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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山下香格里拉

不丹是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有机会亲炙这块神秘土
地、国民所得只有1/20的不丹，为何却是能真正实践乐
活的国家？近代将带您体验明星也无法抵挡的不丹魅力！

不丹
这个被称为「喜马拉雅

山下香格里拉」的地方，时间在这个国家几
乎是静止的。在一九八O年代对外开放前，几乎

是生人止步。不丹是全球第一个提出「快乐立国」观念

的国家，以「国家快乐力（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为施政理念，与老子「小国寡民、虚心实腹、常使
民无欲」的治国理念不相伯仲，全民不盲目追求生活欲望，

从国王到人民，没有人炫耀财富，真正做到「贫而无怨，富

而不骄」，崇尚「减」的生活哲学。

Bhutan



1 3月/10月出发团体可在巴洛/亭布参观不丹最盛大的传统宗教节日之一

—面具节

2 参观登古寺佛学院，一探当代不丹最著名的小活佛

—丹增七世仁波切

3 欣赏不丹艺术学院学生精湛传统民俗

4 骑马上山造访建于峭壁上的佛教圣地虎穴寺

5 参观不丹最古老的寺庙，

也是梁朝伟刘嘉玲世纪婚礼期间唯一参访的景点

—古雀寺院（祈楚寺）

6 济公活佛的原型竟然是喇嘛？到访疯癫圣僧竹巴衮列的寺庙，

一探当地奇特的阳具信仰习俗

7 参观前白教教主大宝法王噶玛巴修行地寺院—龙塔寺

8 杜宾山（DURPIN HILL）欣赏属于喜马拉雅山的美景，

KANCHEND ZONGA山脉壮阔景致尽收眼底

9 攀登虎岭，远眺宏伟喜马拉雅山脉、干城章嘉
—世界第三高峰，壮丽景致令人叹为观止

10 搭乘世界遗产喜玛拉雅铁路，大吉岭高山蒸气火车，

体验古典的迷你火车

11 一览泰戈尔之家、特里萨修女之家

12 品味「红茶之皇者」的大吉岭红茶

13 登上海拔3,780公尺高度，位于中印边界的锡金圣湖「澄谷湖」

14 于卡林彭天主教堂参观穿着袈裟、理光头的耶稣圣像



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Darjeeling Himalayan Railway），
是印度最早的铁路之一。

1999年以环山铁路系统的经典之作被纳入世界遗产清单中。
总长约60～80公里，行驶一种迷你的登山火车，昵称为玩具火车。
整个铁路连接印度西孟加拉国省的大吉岭和西里古里。

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的高低变化相当大，从海拔100公尺的西里古里
（印度平原上的古城）一路爬升到以产茶闻名的大吉岭（海拔2200
公尺），今日仍保留了15吨的蒸气火车的行驶（大约是二到四节车
箱）。从西里古里到大吉岭约花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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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城章嘉峰，英文名Kangchenjunga，海拔8586米。
干城章嘉的意思是「5座巨大的白雪宝藏」，这是用来比喻它的五个峰顶的，又被称为
「雪山之尊」，锡金人都认为它是神山。它是世界第三高峰，在世界第一高峰被确认

之前，它曾被以为是世界最高峰，是全世界14座8000米高峰中位置最东的一座。
它的山形非常复杂巨大，形如一个巨大的 X 形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有着巍峨

巨大的山体。

由于干城章嘉峰地处偏远，而且所有攀登路线都有雪崩的巨大危险，所以攀登难度相
当大，如果留意世界上最危险山峰的攀登死亡率，一般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

字是在逐年下降的，但是干城章

嘉峰是个例外。截止2002年5月，
共有180人登顶干城章嘉峰，但同
时已经有40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干城章嘉峰
既美丽又危险的神山



龙
塔
寺

龙塔寺原本由第九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于公元1730
年建造，但后来遭祝融肆虐全毁，现今的龙塔寺

为后世于旧址重建之寺庙。

龙塔寺后方建有法轮中心，是由第十六世大宝法
王噶玛巴于公元1960年间亲自督导建造完成。
龙塔寺除寺庙本身建筑优美外，其中最富盛名的

是建筑于公元1992年的Golden Stupa，内部恭俸
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的舍利子，由于优美建

