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瑪拉雅山仙境、不丹快樂王國全覽饗宴 9 日 
『行程特色』   

一次走訪喜瑪拉雅山麓兩個神秘古國~尼泊爾、不丹，暢遊古都皇宮、寺廟、著名宗堡、雪山勝

景 ..等，來一場豐富的心靈饗宴。讓您無遺珠之憾。  

◇【尼泊爾 The Kingdom of Nepal】亞洲古國之一。西元前 6 世紀，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出生於今日的

藍毗尼古迦毗羅衛國境內。喜瑪拉雅山脈為尼泊爾和中國的天然國界，因此包括珠穆朗瑪峰（尼泊爾稱

的薩加瑪塔峰，又稱聖母峰）在內，世界 10 大高峰中有 8 個在尼泊爾境內；除了連綿的雪山、重山峻嶺、

溪壑谷地、冰河…外，尼泊爾更有眾多聞名於世的精緻寺廟工藝，在在讓人踏入古都便能體會所謂滿天神

佛、〝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神比人多、廟宇比房屋多〞的亙古懷舊之意境。 

◇【不丹】雷龍之國，世界上最後的香格里拉。這裡是世界上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所以被喻為快樂王國。

這個喜馬拉雅的山中王國，在没有外來因素干擾下，百年來塑造自己獨特的文化、語言、生活方式和信

仰。這裡除了可以看到大自然美景的山谷河流和梯田、原始峰林外，滲透生活的宗堡建築、經幡、轉經

筒、舍利塔和寺廟更是不丹人文歷史的重點。全國有 73%的領土是被綠色森林所覆蓋著。在這裡可呼吸

到最純淨的空氣，可接觸到獨特的文化、人文景觀。不丹，屹立於現代的人間最後淨土，將徹底淨化您

的身心。 

 

『特別安排』 

◇最佳的航空安排--全程搭乘港龍航空由香港飛尼泊爾首府－加德滿都，飛行時間最順暢的旅遊。 

◇安排二趟山中之國飛行，由加德滿都飛往巴羅，有機會於空中一覽喜瑪拉雅山脈河谷風光。 

◇安排體驗道地尼泊爾風味餐，並欣賞民族舞蹈表演。 

◇提供旅客每日礦泉水一瓶。 

 

『行程特色』 

1.【亭布動物園】觀看羊頭牛身的不丹國獸─塔金  

2. 健行上世界十大超級寺廟之一，亦是不丹人的閉關聖地【虎穴寺】 

3.【圖切宗】不丹最古老的宗，一窺“宗”古老原始面貌，亦是觀看珠穆拉裡雪峰的最佳地點。 

4.【克楚寺】松贊干布所建的 108 座寺廟之一，不丹最古老的寺廟 

5. 參觀建於 1637 年不丹古都~人間仙境普納卡【普那卡】、【百羅宗木橋】參觀電影“小活佛”的第一 

景 

6.【杜克耶堡】勝利之宗遺址，可觀賞海拔 7239 米的不丹聖山~珠穆拉裡女神峰  

7.【帕羅宗】坐落於險峻的山崖上，坐擁猶如天使光環般的雪白聖山腳下的帕羅峽谷的迷人景致 

8.【寧波宗】中央塔 Utsz 精緻的木工藝術堪稱不丹最美的景緻之一   

9.【普那卡宗】是宗教領袖的夏季行宮，亦是現今第五世國王在 2011 舉行大婚之所在  

 

行程特色：★入內參觀(含門票)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遠觀) 

第一天  高雄／香港／加德滿都 (尼泊爾) KATHMANDU  
KHH/HKG KA 437 1505/1635 --- HKG/KTM KA 192 1820/2220【參考航班】 

今日齊集於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轉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抵達後，

接往飯店休息。 

早餐： X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HYATT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加德滿都／巴羅 PARO (不丹) ─「車程約 1 小時」亭布 THIMPHU (海拔 2230        
        公尺)  KB401  KTM/PBH  0910/1045 
清晨搭機飛往不丹王國的門戶─巴羅。由加德滿都飛往巴羅途中，不管是從加德滿都沿喜瑪喇雅山  

的飛行或沿著河谷飛行，如遇天氣晴朗會有機會於空中飽覽喜馬拉雅山東部白雪覆頂的主峰群  

及迷人的河谷風光，在在都能觸動您的心靈，讓您深刻沉醉於這個神秘的山中王國。 

抵達後，驅車前往不丹的首都─亭布。沿著巴羅谷地前往不丹首都，一  

路上可盡覽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優美鄉村景緻。  

【不丹王國】被世人譽為“最後的香格里拉“，位於中國的西南邊陲、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南坡。不丹在

