牟尼的一個腳印。繼續前行，河谷中是一片沼澤灘塗，很不好走。大約１０公里就到

達轉山路上最後的寺廟——【尊最普寺】海拔４７６０米。有傳說中的米拉日巴洞。可提供住宿。 

備註：清晨6點出發，一路上山，約五個小時過海拔5600米的卓瑪拉埡口，下埡口過亂石坡，大原甸， 抵達宗

澤貢巴。這是一天是考驗你體力和意力的一天。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速食麵/自熱米飯/罐頭 45 晚餐：速食麵/自熱米飯/罐頭 45 

住宿：尊祖寺寺廟招待所/條件非常差（建議自己帶帳篷及睡袋） 
 

第 10天 神山轉山第三天尊最普寺大金【江劄寺】塔欽   230公里 

海拔：4760~M左右  難度：★★★★★★『下坡路段快完成轉神山；加油！』氣溫： 

路況：土石路。行程是10公里，約5小時。 
F點：楚祖寺(海拔4,810公尺) → A點：塔欽(海拔4,675公尺)；返回轉山終點~~圓滿此次馬年轉山神聖使

命。 從尊最普寺往前走６公里，快出到出口收費站的時候，河谷變得陡峭，河水湍急，直至到出口。這裏，

就可以看到空曠的荒原和遠處的瑪旁雍錯和拉昂措，以及湖泊後的納木那尼雪山了。再折向西，約行３公里就

回到塔欽了。途中經過“塔瓊”（小經幡）瑪尼堆。 

之後前往神山出口處半山腰的【江劄寺】參觀，江紮寺是岡仁波齊神山的守護神，據說蓮花生大師、米拉日巴、

阿底俠大師都親自到訪在此修行過的寺廟，許多轉完神山的人都來此許願、還願，所以要是來此寺廟繞上一圈，

也等於是轉了神山一圈，尤其是在此寺點光明燈(酥油燈)，更是許多來此轉神山者的心願；隨後搭車前往劄達，

離開塔爾欽之後，經過巴噶大約到達門士鄉之後，就必須行走於盤旋的山路。在到達紮達之前，首先映入眼簾

的是土林地貌，這也給紮達帶來更神秘的色彩，相信您目睹3D立體土林時，其橫向疊合層次分明，縱向被雨水

自然蝕刻均勻深入，因此形成一自然的佛教聖地。 

早餐：酒店用 中餐：速食麵/自熱米飯/罐頭 45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喜馬拉雅岡仁波齊酒店或遠方的家或同級 
 

第 11天  塔欽帕羊仲巴薩嘎   『全程約 600公里』 



海拔：4,200M左右   難度：★★★★ 氣溫：7－22°C   

路況：500KM,大部份為沙石路面，路況較差。車程約12HR 
今天區前往薩嘎，延途若幸運可以觀看青藏高原上的特殊野生物種藏野驢、藏原羚等。【薩嘎】藏語意為「可愛

的地方」，位於喜馬拉雅山與岡底斯山，兩大山脈間，日喀則地區西部三縣仲巴、薩嘎、吉隆的中心，是新藏公

路上的交通樞紐之一，東邊聯後藏首府─日喀則、北邊通往西藏神秘的阿里地區、南邊可接往中尼公路，直通

漢藏尼印四族交流重鎮、中尼邊界─樟木。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6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西部驛站或薩嘎賓館或同級 
 