筑与神圣舍利子的原因，龙塔寺的特殊与尊贵

更是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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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圣僧
竹巴衮列人称「西藏的济公活佛」

佛门的清规戒律，贪酒好色，居无定所，一生游走于西藏和不丹，在民间留下了许多奇闻轶事。
竹巴衮列圆寂之后，与他有关的各类逸事成了不丹民众口口相传的神话，生成了一些怪诞的习俗，例如：

飞天阳具当门神、寺庙僧侣以木制阳具轻敲信众头顶祈福，最是惊世骇俗。相传，竹巴衮列曾以他的阳具

击退恶魔，因此不丹人相信飞天阳具是辟邪的法宝，也是人丁兴旺、幸福的庇佑。就连不丹的国兽「四不

像」—Takin扭角羚，头似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驴，但就整体观之，却一无所像，故俗称「四不像」。
据说，远在15世纪之时，竹巴衮列游走到不丹弘扬佛法，信众希望他施展神通，他要求先吃午餐，因此信
众供养他牦牛肉与羊肉，饱食一顿后，竹巴衮列将羊头骨放置于牦牛骨之上，一弹指，活生生的羊头牛身

野兽立地而起，恣意在一旁的草地上吃草，不丹人称这种动物为Takin，即不丹宗喀语「羊头牦牛身」。

圣者竹巴衮列（1455～1529），是不丹人最崇拜的「疯行者」。他的佛学修养极高，法力无边，却不守



面具舞是不丹面具节独有的表演节目，而面具节在不丹
当地称为策秋，策秋的主要节目是由喇嘛担纲的面具
舞，俗称跳神，不丹人称之为「呛姆」（Cham），藏语
即为「跳」之意。

这种跳神仪式源于公元八世纪，莲花生大士在西藏建造
桑耶寺时曾表演以净土驱邪，而后辗转流传在喜马拉雅
山藏传佛教区域，各地的策秋内容不尽相同。不丹的策
秋，相传是圣者佩玛凌巴在一次禅坐中到达莲花生大士
的天堂，见到天使所跳的舞；后又经过辖仲雅旺南嘉整
合设计，成为一系列严谨的舞蹈仪式。
策秋从不丹历（源于藏历与中国农历，但略有出入）二
月十日开始，第一天在宗里进行，其余四天在宗外的广
场表演。舞蹈内容包括十几个段落，每段舞都有个故
事，主旨是彰显莲花生大士的生平事迹和佛陀的教诲，
并藉此传达难以言说的义理。舞者身穿鲜艳彩衣，头戴

彩绘木制面具，脚着传统长靴。也有不戴面具的
「金刚舞」，即英雄之舞，舞者赤着脚，手拿小铃
和小鼓不停蹦跳。一些较轻松的传统舞蹈或歌谣演
唱，也会穿插在这些庄严的舞段之间。

不同舞段的服饰、面具互异，舞步也各不相同，有些沉
潜悠缓，有些激越躁烈。前来观赏的人们相信看策秋可
开启通往天堂之路，并可消灾解厄，获得幸运长寿的祝
福。

策秋通常选在不丹历某个月的第十天举行，各地的宗在
不同月分举行策秋。例如巴洛宗在二月，亭布的大西丘
宗（Trashichho Dzong）在八月。一年到头，不丹各地
总有策秋在此起彼落地进行着。其中又以巴洛、旺迪以
及亭布的策秋最为盛大，人气也最旺。
2016年巴洛面具节期间为3/19～3/23、旺迪面具节为
10/9～10/11、亭布面具节为10/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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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
简史

虽然面积仅47,000平方公里，但不丹王国从未成为殖民地，对不丹人而言实为一种骄傲。现今与外界接
触已在上世纪末开放不少，基本上他们总是自给自足。不丹历史上，最早二座寺院建造源起于七世纪

时，据记载，当时西藏国王松赞干布在一天中，环绕喜玛拉雅山盖了一百零八座寺院，其中二座在不

丹，一座就是巴洛的古雀寺院。

八世纪时，莲花生大师在不丹建造了重要的佛圣地，至今仍吸引不少信徒前往朝圣，例如巴洛的虎穴
寺。公元1450年，贝玛林巴伏藏师与龙钦巴伏藏师前后来到不丹，传
授红教法门，因此不丹东部及寺院受其影响甚大。