梵語中意思“西藏的邊陲高地”，所以這裡的生活民情與建築，似乎有西藏的味道，也與藏傳佛教離不

開。千百年來，由於巍峨的群山隔斷了與外界的交往，使不丹淳樸的民風和生活習慣得以保存。  

▲【巴羅】不丹第二大城市，人稱高原上的雷龍之鄉，是不丹王國的西疆大 

域，也是不丹唯一的機場所在地，人口約有 6.000 人。 

▲【亭布 (Thimphu)】是一個沒有紅綠燈的首都，為宗教領袖的駐地，寺廟內部建築瑰麗，

到處都是含有佛教意義的浮雕、壁畫。在在讓您感染濃厚的宗教氣息。  

★【杜克耶堡 Drugyel Dzong】距離巴羅約 14 公里，本義為“勝利之宗”遺址，它是由夏巴尊

王(Shabdrung Ngawang Namgyel 1594~1615)為了紀念不丹戰勝西藏入侵者及不丹統一而建

立的。若天氣晴朗的時候，此地更是觀賞海拔 7239 米的珠穆拉裡女神峰(Mount Chomolhair，

不丹人民尊稱為聖山)的最佳位置。  

接著參觀●Drupthob Nunnery 廟，及●不丹廣播電台發射塔 BBS Tower。  

★【亭布動物園  (Thimphu Takin Zoo)】觀看園內有不丹最具代表性的羊頭牛身~不丹國獸塔

金 TAKIN；羚牛 Takin 的頭似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驢，整體觀之卻什麼也不像，故

俗稱「四不像」；牠分佈於 1000 公尺～ 4500 公尺高的喜馬拉雅山東麓，屬一級保育類動

物。  

★【嗆姆(Cham】－由喇嘛擔綱的面具舞，不丹人稱之為「嗆姆」 (Cham)，俗稱跳神藏語即為

「跳」之意。主旨是彰顯蓮花生大士的生平事蹟和佛陀的教誨，並藉此傳達難以言說的義理。  

旅遊小訊息 :Takin 的由來 , 傳說和不丹人最崇拜的「瘋王神 Divine Madman」，即西藏的濟公

活佛「竹巴袞列  Lama Drukpa Kunley」（1455～1529）有關。遠在 15 世紀時，西藏的竹巴

袞列遊走到不丹弘揚佛法，信眾要他施展奇蹟，他要求要先吃頓午餐，因此信眾供養他  氂牛肉

與羊肉，飽食一頓後，竹巴袞列將羊頭骨放置於氂牛骨之上，一彈指，活生生的羊頭牛身的野

獸居然馬上立地而起，恣意在一旁的草地上吃草，稱這種動物為 Takin，即不丹宗喀語「羊頭氂

牛身」。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特色餐              晚餐：當地特色餐 

住宿：RIVER VIEW 或同級 

 

第三天  亭布 ─「車程約 1.5 小時」多珠拉隘口 DOCHU LA PASS─「車程約 1.5 小時」 
        普那卡 PUNAKHA  
上午前往參觀不丹權力中心---亭布，午後驅車前往不丹的舊都─普納卡 (車程大約為 76 公里)。行

車大約 1 小時之後會經●多珠拉隘口 (Dochula Pass 3140 米)，此處可欣賞到第四世國王吉格梅

辛格楚旺克 Jigme Singye Wangchuck 為紀念和印度南部阿薩姆(Assam) 戰役勝利而建的 108 

座佛塔，它有祈求世界和平的意義，故又稱凱旋塔。此處亦是不丹境內觀賞喜馬拉雅山脈周圍

7000 多公尺高的壯麗山峰的最佳地點(其中幹卡本森峰 Gangkar punsum)7570 米，為不丹最

高峰)。  

★【札西秋宗 Trashi Chho Dzong】 意為「輝煌的宗教古堡」，始建於西元 1641 年。札西卻宗



的庭院裡，共有百餘間房屋，包括不丹國王  辦公室、國家議會堂，及國家最大的寺院都在這裡，

是不丹宗教、政治最高權力指揮中心，它是國師和主要僧團夏天的居住的地方。現在是第 70 任

國師  吉美法王夏季所居住的皇宮。  

▲【普納卡 Punakha】人間仙境普納卡是夏宗仁波切於 1637 年建造的，目前是不丹第二大宗，

也是最美麗的宗，它的特殊設計與建築結構與優美的藝術圖案結合，成為人人嚮往之地。  

★【普納卡宗 Punakha Dzong】是位在父親河  Phochu (male river)與  Mochu (female river)母親

河兩河交會處。普納卡宗是第一位統治不丹的領袖拿旺喇嘛 Shabdrung Ngwang Ndamgyal (夏

鍾雅旺南伽，夏鍾仁波切)所建造的第一個宗，原來的宗曾被燒毀，只剩一小部份，現今的宗是後

來新蓋。此處地勢較低氣溫較高，故也做為宗教領袖的夏季行宮，普那卡宗亦是現今第五世國王

在 2011 年 10 月 13 日舉行大婚之所。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特色餐              晚餐：當地特色餐 

