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南北大環線（山南佛教發源地-藏王夏宮庸布拉康、桑耶寺、紅河谷：聖湖羊卓雍湖、薩嘎、帕
羊、神山之王岡仁波齊、西天瑤池瑪旁雍錯、拉昂措、托林寺、札達土林、古格王國遺址、獅泉河、
鳥島班公錯、日土岩畫、守望珠峰、天空寶鏡聖湖那木措+大寶法王陞座楚布寺）絕色天堂 18 日遊

★ 以下文字、圖片均為我司《西藏印象》書中版權，未經本公司授權同意，切勿抄襲轉載，翻拷必究 ★
1、專職簽約導遊，專門帶領旅遊團隊，嚴格按照標準提供服務；
2、提供 168TIBET 西藏旅遊須知-行前說明會資料一份；
3、不擅自更改或延伸線路而增收費用，從中牟取額外收入；
4、拉薩住宿豪華酒店或同級，出發前予以確認住宿飯店名稱；
5、早餐安排在所住飯店用，正餐在指定掛牌的旅遊定點餐廳用餐；
6、特別安排優秀援藏導遊為您精闢講解西藏神秘藏傳佛教歷史；
7、每輛旅遊車備用氧氣設備，讓您無後顧之憂玩得安心更放心；
8、我社加保旅行社伍佰萬旅遊險+意外險+疾病突發醫療險(高原反應適用)
9、提供貴賓獨家中藥配方無任何副作用，進藏前服用有效預防減緩高原反應；
10、㊣168 為您提供最好的旅遊品質【無購物】
，絕不安排藏藥、蠶絲被、紅景天、貔貅購物站。堅持尊嚴旅遊，享受旅行！

★全台獨家路線安排藏區阿里大西部~最具代表可看性的《阿里南線與北線可可西里國家自然保護區》，

帶您穿越北緯 30 度，最後一片淨土，西藏往西，才是西藏的精髓，阿里南北大環線 18 日
亮點一：★前往探訪上帝的油畫神山聖湖之旅的--阿里南線
〝諸神的殿堂〞(100 個世界上您一定要前往的夢想終極地)。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阿里更是屋脊上的心臟，這裡雪峰林立，百川奔騰，
湖泊眾多，地球上最雄偉的三大山脈——喜瑪拉雅山脈、岡底斯山脈、喀
喇昆侖山脈將阿里圍成一股蒼涼超凡的極地氣韻。那雪山圍繞的普蘭、土
林圍繞的札達、湖泊圍繞的日土，那佛教徒心目中的神山之王、宇宙之中
心——『崗仁波齊』，那永恆不敗的西天瑤池聖湖——『瑪旁雍錯』，那
世界上最難破解的古文明之謎一夜消失的黃金城『古格王國遺址』，與猶
如外太空星球般的世界奇觀——『札達土林』，精心安排觀賞景觀最集中

最具代表性的--阿里南線，此行讓您不僅登上世界之巔『聖母峰』大本營，成就此生不平凡的驕傲！走進雲中天堂，一次完
整飽覽喜瑪拉雅山世界最高的七大群峰全貌，是一次無比的視覺震撼心靈饗宴，更是攝影探秘朝聖者不可錯過的神仙天堂。

亮點二：★ 穿越諸神景仰的聖地--神的孩子都要去西藏阿里朝拜神山之王【岡仁波齊峰】
岡仁波齊海拔 6656 米，為岡底斯山主峰，它被藏傳佛數、西藏苯教、印度
教和印度耆那教共同信奉為宇宙世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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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似橄欖，峰頂如七彩圓冠、周圍像
八瓣蓮環繞、山頂常年堆積白雪，如水晶澆砌玉鑲冰雕，頂尖直插雲霄。岡
仁波齊聚天地之靈氣，集萬物之美麗；它蘊藏著雪域千年的秘密，將人的靈
魂融入渾沌初開的天地之中。似乎生命的一切原本就從這裡開始，從這裡伸
延，從這裡輪回。相傳佛祖釋迦牟尼尚在人間時，時值馬年，天上 188 位
守護十方之神、諸菩薩、天神、天界樂師等都雲集降臨在神山之王『岡仁波
齊峰』周圍，庇佑著前來朝拜的虔誠朝聖者。岡仁波齊，便是佛界與凡界的通道，千百年來吸引億萬朝聖者前來朝拜。