十三世纪时，竹巴噶举大成就者—帕久竹供西博，开始建造竹巴噶举
传承的佛学院与寺庙。影响最深的是十七世纪时，夏敦法王来到不

丹。夏敦法王在三十年内，统一不丹各个游牧民族，建立了政教合一

的制度，开始建造城堡，从亭布（现今的首都），西姆托卡宗开始。



夏敦法王即将圆寂时，将领袖权力一分为二，下放给二人，政治方面交给在家居士（政治领袖「德
西」），宗教方面交给出家众（国师「杰堪布」）。政治领袖为争夺权力，持续发生内战。直到第

19世纪，第54世政治领袖与第60世国师之后，乌颜旺楚克于公元1881年，在英国支持下成为第一任
国王，不丹正式走入王国制度。

1907年，国家议会与政府单位开始建立。直到在1926年乌颜旺楚克圆寂，他的儿子吉米旺楚克继任，
直到1952年。前两任国王的统治以政治稳定为主。第三任国王，吉米多杰旺楚克，着力在推进现代化
过程，被称之为「现代不丹之父」，国王吉米多杰旺楚克开始发展计划，逐步改变人们生活质量，并

且提升不丹王国在全球所扮演之角色，让不丹加入联合国，以及成为其它国际组织的成员。

吉米多杰旺楚克国王在位从1952年到1972年，1972年由吉米辛给旺楚克接任国王，当时年仅十七岁
的他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领导者，并且继续推动先父现代化国家的方向，不过国王更着力在保护不

丹珍贵的文化遗产及宗教发展，以及民主化的实现，幸福国度之名就是在他的治下达成。经过二十

多年努力，踏遍国内各乡镇宣扬民主思想，旺楚克国王决定于2006年下放权力、还政于民，成立国
民议会，并退位将王位让给儿子，更在2008年时举行大选，选出新政府，不丹王国从此走入历史，
成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



主要停留点

孟加拉国

索那贡
Sonargaon达卡 14

Dhaka

往新加坡

加尔各答 1-2
Kolkata 从新加坡

DAY
01

注

★表入内参观 ◎下车观光 未注明：行车经过
新加坡
Singapore

加尔各答
Kolkata （印度）中国

今日齐集于机场，搭乘班机经新加坡转机前往印度加
尔各答。

SQ877 1410/1855（4:45） & SQ516 2055/2240（4:15）

X X 机场简餐
01.ITC SONAR SHERATON HOTEL

ITC SONAR SHERATON HOTEL或同级

(http://www.star woodhotels.com/sheraton/search/hotel
_detail.html?propertyID=1463&language=en_US)

普那卡
Punakha

11
锡金 巴洛

Paro
甘多克
Gangtok 12-13

尼泊尔

印度

9-10

不丹5-6
亭布大吉岭 Thimphu

Darjeeling 3-4 7 卡林彭
大吉岭高山蒸气火车 8

巴格杜拉
Bagdogra

彭措林
Phuntsholing

图示

飞行航班

拉车

住宿点天数

UNESCO世界遗产



DAY
02 加尔各答Kolkata （印度）

加尔各答是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英属印度首府，见证了帝国
从极盛走往衰落的历程。这里有优雅的殖民地时期建筑物，

融合文艺复兴时期和回教风格的建筑，也可感受到英国人上

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子。今日全天市区参观，走访加尔各答

的地标—★维多利亚纪念堂，建于大英帝国全盛期，其建筑
规模媲美阿格拉的泰姬玛哈陵，并走访著名的建筑物◎高等法

院、◎耆那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的★德雷莎修女之家以及人潮如织的加尔各答市区。
01.德雷莎修女之家
02.维多利亚纪念堂
03.泰戈尔之家

01
0302

饭店内 当地餐 饭店内

ITC SONAR SHERATON HOTEL或同级

(http://www.star woodhotels.com/sheraton/search/hotel
_detail.html?propertyID=1463&language=en_US)



DAY 03茶中皇者—大吉岭红茶

巴格杜拉
Bagdogra

大吉岭
Darjeeling

大吉岭红茶是出产于印度西孟加拉国邦北
部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高原，是红茶

的一种，味道带有果香而浓郁。在英国

享有盛名，得奖无数，冠绝一众红茶，

故有「红茶之皇者」的美喻，亦有人称

之为「红茶中的香槟」。

加尔各答
68km(2小时25分)