住宿：DAMCHEN RESORT 或同級 

 

第四天  普那卡  ─「車程約 5.5 小時」布姆唐 BUMTHANG 
今日驅車前往▲布姆唐 Bumthang, 途中經過滿佈落葉闊葉林的山路及被高原矮竹壟罩整個區域的。傳

統上被視為西部和中部的不丹之間的邊界。路上會經過有尼泊爾的風格的大佛塔，畫了四個眼睛在塔的

頂端，來自西藏的喇嘛為了降服邪魔的力量，特別在 18 世紀所建造此塔的。途中前往●伯茲卡谷地

－黑頸鶴冬天的棲息地。黑頸鶴是每年遠從西藏飛來這裡避寒的嬌客，屬於瀕臨絕種的保育動

物，生性非常敏感，只有在無  光害地方棲息。參觀★黑頸鶴生態保育研究中心及崗得村的不丹

唯一的尼瑪帕寺院，在此處可以欣賞到非常自然的黑色山系。之後繼續驅車前往經過幽貞拉隘

口海拔 3425m 再經過幾座谷地後來到亞特拉羊毛中心，稍做休息及參觀，在那裡我們可以了解

到當地人所穿的外套、披肩都是用當地傳統的織布機用手工編織成的。沿  途欣賞美不勝收的大

自然風光。  

旅遊小訊息 :黑頸鶴-黑頸鶴分布區域狹窄，除中國外，僅有極少數在不丹棲息，原來在印度和  越

南曾有過少量黑頸鶴， 但現已絕跡。在中國，黑頸鶴也只生存在青藏高原和雲貴高原，包括青

海、西藏、新疆、四川、甘肅、雲南和貴州 7 個省區。黑頸鶴分布範圍北起新疆的阿爾金山， 延

伸到甘肅的祁連山，南至西藏的喜馬拉雅山北坡和雲南的橫斷山，西起喀喇昆崙山，東至青藏

高原東北緣的甘肅，青海和四川交界的松潘草地及雲南與貴州交界的  烏蒙山。其中，雲南昭通

市大山包被譽為  中國黑頸鶴之鄉。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特色餐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JAKAR VILLAGE 或同級 

 

第五天  布姆唐─「車程約 7 小時」通薩 TRONGSA─「車程約 2.5 小時」─望都波德朗  
         WANGDUE PHODRANG 
上午搭車前往通薩，午後前往旺都波德朗，是個典型的小不丹鎮，處處是不丹特色店鋪和市場及可眺望

美麗的山景。 

★【通薩宗】內有五層樓高彌勒佛像，開口說過話的四臂觀音及殊聖的綠度母，是夏宗仁波切在不丹所

建造的第一寺，始建于建于 1543 年，不丹建築的偉大傑作，是多層式的建築，沿著山坡山脊斜度建成。

主要用途是作為防禦堡壘，明亮的黃色金頂占去了大部分 Trongsa 的外觀。Trongsa 是王室家庭的傳統

居住地。不丹王儲在變成國王前依傳統要訓練成為成為 Trongsa 的"Penlop"（總督)。Trongsa 位於整個

王國的地理中心位置讓"Penlop"（總督)可以有效地控制整個國家的東、 西部分。Ta Dzong(或瞭望臺)

用來警戒國內是否有叛亂，站在這些碉樓上令遊客可以更深入體會 Trongsa 對不丹的重要性及歷史意

義，也是夏宗仁波切在 1647 年已經開始他偉大的規劃擴展和統一工作，實現不丹族群的統一就是從通薩

宗的位置開始 



★【旺都波德朗宗】坐落於高山脊中的 17 世紀的建築，地處中部，是不丹二十個宗之一，面積達 1,016

平方公里，人口約 23,340 人，首府為旺都波德朗。1638 年，旺都波德朗城堡及城堡外的市集以旺都波

德朗為命名。城堡之建造是抵禦南方外族入侵的因素。然而城名之由來是因有位名為「旺迪」的男孩在

河邊玩耍，所以該城堡也被稱呼為「旺迪的皇宮」。 

旅遊小信息 :不丹幾乎每個重要谷地都有“宗”(Dzong)的設立。【宗】是 17 世紀初期由不丹第一位神權

領袖拿旺喇嘛(Shabdrung Ngawang Namgya)所創建的，是集政、教、法於一身的喇嘛教僧院兼城堡

建築，也是抵御外侵的要塞。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特色餐              晚餐：當地特色餐 