第 12天  薩嘎拉孜 加措拉啞口協格爾（新定日） 潘拉啞口展望點 絨布寺珠峰

大本營 

※佩估錯、遠眺希夏邦馬峰、絨布寺、珠峰日落 

【佩枯错】（藏文：པད་ཁུད་མཚོ，威利：pad khud mtsho）

也作佩估错、泊古错、拉错新错，位于中国西藏自

治区南部吉隆县境内，地处希夏邦马峰以北 60公

里，雅鲁藏布江以南 40公里处，海拔 4580米，面

积 284.4平方公里，为日喀则地区最大的湖泊。 

【遠眺希夏邦馬峰】（藏語「希夏邦馬」，意為「氣

候嚴酷」，舊稱「高僧贊峰」）位於西藏自治區日喀

則市聶拉木縣境內，海拔 8,027公尺，是世界上 14

座 8,000公尺級高峰中的最低一位，也是唯一的一

座完全在中國境內的 8,000公尺級山峰。座落在喜

馬拉雅山脈中段，位於主脊線偏北 10公里、呈東南西北走向的枯崗日山脈的東南部，地處東經 85.7°，北緯 28.3

°。西距珠穆朗瑪峰 120公里。 

【加措拉啞口】由日喀則至拉孜的路程，多半會在眼前這座海拔 4500 米的「措拉山」停留，這是兩地之間的至

高點。往來人車常是忍不住停下腳步，在啞口的旗陣旁駐足片刻，眺望遠方。若沒有這五彩繽紛的經幡旗陣，

措拉山周遭數十公里的景色，將會是一成不變的單調。由黃、藍、紅、綠、白等五種顏色組成的經幡，分別代

表地、水、火、風、空的函義，同時上面印滿了經文。以繩索將其依續串連，由中心點的支架往四周拉伸，再

固定在地面或岩壁上，形成像帳篷似的五彩旗陣。每當山風吹襲，整座旗陣發出如萬馬般的嘯聲，似乎直達天

際。 

遊畢乘車途徑拉孜前往新定日縣城－協格爾。在將到協格爾時，即可遠眺【珠穆朗瑪峰】的雄姿。沿途你將翻

越海拔5220米的嘉措拉雪山（從日喀則到協格爾全程都是沙石路不太好走）拉孜，藏語為“光明最先照耀的金

色峰頂”，是藏刀的原產地可以買到最好的藏刀。稍做停留後趕往定日，在此你可以買到一些藏族孩子撿來的

海生物化石標本。 

之後前往參觀【絨布寺】稱不上世界上最老的寺廟，但卻是海拔最高的！寺廟始建於1902年，建造者為當地的

一位著名喇嘛，最多時曾有500名僧侶，在1983年又經歷了大規模的改建，寺廟中的壁畫頗值得觀賞。在這裡可

以留宿，但設施比較簡陋，還有小商店和飯店，如果在戶外搭帳篷也不失為一種不錯的選擇。這裡最吸引人的

就要數附近的喜馬拉雅山了。登山專家認為這裡是遠眺此山的最佳地點。從這裡出發經過峽谷、懸崖與怪石到

喜馬拉雅山山底步行需2小時，坐車只要15分鐘。要看喜馬拉雅山最好是一大清早，這時候景色最迷人。 之後

前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珠峰自然保護區】，在這裡您可以面對面一睹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雄姿，可徒

步(或座馬車)前往珠峰大本營，漫步珠峰腳下，感受大自然的壯麗，有幸還可以看到有如生命之火般飄蕩的珠

峰旗雲。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6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絨布寺招待所或同級 
 