第二天一早，在饭店用过早餐后，将挥别浓厚英国殖民
地味道的西孟首府，飞往东北的巴格杜拉机场，抵达后

直接专车到印度人的避暑胜地大吉岭。沿途尽是茶园、

梯田、流水的农村风光，远处亦可眺望喜马拉雅山脉宏

伟景观，又因昔为英国殖民地，处处可见欧洲风格之建

筑。

印度有关方面对有质素的大吉岭红茶会
加以评级鉴定，再加上不同的标签加以

防伪。春茶（FirstFlush）比起其它时节
的大吉岭红茶来，经过春日温柔蕴藉的

云雾洗礼，滋味往往分外轻扬甜润，洋

溢着清新的花香！夏摘茶（Second
Flush）在亚洲季风吹拂下，香气与滋味
既纤细精雅、却也同时丰硕饱满有个性；

故而在各季节大吉岭红茶中，向来评价最

高、也最受茶饕们的肯定与喜爱。

而秋摘（Autumn Flush）的大吉岭茶也
极富特色。需得等到当地雨季过后的九

到十月间才能采收制茶的大吉岭，茶色

较深、滋味扎实浓厚，价格也相对较为

平易；故而不仅可以轻松领略大吉岭的

另种风情，也是三种季节里最适合用来

冲制奶茶的茶款。

大吉岭在19世纪中期，因其凉爽的天气被英国看上而将
之开辟成避暑山庄和疗养胜地。

9W711 1040/1240（2:00）

饭店内 当地餐

RESORT

饭店内

MAYFAIR HILL 或同级(http://www.mayfair -

hotels.com/darjeeing_about.aspx?page=darjeelin
g&sid=abt&lid=ovr)

01 02 01.02.大吉岭红茶



DAY
04 大吉岭 Darjeeling

清晨专车前往★虎岭观日出，欣赏宏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景
观，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海拔8584公尺）美景尽
收眼底，令人叹为观止。

回饭店用完早餐后接着前往搭乘★大吉岭高山蒸气火车（视
当时营运状况决定是否能搭乘部份路段）（UNESCO199
9），此火车从1881年营运至今，总长82公里，却要花八个
小时才能坐完全程，令人赞叹百年前伟大的工程成就！

途中停留◎战争勇士纪念碑。接着于火车终点站参观★高山

铁路博物馆。

随后前往当地知名★制茶工厂，您可在此了解大吉岭红茶的
制程。再走访第一位登顶圣母峰的雪巴人丹增诺盖创办的★

登山训练学校，目前也是一座博物馆。

续往参观知名的★喜玛拉雅山稀有动物保护园，您可以和黑

熊、雪豹、牦牛、野狼等珍贵的喜马拉雅山区动物近距离接

触。

海拔 2,050公尺

饭店内 当地餐 饭店内

MAYFAIRHILLRESORT 或同级(http://www. mayfairhote
ls.com/darjeeing_about.aspx?page=darjeeling&sid=abt

&lid=ovr)

01
02

01.大吉岭高山蒸气火车
02.喜玛拉雅山稀有动物保护园

01.MAYFAIR HILL RESORT



RUMTEKMONASTERY

龙塔寺与大宝法王

龙塔寺原本由第九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于公元1730
年建造，但后来遭祝融肆虐全毁，现今的龙塔寺为

后世于旧址重建之寺庙，如今已是锡金地区最负盛

名的寺庙。

依照西藏Tsurphu地区的传统，噶玛噶举传承寺庙
的建筑式样与规划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