亮點三：參訪藏傳佛教的發源地—山南澤當：這裡有雪山冰川、田園牧場、神山聖湖、佛寺古跡。集人文景觀
與自然景觀於一體。擁有西藏的第一座佛經中大千世界佈局所建型似曼陀羅壇城的【桑耶寺】
，與蓮花生大師伏藏練仙
的西藏第一座佛殿【昌珠寺】
；與雄踞山巔之上的西藏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
，可俯視盡覽山南色彩豐富的河谷田園
風光；與歷代達賴喇嘛尋訪靈童的轉世神湖【羊卓雍錯】
，尋幽訪古山南是西藏藏民族發祥地，是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

★(西藏阿里大環線〝全程吉普車〞穿梭秘境)高成本安排－3 人一車，讓您乘坐空間舒適★
★只有到訪過《阿里》才算真到過西藏，讓您一次完整覽盡大西部～原色天堂～秘境風光！
一、穿行可可西里無人區：近距離與野生動物共舞(這裡有藏羚羊、野驢、黃羊、白屁股羊、野馬、野髦牛...)！
二諸神的殿堂-岡仁波齊、世界江河之母的聖湖瑪旁雍措、有昔日王宮古格王朝遺址、土林奇觀、雪山的家園。
三、我為〝峰〞狂、雲端行腳，帶您輕鬆登上世界之巔~聖母峰 前進大本營，讓您成就此生不平凡的驕傲!
四、古格王國遺址是一座規模宏偉、面積浩大的高原古城，曾經輝煌的古城卻一夜消失，神秘王朝為人們留下了無邊的念想。
五、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奇觀“扎達土林”，象泉河谷排列著氣勢恢弘，形似城堡、碉樓、佛塔景觀雄渾氣勢讓人讚嘆不已 !
六、阿里沿途有數不清五顏六色美麗的七彩湖，還有許多種類的保育類動物，藏羚羊藏野驢一路與我們陪伴飛馳在神山聖湖。
七、行程安排遊覽全世界最高的宮殿--「布達拉宮」
、還有著名的「大昭寺」，讓您深入體會藏傳佛教的堂奧！
八、行程中特別為您精心安排藏族家訪，體驗藏民風情並品嚐道地藏式小點，也是旅遊的另一番風味與享受。
九、住宿品質嚴選：阿里各地如珠峰、薩嘎、塔欽、札達、樟木等地最好的三星酒店，通常只有一間，並以接待政府任務為
主，所以客房數少，價格高不易取得，為貼心玩家入住當地最好住宿條件，168 榮獲西藏珠峰旅遊形象大使孫董事長，除政
府徵用外，將盡全力安排(市場阿里珠峰行程，大部分都以當地條件不好安排入住 30-50 元的招待所，其實是為了省多賺多!)
十、全程投保 500 萬意外險＋20 萬醫療險，在西藏車上全程準備氧氣鋼瓶，以備不時之需，讓你玩的開心又放心。

第一天：桃園 或 高雄  成都 或當日可抵達航班，航班參考 KA825+CX466 08:10-15:15 或 CA418 19:45-23:35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成都】前往飯店休息，明天五六點要早起，準備迎向我們心神嚮往的神祕國度--西藏。

第二天：成都-拉薩 CA4401 07:15-09:50 【適應高原、學習心〝慢〞則〝快〞!】
清晨搭機飛往雪域西藏，沿途機窗外綿綿雪山、高峰深壑，真的有置身世界屋脊的
感覺；西藏是個充滿誘惑、人的一生不能不去的地方，以其壯麗的雪域風光、危聳
的皚皚雪峰、遼闊的高原牧場、神秘的宗教廟宇、獨特風情，強烈的吸引著世界各
地的遊人；隨後抵達全年無霧，光照充足超過 3000 小時，有“日光城”之稱的拉
薩機場。隨後午餐後返回酒店充份休息，以便最快的適應高原氣候。