第 13天  珠峰觀景台賓館（轉乘指定車輛）珠穆朗瑪峰（聖母峰）北面基地營絨布

寺 協格爾（新定日）加措拉啞口日喀則 
如身體狀況良好，早上可出發，乘坐環保馬車前往8公里外的珠穆朗瑪峰登山一號大本營，觀賞喜瑪拉雅山系的

珠穆朗瑪峰，能夠攀上珠穆朗瑪峰的人極少，最多人的最大願望就是看一眼珠穆朗瑪峰。游畢後返回日喀則。



※※所謂的「珠峰」，就是珠穆朗瑪峰，就是就是我們小時候課本中常見的「聖母峰」。「珠穆朗瑪峰」，是

藏語「大地之母」，其實也和後來翻譯的「聖母峰」滿接近的，而當初英國人取的名字則是 Everest。不過都是

我們所知的世界最高峰。 

而一般登山者要上珠峰有兩個入口，分別是從南端

的尼泊爾，以及北邊的西藏進入。所以這兩個地方

也都有所謂的 BC (Base Camp，基地營)，而且這兩

個基地營都非常的受到觀光客的喜愛，想必是要登

上珠峰太遙不可及，只能到基地營過過乾癮。而這

兩個基地營又以西藏的 BC 比較容易，基本上只要

克服高原反應，那麼搭車就可以到了。反而是尼泊

爾的 EBC (Everest Base Camp) 要自己一步一腳印的走進去，一般來說，去 EBC 大概都要十天以上的行程，而

且這還是一切順利的狀況。 

其實從西藏的新定日上珠峰基地營，還有一個一定要拜訪的景點，也就是絨布寺，這也許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寺

廟了吧。而且雖然絨布寺地處偏遠，整個寺廟不像拉薩的寺廟那麼壯觀氣派，但是其中的純樸也跟我們前幾天

到訪的寺廟有相當的不同。 

如果你到了西藏，又可以容忍高原反應帶來的不適。那麼其實真的沒有道理不走一趟珠峰基地營，除了壯闊的

大山風光，質樸的小廟，還可以入住藏人的犛牛帳棚中，體驗在地的藏人生活。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萬潤國際大飯店 (四星級)或同級 
 

第 14天日喀則卡若拉冰川羊卓雍錯拉薩 

※遠眺宗山城堡、卡諾拉冰川、羊湖 
早餐後前往跨越 4330 米的斯米拉山口後就來到【卡若拉冰川】的冰舌下，觀看冰川的地方海拔約有 5400 米，

山口南面 6647 米的卡魯峰是年楚河和羊卓雍湖兩大水系的分水嶺，此峰周圍冰川地貌突出。【羊卓雍湖】來到

碧海青天、絢麗多姿的羊卓雍錯，藏語意“天鵝池”，是西藏四大聖湖之一。海拔 4441 公尺是西藏最大的淡



水湖。湖內分佈著十幾個小島，湖濱水草豐茂，是西藏著名的牧場之一。羊卓雍湖還是西藏最大的水鳥棲息

地，每到夏季，無數天鵝、沙鷗等水鳥常在湖面嬉戲。湖水碧藍清澈，湖光山色，景色如畫，藏人形容她「天

上的仙境，人間的羊卓」。途中經過曲水縣雅魯藏布江觀景台稍事休息留影。之後繼續前往，抵達西藏文明發

祥地，歷代吐蕃王朝在遷都拉薩之前即建都於此的「澤當」，史蹟斑斑，值得深入探訪。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人 

住宿：準☆☆☆☆☆雅汀舍麗花園大酒店或雪龍庄園或同級 
 

第 15天 拉薩拉薩貢噶機場上海(經停西安) MU2336  LXASHA 1330 2145  

（今日將根據航班來決定旅遊點~若航班為下午飛離，則西藏段旅遊點增加千佛崖，西藏博物館）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路餐 晚餐：中式餐 

住宿：富豪金豐酒店 或同级 

 

第 16天 上海(或重慶或西安)  桃園或台北松山 早班機 MU5007 PVGTPE 1215 1400 
早餐後前往市區觀光後 搭機回台；結束此趟神秘瑰麗的西藏阿里探索之旅。您將擁有一輩子的回憶

與永恆的懷念!!  豐富多采的阿里之行絕對令您值回票價!!。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X (或 機上套餐)視當團航班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大陸地區因飛機、火車班次時刻經常誤點或取消；故以上行程或餐食若有變更，將有所調整。若遇不可抗拒

之情況，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16 人成團，行程報價包括下列費用    
售價: 出 團 日 期                      共計 16 日 

   訂金 30000   
   刷卡需加 2%   

    06/01~ 06/16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  、司機導遊領隊小費）+（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 + 100 萬旅平險+10 萬突發疾病+旅遊不便險）+（兩地機場稅、燃油稅、安檢費）+ 領隊、當地