值，寺庙大殿恭俸历代大宝法王法像，其殊胜与庄

严令人由然生起虔诚恭敬心，龙塔寺除寺庙本身建

筑优美外，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建筑于公元1992年的

Golden Stupa，内部恭俸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

的舍利子，由于优美建筑与神圣舍利子的原因，龙

塔寺的特殊与尊贵更是不在话下！

位于龙塔寺邻近山坡上步行约十五分钟的距离，建

有龙塔寺法轮中心，法轮中心由第十六世大宝法王

噶玛巴于公元1960年间亲自督导建造完成。

传统上，所有的大宝法王都会留下一封预言函件，

清楚记载其转世的地点。如同黄金念珠一般，此清

净无瑕的传承延续到现在；1981年，第十六世大宝

法王圆寂前十个月左右，他亲手写下一封密函，内

载有关转世的一切。后来泰锡杜仁波切发现，这封

转世遗嘱的信就藏在法王不久前送给他的护身符当

中。这一世的大宝法王，法相庄严，虽然年仅十八

岁，却已具备着大丈夫般的威严气势。法王的智慧

深广，领悟力亦强。事实上，许多预言中都提到，

十七世大宝法王将是历代噶玛巴中最有力量、最威

严的一位法王。
01

02
01.龙塔寺里的比丘尼
02.龙塔寺里的转经筒



01 01.甘多克的市场
02.DENZONG REGENCY HOTEL
03.锡金佛教节

02
03

DAY 05
大吉岭 甘多克Gangtok（锡金）

98km(3小时25分)

今日早餐后前往锡金的首都和最大城甘多克。锡
金是喜马拉雅山区的世外桃源，壮丽的雪峰，青

翠的河谷，友善的人民都令人难忘。甘多克是在

1840年后成为著名的佛教朝圣地。
首先前往锡金最壮观的西藏喇嘛寺院★龙塔寺（

RUMTEK MONASTERY），此地为原前白教教主
噶玛巴（大宝法王）修行地，内附设佛教学校，

大喇嘛于佛堂内庄严地诵经吹法螺，小喇嘛们殷

殷坐在阳台上专心背诵经文，您可以在此静坐片

刻感受神圣的氛围。

海拔 1,437公尺

饭店内 饭店内 饭店内

DENZONG REGENCY HOTEL 或同级

(http://www.welcomheritagehotels.com/ho -

tel/denzong-regency-gangtok)



DAY
06 甘多克

上午参观藏人的圣湖—海拔3,780公尺的◎
澄谷湖（LAKE TSOMGO），据说喇嘛可以
依据湖水的颜色预测未来，如有机会可看见

牦牛及高山动物。

此湖的四周都会结冰，只有每年的5到8月会
解冻，而四周的植物也会因此而复苏。

午后前往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的红教佛寺

★英秋寺（Enchey Monastery），其意为
深隐的寺庙，是受到传说中具有飞行的神通
力的具德上师守护与加持的地方。

之后到山上的塔西◎眺望台（TashiView
Point）去鸟瞰甘多克市区。
有可能看到云雾飘渺里的甘多克，美如仙

境。

海拔 1,437公尺

饭店内 当地餐

REGENCY

饭店内

或同级DENZONG HOTEL

(http://www.welcomheritagehotels.com/
hotel/denzong-regency-gangtok)

01.俯瞰甘多克市区
02 02.卡秋卡特利甜点01



01.喜马拉雅牦牛

DAY
07 卡林彭

Kalimpong（印度）甘多克
73km(2小时55分)

今日早餐后驱车来到印度北方城市─卡林彭，该城是当年
西藏和印度贸易的转运中心。卡林彭在18世纪曾属于不
丹，现在则划归印度西孟加拉国省。

是一个以拥有多座英国殖民时期所建的教育学院而著名的
城市。沿途经过印度东北方农业区，欣赏喜马拉雅山脉的

美景，景色宜人美不胜收。抵达后城市观光。

参观★天主教堂、★塔帕秋林修道院、当地著名的★仙人掌植

栽园、★蒙高寺、卡林彭的最高点◎杜宾山欣赏喜马拉雅山绝

美的景色。

海拔 1,250公尺

饭店内 当地餐 饭店内

ELGIN SILVER OAKS HOTEL 或
同级(http://www. elginho

tels.com/DOCS/kalimpong.php)

01.甘多克的长谷胡
02

02.阿萨姆茶叶种植区的采茶姑娘

01

DAY
08 彭措林

Phuntsholing（不丹）卡林彭
181km(6小时05分)