第三天：拉薩【天上的宮殿『布達拉宮』、『大昭寺』點燃心中聖燈、『八廓街』一條千年的轉經道】
＊此日已去過西藏的朋友可選擇(自由行)，168 另有（隱藏版）路線建議!
本日前往地球上最高的雪域宮殿。氣勢磅礴雄偉。是藝術殿堂與建築史上的奇跡。
更是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是梵語的音譯，又譯作“普陀”，原指觀音菩薩之
居所。吐蕃國王松贊幹布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造了布達拉宮。宮殿主體由白宮和
紅宮組成，達賴喇嘛的政治活動起居都在白宮；而紅宮則供奉歷代達賴的靈塔與佛
殿。走進布達拉宮，彷彿走進佛教世界，眼前千座佛塔，萬座佛像與唐卡一個令人
驚嘆的藝術寶庫。這裏珍藏著無數珍寶，都讓人心無比讚嘆與震撼。下午前往『大
昭寺』，這裡是佛教的中心，在寺前可以見到穿流不息的藏族們，他們日夜不停，
虔誠的面向寺內大禮拜，更是西藏最輝煌的雄偉建築，融合了藏、唐、尼泊爾、印
度的建築風格，寺內供奉著隨文成公主進藏所帶入的（釋迦牟尼 12 歲等身佛）
。珍
藏珍珠佛衣、金燈等無數稀世珍寶，並且選出每一世活佛轉世的儀式「金瓶掣籤」，
歷來也都在大昭寺舉行。在佛教界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大昭寺外的『八角街』，
是一條有著 1300 多年歷史，是拉薩最古老的街道，是由朝聖者，用身軀丈量鋪展
而成的千年轉經路。藏民們通常以大昭寺做為中心點，沿著外圍順時針繞行轉經，
並面向供奉在大昭寺內釋迦牟尼佛所朝拜，在藏民心中，繞行一千多米的外環道卻
是讓他們可通往天堂的神聖之路。兩旁在八廓街的商店林立，有極具藏地特色的轉
經筒和面具，綠松石及藏族飾品，琳瑯滿目非常吸睛，也 是 所有 來 到西 藏的 遊客，
逛 街 購 物的 最 佳尋 寶 去處 。 在 逛八 廓 街時 要 注意 按 順 時鐘 方 向遊 覽 前進 ，
順 時 針 遊覽 一 圈有 達 到功 德 圓 滿之 意 。★隨後下午則前往《扎基寺》
，這是西藏最有名的『財神廟』，寺廟供
奉 “吉祥天母”是西藏人的媽祖娘娘，也是天母的本尊佛殿，也是整個藏區最靈驗的財神廟，如果要求財的朋
友，到西藏一定要來祭拜一下，聽說可是有求必應！168 其中一些虔誠的貴賓們，每年都要再回去感謝吉祥天母
法王，可見應該是受到很大的庇佑，總之有拜有保佑喔！可在寺前請白酒供養天母，與煨桑除障，都是非常好的。

第四天：拉薩-山南【諾亞方舟的明哲谷-西藏首座王宮『雍布拉康』
、西藏首座三寶俱全的寺廟『桑耶寺』】
清晨前往藏傳佛教的發源地山南澤當，拉薩河更是美麗往山南途中伴隨著雅魯藏布江、
拉薩河谷一幅絕美的畫卷讓人心醉迷戀！雪域高原民族,孕育了雅礱文化呈現在眼前，
向草原前進遠處是喜瑪拉雅群山—電影《2012》中諾亞方舟的藏身地，山巔之上盤座
著“母鹿後腿上的宮堡”出現在您的眼前，這風雨中矗立千年的西藏第一座宮殿【雍布
拉康】
，與電影《2012》中最相似的建築，守護著眾生的平安。參觀高大險峻、氣勢恢
宏的『雍布拉康』
，西藏歷史上第一座王宮，雍布拉康也是佛教傳入西藏之源。西藏自
古以來皆信奉苯教，直到第二十八代吐蕃王，傳說天降「諸佛菩薩名稱經」
，藏王卻不
識其精妙將它們供奉於密室，百餘年後開啟密室時，才發現此經為「伏藏」物，經文中
早已提前寫下並預告後世，西藏會經歷滅佛毀滅時期，眾生無須憂，當天空出現飛鳥(意
指飛機)，地上出現鐵馬(意指青藏火車)，藏傳佛教將會再次宏揚興盛與世間，這千年前
的預言，千年後的應證，藏傳佛教確實在世界廣傳，令人感到這無比神奇，預知未來的
能力。享用午餐後前往『桑耶寺』
，藏文意為「意想無邊」之寺，西元 762 年藏王赤松