住宿：PUNATSANGCHHU 或同級 

 

第六天  望都波德朗─「車程約 2.5 小時」亭布─「車程約 1 小時」巴羅 
一早驅車返回巴羅。  

★【塔宗原 Ta Dzong】是 1641 年初蓋在山上的一座瞭望塔，外觀如一座圓筒形堡壘，現已改為歷史博

物館。(逢周日及週一休館)。 

★【巴羅宗 Paro Dzong】坐落於險峻的山崖上，懷抱巴羅峽谷的迷人景致。巴羅宗曾遭受地震及大火的

蹂躪，經過重修，才有今天的面貌。在巴羅宗，珍藏著不丹的珍寶~唐卡畫（Thankha）、滕德（Thongdel）。

它是一幅以絲綢和棉布製成的宗教卷軸畫，堪稱不丹最大及最精美的藝術傑作。畫中主角是將佛教傳入

不丹的蓮花生大師和他的兩位妻子 Mandarava 和 Yeshey Tshogyel。不丹佛教徒相信人們只要向滕德虔

誠參拜，就能夠達到涅盤的境界。在此據高點可將帕羅谷地的美景盡收眼底，而在藍天的映照下，雪白

山頂的聖山猶如天使般的光環美不盛收。 

●【寧波宗 Paro Rinpung Dzong】它是帕羅地區的行政、宗教中心，中央塔  Utsz 精緻的木工

藝術堪稱不丹最美麗的景緻之一。  

★【Dungtse Lhakhang 寺廟】不丹罕見的佛教寺廟，最有名的就美麗的壁畫(佛像畫) ，有白度母(Whtie 

Tara)、綠度母(Green Tara)、釋迦摩尼佛…等 

●【百羅宗木橋 Namai zampa】傳統的不丹懸臂橋，也是電影“小活佛”的第一景。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特色餐              晚餐：當地特色餐 

住宿：ZHIWALING HOTEL 或同級 

 

第七天  巴羅─塔桑 TAKTSHANG 【虎穴寺、圖切宗】─巴羅【克楚寺】 
★【虎穴寺 Taktshang Goemba】又稱塔桑寺，為不丹人最為熱衷的閉關聖地，也是電影小活佛拍攝場

景之一。虎穴寺是不丹國內最神聖的佛教寺廟，被譽為世界十大超級寺廟之一。虎穴寺扶搖淩駕于巴羅

峽谷 900 多米的懸崖峭壁上，是一個集風光與藝術於一體的寺廟，院寺大多依山據地不規則地修建；寺

廟內每個建築都有一個陽臺，都可欣賞到優美的帕羅河谷風景。虎穴寺的傳說：據古代經書記載，8 世紀

時一位名叫蓮花生的大師騎著一匹飛虎從西藏來到此地降妖服魔。蓮花生後來成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宗

教形象，蓮花生大師曾在這裡修行三個月，留下了不少傳說。 

溫馨提示：今日在導遊的帶領下，先騎馬(或驢子)坐穿過樹林、再徒步健行循者小徑前往虎穴修道院。(路

程：單趟約需 2 小時，來回約 4-5 小時，依原路返回)。沿著山路蜿蜒而上，雖說不是如履平地，但一邊

欣賞美景一邊步行，感覺不至於很吃力。到了半山腰有一個專供到虎巢朝聖者的休息站，稍做休息；再

徒步上到虎穴寺，欣賞這絕地裡的廟宇。 

●【圖切宗 Drugyel Dzong】不丹最古老的宗，一窺宗古老原始面貌，其中建於西元 1647 年的堡壘遺

址，為紀念 1644 年戰勝西藏入侵所建。如果天氣晴朗，這裡是觀看不丹第二高峰珠穆拉裡雪峰

（Jumolhari）的最佳地點。 

★【克楚寺 Kichu Monastery】為松贊干布於西元前 7 世紀所建的 108 座寺廟中的一座，也是不丹最

古老的寺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特色餐               晚餐：當地特色餐 

住宿：ZHIWALING HOTEL 或同級 

 