今日前往彭措林，分为两半，一边在不丹、另一边在印
度，融合了两国的风情，象征式的城门划分为国界，人来

人往，非常热闹，让您深切体会同在边界上的两个城市有

着截然不同的景致。

海拔 313公尺

饭店内 当地餐 饭店内

沿途路况不佳，但却是欣赏印度◎阿萨姆茶叶种植区的最佳
机会，有机会的话，还可与采茶姑娘们一起合照，浸淫在

新鲜浓郁的茶乡里。

PHUNTSHOLING DRUK HOTEL
或同级(http://www.drukho

tels.com/)



DAY 09 彭措林 亭布Thimphu 海拔 2,320公尺
130km(4小时25分)

今日前往首都亭布。抵达亭布后至★国王纪念塔凭吊，造访建于1688年的★登古寺（Tango
Monastery），由步道步行上山约需1.5小时。
现已成为佛学院，并有两百位学生在此修习佛学及佛艺。10月初出发团体可欣赏亭布策秋
节，若遇节庆期间安排观赏面具舞等特殊活动，在亭布的行程造访顺序可能略有调整。

饭店内 当地餐 饭店内 THIMPHU DRUK HOTEL 或同级 (http://www.drukhotels.com/)



TangoMonastery

登古寺与丹增活佛的传说

躲在深山的登古寺是十二世纪由加旺喇嘛所建立，由西

藏竺巴法王与沙布东国王重建，沙布东国王曾在此闭

关，为不丹祈福，免于西藏的干扰。而今已是国家佛学

院的所在地。

登古寺里有一位年轻的活佛正在此处学习，这位七世丹

增活佛的故事在不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登古寺就是丹

增活佛的前世所设计建造。他前世曾是不丹第四世政教

合一领袖：丹增拉布杰（Tenzin Rabgye）。发现丹增的

转世，不过是十年前的事，而且发生在距离登古寺五百

公里之遥的东部农村，而发现活佛的，居然还是刚卸任

的不丹第四世国王。当时，国王正在主持国庆典礼，一

位小喇嘛，年约四岁，在众人惊奇的眼光中，毫不生涩

的走向国王，对国王说：「我们以前见过，你那时候很

老！」。小喇嘛接着流畅的说出极少数人才知道的有关

丹增的私事，而且用的是通行于中西部的宗喀语，而非

东部人惯用的夏秋语。消息很快传到不丹宗教领袖的耳

里，他派出亲信将小喇嘛迎回亭布，一路上观察测试，

发现小喇嘛的见闻与习惯不仅远超出其年龄，甚至许多

只存在于十七世纪。

01.登古寺

经过繁复的程序，小喇嘛被认证为七世丹增活佛，目前

正在登古寺学习，如果来到登古寺，运气好的话碰上刚

下课的丹增活佛，通常都能请他灌顶加持一下喔！

01.国王纪念塔
02.夏仲阿旺朗杰19纪的绘画
03.登古寺的比丘尼

01 02

03



01.假日市集



早餐后参观★大西丘宗（Trashi Chhoe Dzong），此
地是国王与法王的办公室，也兼具军事要塞的功能。

接着登上★强冈卡寺俯瞰市景。

之后前往★动物保护园区一睹四不像神兽—塔金的风
采。午后观赏当地★传统纸张制作工

坊及★艺术学校僧侣所绘制的唐卡，

并前往少见的★尼姑寺庙参观，这个

寺庙的创建人正是不丹有名的铁桥活

佛，目前其转世灵童正在印度修行。

如遇周日可转往★假日市集参观，运

气好的话还可以在这些古物市集中找到宝物喔！晚餐

前若正好有比赛，就可以顺道欣赏不丹人的国民运动

—射箭，从150公尺远的地方射向被对手围住的小木
靶，不仅射箭的人要够准确，围在木靶旁对着射手鼓

噪的对手，其实也要很大胆！

海拔 2,323公尺饭店内 当地餐 饭店内

THIMPHU DRUK HOTEL或同级(http://www.drukhotels.com/)

01

03
01.射箭
02.03.四不像神兽-塔金02

03.大西丘宗



不丹的「宗」
在不丹旅游，不能不认识这个字－Dzong，即「宗堡」的
意思或简称为「宗」。不丹分为20个行政「区」，就是「
省」的意思，每一个区都有一间主庙，称为「宗」（
Dzong），由政府和僧人共享。
在每个省的宗就像是欧洲城堡一样的雄伟建筑。它大多
数座落在山丘顶上居高临下的位置或河流的汇流处。