德贊弘佛抑苯，請蓮花生大師建寺，並從尼泊爾迎請高僧講經弘法，剃度七名藏人出家為僧，號稱「七覺士」，
也因此『桑耶寺』成爲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寶齊全的佛教寺院。桑耶寺殿塔林立、規模宏大，據說
整體結構是依照佛經中的大千世界佈局，形似壇城（曼陀羅）
，象徵日月的太陽、月亮殿，四大天王的四座佛塔，
還有四大洲和八小洲的各殿堂，總數共有 108 座。而在桑耶寺建成之後，藏王宣佈吐蕃全民開始信仰佛教。

第五天 : 澤當—日喀則【西藏第一座三聖寺『昌珠寺』
、地上銀河『羊卓雍錯』、世紀冰川『卡洛拉』】
今日前往「昌珠寺」建於七世紀，是西藏史上的第一座佛殿。相傳文成公主入藏
後用五行演算法測出西藏地形如一仰臥的女魔，昌珠寺所處的地方則是女魔的左
臂，需建寺方能鎮住。建寺前，此處有一湖，湖裡有一五頭怪龍，被松贊干布化
身大鵬降伏後才得以建寺，昌珠寺由此得名，意為“鷂龍寺”。建成後成為松贊
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冬宮。傳說蓮花生大師和米拉日巴等著名的佛教高僧，都曾在
昌珠寺附近修行過，所以昌珠寺仍許多佛教信徒的朝拜聖地。昌珠寺的鎮寺之寶，
是一件世間罕見的珍珠唐卡「觀世音菩薩憩息圖」，這幅唐卡是由帕莫竹巴王朝
時期的乃東王，以珍珠 29026 顆、綠松石 185 粒，以及鑽石、寶石、黃金、珊
瑚等珍貴材料鑲嵌製成，極其華麗而價值連城。隨後延著雅魯藏布江。翻越海拔
4852 米的岡巴拉山，站在山口時，聖湖羊卓雍湖映入眼簾，宛如一條飄帶掛在天地
之間，讓你陶醉於世外桃源般之人間仙境中。那如寶鏡般的湖面，是可以走進前世看
到今生，為了尋找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大活佛會藉由卜卦，與觀察湖中的顯像，來
確定靈童出世方位，因此羊湖在藏傳佛教享有崇高的地位，並被虔誠的藏民們奉為『聖
湖』
。 “天上的仙境，人間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羊湖除了是西藏的三
大聖湖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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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聖湖途經即將消失的世紀景觀—卡若拉冰川，抬頭仰望著，巨大的冰川讓
陽光灑在她雪白的臉龐上，是如此瑰麗耀眼動人，那種無聲的震撼令人內心澎湃，卡
若拉是西藏三大陸型冰川之一。冰川盤踞在路邊的山丘，可以近距離仰望冰舌，看來
伸手可及，實際上卻遠在高達海拔 6647 米的天邊。不過別小看這個卡洛拉冰川，它
可是經過千萬年時光累積才雕塑出來的懸崖冰川。冰雪沿著冰層張裂，而形成層次豐
富多姿的冰塔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竟能創造出如此巧奪天工的冰原奇觀。不過由
於地球暖冰川雪線漸退，更吸引無數旅行玩家得要跟地球賽跑，抓緊把握到此親眼目睹冰川壯闊奇景的時間了。