第八天  巴羅／加德滿都【蘇瓦揚布拿佛塔 Swayambhunath Temple、杜巴廣場Durbar  
       Square、塔米區逛街】  

【參考航班】PBH/KTM KB400 1100/1145  KTM/HKG KA 191 2330/0600+1  
今日一早搭機返回加德滿都。 

★【蘇瓦揚布拿佛塔 Swayambhunath Temple】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單，具有 2500 年歷史，

又稱四眼天神廟；因附近野猴甚多而得名 "猴廟"，站在佛塔旁的小廣場上可眺望整個加德滿都谷地及平

原。蘇瓦揚布拿佛塔，塔身第一層白色半圓形丶象徵<地>，第二層金黃色方形丶象徵<氣>，第三層三

角形丶象徵<水>，第四層傘形丶象徵<火>，第五層螺旋形丶象徵<生命精華>。第三層三角形有十三層

鍍金輪環，代表十三種層次的知識=人類通往涅槃途徑，塔頂之傘蓋=涅槃。蘇瓦揚布拿佛塔的佛像，特

奌在於鼻子部分呈？形狀，還有無上智慧的第三隻眼睛。鼻子是？形狀=尼泊爾數位 1=和諧一體意思。 

★【杜巴廣場 Durbar Square (或舊皇宮廣場 )】於 1979 年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杜巴爾是宮殿的意思，是歷代國王加冕的皇宮。對於所謂〝滿天神佛〞、〝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神

比人多、廟宇比房屋多〞等形容，會有深刻的體會。可拜訪活女神廟、獨木寺、塔雷珠女神廟、猴王神

廟等等…。 

●【活女神廟（Kumari Bahal）】又稱庫瑪麗廟，是尼國少數保存良好，並維持著祈祀傳統的宗教聖地

之一。廟內住有象徵聖潔的童貞少女，敬奉為神頂禮膜拜，尊稱為活女神；童女神被看作印度教女神難

近母的化身，負責主持每年的祭祀(當女神出現窗前時是禁止訪客拍照的)。 

●【達普獨木寺(Kastha Mandap)】是一棟堅固的三層樓木造建築，用尼泊爾特產的巨木一根所造成，

又叫獨木寺。建於十二世紀，但於 1630 年改建過，加斯塔曼達普此名經口傳成為加德滿都(加德是木頭，

滿都是大建築)即此城市名字由來。 

●【塔雷珠女神廟】廟高三層，鍍金，是全國最高的一棟廟宇。塔雷珠女神是 Durga 神的化身，為尼泊

爾皇室的守護神，因此平時絕少開放，旅客只好在黃昏時欣賞祂耀眼的光芒。 

●【塔米區逛街】尼泊爾的古老商店均集中於此；這藝術林立的商店街裡，古董品店和寶石店數家並連

在一起，值得您瀏覽品味，尚有精緻唐卡、印度風飾品、香料、茶葉、舶來品、檀香....等非常熱鬧有趣，

可欣賞到當地最生活化的一面。 

晚餐安排尼泊爾風味餐，在導遊的示範下，建議用右手抓飯吃。用餐期間並觀賞道地的民族舞蹈表演。 

晚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並為這美麗的尼泊爾、不丹回憶畫上完美的句點。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尼泊爾風味餐+欣賞傳統歌舞秀 

住宿：機上  

 

第九天  香港／高雄                          HKG/KHH KA432 0900/1025  
今晨抵達香港後，隨即轉機飛返高雄(臺北)，結束這結合感性與知性，豐富的喜馬拉雅仙境心靈之旅。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X                       晚餐：X    

住宿：甜蜜的家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

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 

 

 

 



尼泊爾簽証所需資料(二次入境)：  

1、護照正本(效期需滿六個月以上，內頁請簽名，不可重覆簽名或塗改)    2、身份証影印本二份  

3、照片 2 吋 4 張(近三個月內)        4、公司、學校(名稱/稱職/電話/住址) 及 家裡(電話/住址) 

不丹簽證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效期需滿七個月以上，內頁請簽名，不可重覆簽名或塗改)     2、身份証影印本一份  

3、照片 2 吋 2 張(近三個月內)        4、公司、學校(名稱/稱職/電話/住址) 及 家裡(電話/住址) 

5、工作天：14 天(不含六、日及簽證處休假日)。不丹已無限定入境觀光客的人數，但須提早作業 

★所有團費需在出發前 21 天付清，以便將團費匯至不丹。對方收到款項後才開始辦理不丹簽證事宜。 

 

 

 

 

 

 

 

 

 

 

 

 

 

 

 

 

 

 

 

 

 

 

 

 

 

 

 

 

三 立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 10號 5F 

TEL：07-3131412  FAX：07-3131401 
 

 

 

 



喜瑪拉雅山仙境、不丹快樂王國全覽饗宴 9 日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