01.莲花生大师唐卡被白布

它一定有着高耸的墙壁、墙的四周高塔鼎
立，经典的线条装饰、大庭院和漂亮的楼

层，宗堡里层还包含着大型的修道院。

「宗堡」是不丹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项建

筑，这项规模雄伟的建造没有制图的帮

助、没有一根钉子，是不丹建筑中最杰出

的例子。

由宗教、社会与空间性的观点来看，「宗
堡」象征了不丹的历史与长期独立精神。

它之所以位于山谷的入口处、山峰的顶端

或是两河间的汇流处，主要的目的是源起

于战略要塞，为了抵御外敌而设，如今「

宗堡」也是各省份的行政中心。

在政治宗教合一的不丹，「宗堡」无疑的

是最高权力中心，国王和国师都在此办

公。

宗堡的使用规划是一分为二，或有前后分的，

也有左右分的；一半是国王办公的地方，另一
半则是国师的修道院，能开放给游客参观的是

修道院的院落和供佛的庙堂。

游客在修道院可以看到许多修行的僧侣，但一
入佛堂内应抱持着虔诚的心礼佛，而且是不许

拍照的。每间寺院周围均由数座大楼围成四方

形，楼高八九十尺，十分巍峨，中间有大天

井，中央再有一座较高的塔楼，这便是宗寺的

政教分界线。

01 01.大丘拉道凯旋佛塔
02.MERI PUNSUM PUNAKHA02



01.西姆托卡棕

DAY 11 普那卡
Punakha亭布 海拔 1,300公尺

68km(2小时15分)

今天上午驱车往东至普那卡，出城后途经建造于1627年的◎西姆托卡
棕，是不丹第一座宗庙堡垒。一路往东行经景致优美大丘拉道隘口，海拔约3,100
公尺，参观◎大丘拉道凯旋佛塔，这里共有108座佛塔，白色佛塔群间，以古朴的
石梯相间，颇有味道。

接着前往★ChimiLhakhang（助生寺），这是不丹最有名的疯癫圣僧竹巴衮列
DrukpaKunley于公元1499年所建，当初竹巴衮列的使用的法器还保存在助生寺
中，寺里的喇嘛会用弓箭法器和木制阳具法器为信徒祈福，在这里也能够祈求生子

喔！到达古都普那卡后，先参观★普那卡宗，这里在17世纪时是不丹的旧都，充满
乡村田园风光，因地势低，天气较暖和，而成为不丹皇室及高僧的避寒胜地，也是

开国君王后裔的居所。当年开国君王从西藏带走一尊菩萨塑像，被藏人追杀到此

地，当时他在护城河上当着追兵的面将佛像丢进河里让追兵撤走。但其实丢下去

的是仿冒品，其真品至今保存在普那卡宗。

01.西姆托卡棕的比丘尼

饭店内 当地餐 饭店内

MERI PUNSUM PUNA-
KHA 或同级 (http://ww-
w.triptobhutan.com/ho-
tel-meri-puensum.htm)



DAY 12 普那卡 巴洛Paro 海拔 2,280公尺
115km(3小时05分)

今日前往不丹王国的西疆大域—巴洛，参观★巴洛宗，
这座兴建于17世纪的城堡如今是巴洛地方政府的行政
中心、藏教寺庙和喇嘛学校，并在其内欣赏不丹传统民

俗舞蹈及★面具舞表演。电影「小活佛」便曾以这里作

为拍摄地点之一。

下午参观★塔宗博物馆，内藏有包罗万象的不丹文物及
不丹重要外汇来源—驰名于世的邮票印刷（2012年博
物馆墙面被地震震裂，目前文物陆续迁往对面的新博物

馆中）。

饭店内 当地餐

NAK-SEL BOUTIQUEHOTEL & SPA 或同级

ww.naksel.com/)