第六天：日喀則-珠峰【西藏第二敦煌”深藏在世界屋脊的『薩迦寺』』、前進珠峰大本營-登峰造極】
早餐後前往青藏高原上叱吒風雲的—薩迦寺。曾得到元朝支持，是統治西藏的第
一個政教，紅、白、青三色的牆體是薩迦派的標誌。分別代表“智慧、慈悲、伏
惡”三種特質，也是被稱為“花教”的原因。穿越主殿通道，壁立而起的，是一
面碩大的經牆！一共是 84000 部，滿佈千百年來，抄寫經書高僧們的呼吸，彷彿
觸摸得到他們的虔誠。他們的靈光，在高聳的經牆上閃爍，寺內藏有 3600 多頁
藏、漢、蒙文書寫 20 多部貝葉經，並且擁有【佛祖在世時，初轉法輪時-用過的
法螺】鎮寺之寶這在西藏甚至世界，都是震撼世人的，每年法會，金剛上師都會
請出法螺，來為 168 貴賓們加持，殊勝不已！今日抵達靈魂的洗禮珠穆朗瑪峰，
海拔 8844 米的世界第一高峰。億萬年來，珠穆朗瑪意為大地之母，故稱「聖母峰」。
它像座巨大金字塔矗立在天地之間，在用那終年的積雪孕育著天地生靈的同時，
也孕育了許多動人的神話和傳說。而珠峰腳下發育了許多規模巨大的現代冰川，
冰鬥、角峰、刀脊等冰川地貌現象廣泛分佈；而《珠峰大本營》極限挑戰的起始
海拔 5280 米，算得上是世界上最高的商業中心了。春天至少有上百頂帳篷分佈在

大本營各處，有旅館、茶座、商店帳篷，還有登山隊員、科考隊員、工作生活帳篷，更多是世界各地遊客搭建的
小帳篷，今日將下榻在珠峰【絨布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廟，在這裏您可以面對面一睹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
瑪峰的雄姿。有幸還可以看到有如生命之火般飄蕩的珠峰旗雲。夜幕在黃昏慢慢籠罩群山，唯有珠峰的頂峰在夕
照下，猶如女神的金色皇冠一樣，在天空中閃耀，享受雄踞世界之顛，地球唯我獨尊之榮。是夜星光燦爛伸手可
及。不要忘記拍黃昏的珠峰，尤其日落金山，如果喜愛攝影的朋友，更不能錯過珠峰夜裡，滿天星河美景！

第七天 : 珠峰-薩嘎【觀賞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峰』日出、漫步雲端-成就此生不平凡的驕傲!
、拉孜、桑桑鎮獨家安排品嚐《全西藏最好的酥油茶》
、22 道班、荒原誘惑】4500m /455k
今日運氣好的話，您將能享受被珠峰女神吻醒的早晨，帶給妳無比的溫柔、溫
暖、與是震撼心靈的電流感動!上午觀看珠穆朗瑪峰日出。★今天若能得到珠峰
女神召見，恭喜您!! 別忘了一定要掛上經幡祈願! 藏族人敬拜天地相信神山有靈，
抱著謙卑的心有拜有保佑，相信會對您未來人生有所啟發與加持喔 !今日出發前
往薩嘎一路飛馳，徹底感受荒野之美；這裡大地遼闊，雪山延綿，湖泊空靈；
仿佛時光到流 100 萬年，就像進入史前混沌未開的世界。迎面而來千里茫茫的
雪山，讓人變的越來越渺小，心靈卻變的越來越寬廣，而心中只有虔誠與敬畏。
攜縷晨風，採束陽光，飛揚在西藏的感覺是多麼美好，途中將可見到色彩繽紛
的河谷溼地，與世界第 14 高峰的八千米的西夏邦瑪峰，薩嘎南與尼泊爾王國為
鄰，境內“219”國道橫貫全縣東西，是拉薩通往阿里的交通要道。中途我們將
在桑桑鎮稍事休憩；由於桑桑得天獨厚的氣候與地質條件而生長出最優質牧草，
讓這裡的雪山犛牛都能產出最上等的奶製品與酥油茶，168 當然也特別精心獨
家安排讓玩家們品嚐一下，當年曾作為進貢達賴喇嘛與嘎廈政府《全西藏最好
的酥油茶》，有機會多喝些酥油茶，這對緩解高原反應可是很有效喔 !