導遊＆司機小費。                                                                

 

報價不含: (個人消費、 床頭小費、行李小費、機場接送機、供養金) 

【特別加贈】：本公司為提升旅遊團員之保障權益，除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500 萬意外險+20 萬意

外醫療費用，另額外再加保:旅遊平安險 100 萬+10 萬意外醫療費用+20 萬海外突發疾病醫療+海外緊急救援服務，讓

您玩的開心又放心！  依照保險公司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只能投保 200 萬意外險+3 萬的意外醫療險。 

 

【購物站】：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特別贈送】：1.拉薩迎賓哈達 2.免費提供礦泉水每人每天 1 瓶。 

 

￥後藏轉神山團注意事項 

  ★65 歲以上請勿報名(含 65 歲) 

★入藏證所需資料：（工作天：30天） 

已加簽之台胞證正本(或清楚的台胞證印本+加簽頁影本)！（工作天：14天） 

65 歲以下-60歲以上參團，前往後藏旅遊，需填寫入藏切結書。 

持外國護照的客人，需另行辦理入藏證，且嚴格規定同國籍參團人數需達 5人以上才可申辦。 



  且此規定會不定期修改，請隨時注意。 

★阿里路況氣候特殊多變，行程與各地住宿均會不定時的機動調整修改，出發前敬請做好心理準備，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此行程為高原高海拔地區，拉薩為 3600 公尺，日喀則 3800 公尺，拉孜 4300 公尺，神山聖湖 4500 公尺，札

達 3700 公尺，江孜 4300 公尺，仲巴、薩嘎均為 4400 公尺；屬特殊行程，若有體力不好、行動不便、高血

壓、心臟疾病、糖尿病、氣喘病者，請斟酌自身情形審慎參加。 

★此行程所到之地區，因為海拔高容易引起高山反應現象，務請團友多準備個人所需的預防藥，及出發 

前休息充足以適應高原地區氣候變化。                                  

★西藏阿里 5~6 月 8~15 度 7~8 月 10~18 度 9~10 月 8~16 度（早晚溫差大，最高溫 20℃；最低溫 6℃）請攜

帶禦寒衣物與毛衣、圍巾。     

★請攜帶手電筒、乾糧及睡袋（視個人需要）。                                      

★阿里日照強烈，氣候乾燥，請務必做好保濕與防曬。 

★阿里有些城市太陽要到晚上九點多才下山，請自備太陽眼鏡、遮陽帽及防曬油用品以免曬傷。 

★阿里住宿多半以招待所為主，部分地方廁所、浴室為共用,需做好心理方面的調適。 

★因大陸飛機、火車時刻常誤點或取消，此資料僅供參考，確定安排由當地旅行社做最後確定 

★行程內容將因班機狀況而調整行程順序，內容不變。 

★飯店如有變更以同級為主                                                           

★前往阿里建議：1、不要快步行走或奔跑，儘量減少體力活動，多休息；2、不要喝酒，等身體適應了再酌量喝。3、

就算沒有胃口也要堅持進食，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4、喝些酥油茶，對緩解高原反應有一定作用。5、注意保暖，避免

受涼感冒，身體適應高原後再洗熱水澡。6、可以服用一些緩解高原反應的藥品，如紅景天(來之前服用)、高原安(達到西

藏身體不適的時候服用)、百服甯(控制高原反應起的頭痛)、維生素C等。 

★在阿里地區旅行，建議不需天天沐浴，因為氣候乾燥異常，沐浴容易造成皮膚乾裂缺油脂，故建議 3~4 天沐浴

一次，其他以簡單梳洗為主，上廁所也是一大考驗，白天旅行盡量利用大自然來掩護遮蔽，在某些偏遠城市，旅

館的衛浴設備不太先進，有可能會產生共用衞廁的情況!!  