饭店内

(http://w
01.骑马进入虎穴寺 02.旗帜
03.NAK-SEL BOUTIQUE HOTEL & SPA的餐食
（餐食图片仅供参考）

01
03

02



DAY 13 巴洛Paro 海拔 2,280公尺

01 02 01.02.NAK-SEL BOUTIQUE HOTEL & SPA

早起参观建于峭壁上的★虎穴寺（TAKTSHANG
GOEMBA）。虎穴寺是不丹国内最神圣的佛教寺
庙，被誉为世界十大超级寺庙之一。

虎穴寺坐落在巴洛山谷中3000英尺高的悬崖壁上，
此地与一般旅行团不同，不只徒步走到半山腰，而

是安排★骑马上山入寺参观。传说中莲花生大师在七

世纪骑虎飞过此地，并在一处山洞中打坐闭关达三

个月之久，就是现在的虎穴寺。虎穴寺建于1692

年，一场大火后寺庙损坏严重，于1998年重建。可说是不丹的国宝及密乘佛教的发
源，其横空出世、巍巍颤颤建于险崖之上，气势凌人！下午续往不丹最古老的寺庙之

*3月出发团体若遇巴洛策秋节期间，
因安排观赏节日演出，于巴洛期间的
行程造访顺序可能略有调整。

一：★古雀寺院（Kyichu Lhakhang）参观，据记载，于公元七世纪，当时西藏国王
松赞干布在一天中，环绕喜玛拉雅山盖了一百零八座寺院，其中二座在不丹，一座即
是位于巴洛（Paro）的古雀寺院（Kyichu Lhakhang）。沿途经过距巴洛市区16公里

饭店内 当地餐 饭店内

之著名遗迹◎卓格犹宗（Drugyal Dzong），即便其景点仅为遗迹，于史上极具历史 NAK-SEL BOUTIQUE HOTEL & SPA

或同级(http://www.naksel.com/)
意义，不丹人民于此地阻挡了西藏民族的入侵。



DAY
14

KB300 0730/0850（1:20）

巴洛 达卡Dhaka（孟加拉国）

今日离开不丹，飞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人口一亿二千多万，人口密度位于位居世界前茅的孟加拉国，境内
气候高温多湿、河道密布，且降雨量丰沛，因此拥有「水中之

国」的称谓。达卡坐落于恒河三

角洲布里甘加河北岸，是孟加拉国

最大的城市，也是南亚主要城市

之一，其都会区有1200多万人
口。达卡有着丰富的历史，被称

为「清真寺之城」，其颇具民族

风情的穆斯林纺织品非常闻名。展开市区观光，参观建筑宏伟的

◎国会大厦、热闹非凡的◎旧城码头区、蒙兀儿汗国时期的★拉巴

格堡垒（LALBAGH FORT）。

饭店内 当地餐 饭店内

PAN PACIFIC SONARGAON DHAKA 或同级 (http://www.panpacif
ic.com/en/Dhaka/Overview.html)01

02
01.02.清真寺
03.PAN PACIFIC SONARGAON DHAKA

03

01.穆斯林纺织品



01 02
03

01.拉巴格堡垒 02.达卡的居民
03.PAN PACIFIC SONARGAON DHAKA

DAY 15 SQ447 2355/0600+1（4:05）

索那贡
Sonargaon

新加坡
达卡

Singapore
33km(50分)

达卡
33km(50分)

今日前往充满历史遗迹和典型的孟加拉国传统建筑古
都—索那贡（SONARGAON），参观★民俗博物
馆，馆内内展出完整的孟加拉国民俗及手工艺品，欣

赏前蒙兀儿时期的典型传统建筑代表。

尔后返回达卡，前往欣赏最具代表性的★清真寺

STARMOSQUE及★宫殿博物馆（AHSAN MANZIL
MUSEUM）。

晚餐后搭机飞往新加坡。

应备资料
饭店内 当地餐 当地餐 机上

※ 护照正本（效期需一年以上）

※ 订金5万元整（若选择搭乘商务舱，须另加收订金）

※ 身分证正反复印件

SQ876 0820/1320（5:00） ※5公分X5公分半身照4张

※ 2吋白底半身照3张（申请澄谷湖进入许可用）

※ 注明特殊餐食需求DAY 16 新加坡 中国CHINA

※ 工作地点、职称与联络电话

※ 工作地点、职称与联络电话今日清晨于新加坡机场转机返回中国，结束这一
趟精彩而丰富的旅程。

在参观内容不变原则下，本公司可依实际订房及机位情

况，在先后顺序上有调整，请以说明会数据为准。机上 X X X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

「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

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

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 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

年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