第八天: 薩嘎-塔欽【仲巴縣--帕羊草原風光--馬攸木拉山--公珠錯--霍爾--巴嘎】4600m /460k（地質史詩）
早餐後前往（洗淨心靈的聖地-塔欽）薩嘎到塔欽途中，第一站將經過藏語意為
“野牛之地”的仲巴，沿途將看到美麗的仲巴沙丘，幸運時更有機會可以看到各
類奇珍的國家一級保育動物野犛牛、黑頸鶴、藏羚羊、馬熊、旱獺含情脈脈的凝
望著您，有時藏野驢還會玩性大起跟著我們的車追逐賽跑，真是令人興奮超可愛!
還有最著名的雅魯藏布江就發源在仲巴境內的傑馬央宗冰川。當您見到迎面而來
一座座像金字塔般的沙丘穿行在河谷間，尤其在連綿雪山映襯與陽光照射下更顯
壯觀，代表我們即將抵達帕羊小鎮，享用午餐後翻越馬悠拉木就在途中遇見那碧
藍的“聖湖”瑪旁雍錯，見到了偉大的神山之王〝岡仁波齊峰〞的母親『納木那
尼峰』，在神話傳說中位列喜馬拉雅山五神峰之五，掌管福壽智慧。雄偉的納木
納尼神母雪峰在雲霧中直入天際，而其綿延的峰體展開雙臂將“聖湖”與“鬼湖”
緊緊擁入懷中，如寶鏡般的湖面閃耀著潔白雪山的身影，映襯出猶如慈母般光芒，
傍晚抵達神山下運氣好的話可觀賞到神山之母那木納尼峰美麗的日落景色。

第九天：塔欽—普蘭—札達【神山之王『岡仁波齊峰』、聖湖之王『瑪旁雍錯』、鬼湖『拉昂錯』】
早餐後準備出發前往拍攝觀賞〝岡仁波齊峰〞與〝納木納尼峰〞兩大神山日出，最佳位置的拉曲河谷口【經幡廣
場】，這裡是轉山的必經之路，岡底斯山主峰岡仁波齊，海拔 6638 米，藏語意
為“神靈之山”，是 360 位神仙所居住的天堂，其鋒形似金字塔。由南面望去可
見，由峰頂垂直而下的巨大冰槽與一橫向岩層所天然形成著名的：佛教萬字格卍
（意為佛法永存，代表吉祥與護佑）
，並且不分教派被印度教、藏傳佛教、苯教以
及耆那教共同認定為【佛教世界的曼陀羅】與【宇宙的中心點】。成為每年數以萬

計的信徒心馳神往的聖殿。每到夏季滿是世界各國，歷經長途跋涉跨越國境來此
轉山朝聖的人們，而『轉山』是藏民徒步轉行神山的一種儀式，他們堅信透過這
種形式，可以滌淨今生的罪惡，免受輪迴之苦，更有可能在來世成佛! 隨後前往
「拉昂錯」藏語意為「有毒的黑湖」
，空曠得像是站在了宇宙邊緣。鬼湖形似月
牙狀蔚藍的湖泊，卻與狀如太陽般的〝聖湖瑪旁雍措〞僅一丘之隔日月同輝，讓
人感覺猶如人間陰陽善惡共存般的和諧之美。而：「瑪旁雍錯」傳說湖底聚集了
許多珍寶，是以龍王之名“瑪垂”命名。11 世紀在此湖畔進行的一場宗教大戰，
意為「可戰勝的湖泊」，是全世界最高透明度最大的淡水湖海拔 4588 米，湖水
是來自岡仁波齊神山的溶雪，每到夏秋季佛教徒扶老攜幼來此“朝聖”，在“聖
水”裡“沐浴淨身”以“延年益壽”，聖湖的水很甜 傳說喝一口聖湖的水可以
洗盡“百世罪孽” 能洗滌心靈五毒，使人的身心純潔；玩家們也別忘了取些湖
水帶回去分送親友，這絕對是您給親友最珍貴殊勝的禮物了，連印度聖雄甘地骨
灰也是撒入於此聖湖之中，唐代玄奘在天竺取經記中也記載，此湖就是西天王母
瑤池；佛教徒認為，瑪旁雍措是最聖潔的湖，是勝樂大尊賜與人間的甘露，可以清洗人心靈中的煩惱和孽障。是
佛教、印度教、苯教所有聖地中最古老，最神聖的地方，是眾神的香格里拉萬物極樂世界。