 

2018/08/30 製表 

岡底斯山：轉神山小品 
神山－岡仁波齊為岡底斯山脈之主峰，海拔 6656公尺，從文化角度來看，它是精神之山也是文化之山；岡仁波

齊歷經數千年來，青康藏高原與南亞次大陸的文化，不斷累積而成一特有的文化。數以億計的教徒虔信它為世

界的中心，因此迄今孕育四種宗教：印度教、耆那教、苯教和佛教。也因此岡仁波齊是這四種宗教的萬神殿，

而岡仁波齊山對藏民而言，在諸多『神山』中尤為神聖，它的海拔高度雖然不是最高的，但覆蓋山頭的冰雪，

加上虔誠的教徒信仰者的各種禁忌與傳說，使它披上一層神秘面紗。  
 

因為這裏徒步的海拔很高，最低點也有 4500 米的海拔了。徒步轉山一圈，其距離為 50 公裏，這也是常人所說

的外線轉山，也是以岡底斯山為核心的大環山線路。一般徒步需 3 天時間，虔誠的藏人多以磕長頭為方式，強

壯的徒步者適應高原，也可一天走完。雖然距離不長，但海拔高，每年因高原病死于徒步路上的中外旅行者和

信徒都有好幾個。該山屬相為藏歷馬年，因佛祖釋迦牟尼的生肖屬馬，因此，馬年轉山一圈相當于其他年份轉

山 13 圈，且最為靈驗和積長功德。每年 5~10 月大雪沒有封山時，這裏有大量來自藏區、印度、尼泊爾、不丹

的信徒前來朝聖，也有全球各地的徒步者在轉山。 

 

  每年的 4 月 15 日為佛祖釋迦牟尼降生、成道、涅槃之日，馬年為佛祖屬相，因此 4 月 15 日神山入口將

舉辦瑪尼旗更換儀式。藏傳佛教認為此日轉山功德高過平日，這一天也將格外熱鬧。 

 在馬年的四月十五日這一天，轉山者更是絡繹不絕。2014 年為馬年、2015 年為羊年，這將是兩座神山的有意

思的兩年。 

  藏傳佛教認為此山是勝樂金剛的住所，苯教源於該山，印度教信仰則認為該山為濕婆的居所及世界中心； 

耆那教認為該山是其祖師瑞斯哈巴那剎得道之處。因為信仰崇拜和文化尊重以及法律條例，梅裏雪山及岡仁波



齊都不被允許攀登。幾個世紀以來，岡仁波齊峰一直是朝聖者和探險家心目中的神往之地，但是還沒有人能夠

登上這座神山，或者說還沒有人膽敢觸犯這座世界的中心。 

 

  因此，岡仁波齊的轉山，無論是對於不同宗教的信徒，還是無神論的徒步旅行者，都意味著一種生命的深

刻體驗、一個文化的獨特歷程、一個精神的洗禮。山無語，神無處不在，每個人都是一個佛，每個人的人生都

是一場修煉和修行，而岡仁波齊的轉山則是一個修行的探索。 

 

轉山線路為：第一天從塔欽出發，進入拉曲峽穀穿越到雙腿佛塔，之後到達經幡廣場，再為色弄寺、曲登拉約、

哲惹布寺，16 公里左右，約 6 小時。第二天，哲惹布寺到“死亡之地”到“檢驗石”、卓瑪拉山口、托吉錯

（慈悲湖）、L ham Chukhir、補給站、瑪尼堆群、仁珠屯寺，25 公里左右，需 10 個小時。其中要翻越三個

埡口，最高的 Dolma La 山口其海拔高達 5630 米。自後的高原石灘路，約為 13 公里左右約 5 小時，再回到塔

欽。 

 
走一趟具有深度且優質之旅，找回不同的人生觀，改變您的一生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真誠的服務！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交觀﹙甲﹚字第7167號       旅品字No:北1755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77號2樓之1   客服專線：  (02)2545-3148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99號1樓  客服專線：  (07) 974-4210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BLOG：http://blog.yam.com/hctravel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榮獲品保協會『2013金質旅遊行程-西藏13天』『2012金質旅遊行程-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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