第十天: 札達—獅泉河【世界奇觀『札達土林』、三百年前一夜消失的『古格王國』、托林寺】謎樣傳奇
早餐後前往世界奇觀札達土林：記憶有限念想無邊“到達札達土林時，你的心靈將
會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驚異大自然造物者的神奇，這是地球嗎？猶如置身於外太
空的星球，荒蕪、雄壯、不可思議的造型。而土林的底部峽谷，又是另一種奇妙的
景象，青蔥的綠色，不時躍出的生靈，寧靜的河流和土林完美結合。無論是水的印
記，山的傷痕，累世之後都成為人們眼中的絕景！當日出點燃土林的生命之光，它
們驟然變成了一座黃金鑄造的宮闕城堡，綿延千里、雄渾而蒼涼、浩大壯闊。土林
是由於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擠壓而使水位遞減，露出水面的山岩經風雨長期侵蝕所雕
琢而成的。午後前往探尋這個充滿神秘與榮光！鎖著千古之謎的『古格王國』，距今
有 1300 前古格王朝是集文明精華於一身的王城，是由曾經擁有百萬之眾金戈鐵馬
的吐蕃王室後裔所建，傳承 20 餘代國王，卻傳說他是被鄰近的拉達克攻破了這座
王城，但卻無任何資料可追考真實性，曾經輝煌燦爛的古格王國，三百多年前如何
在一夜之間，突然徹底瞬間消失至今成迷?可遺址內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三百具無頭藏
屍洞、徐徐如生的建築、壁畫、佛像，和無數的古物珍寶，甚至遭到毀滅的現場至
今都能蹟般地保留下來。唯一無法解答的是一切究竟如何發生的?古格遺址高 300
米，宮殿、洞穴、碉樓、廟宇、佛塔依山而建，直逼長空；與山體溶為一體，氣勢
恢弘壯觀，古老的古格，像座巨大的謎宮，將古象雄眾多的神秘深鎖其中。象泉河
靜靜流淌，仿佛在以不同的形式訴說著古格王朝的幽幽歷史。隨後前往阿里的第一
座佛寺，被土林所環抱坐落於象泉河畔的『托林寺』，托林，意為“飛翔空中永不墜
落”由當時古格國王益西沃建成。並請印度高僧阿底峽駐寺弘法，也帶動西藏佛教復興，成為當時藏傳佛教的中
心。建築融合了印度、尼泊爾、西藏和拉達克風格。技法高超的繪畫和雕塑，印證著曾經的文明輝煌和偉大。

第十一天：獅泉河-日土【日土岩畫─先人的神來之筆、班公錯─天鵝般的美麗仙境】4200M/ 266K 早餐
後前往探尋千年的『日土岩畫』創作年代大約為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之
間。岩畫是用堅硬的石頭在岩壁上刻鑿而成，線條樸實、造型生動，其中還有少
數是彩繪圖案。岩畫內容包括獵狗、鹿、牛、羊、老虎，以及武士、獵人、牧人，
生動地呈現兩三千年前游牧民族生活情境。但也不是每種圖案都如此淺顯易懂；
有一些奇異的抽象符號，至今還無法破解，如同先人的神來之筆，就等您一探究

竟。午後前往“班公湖”是印度語，意即一塊小草地。藏語稱班公錯為“錯
木昂拉仁波”，意為明媚而狹長的湖。長條形的湖面就像天鵝那美麗的長頸，
世人都稱她為“天鵝湖”。金色陽光下，雅綠的天然牧場依偎著班公錯肆意
地舒展著，幾匹駿馬悠遊漫步，而湖心的鳥島上，一群又一群的斑頭雁、紅
嘴鷗鋪天蓋地，蔚為壯觀，令人心醉神迷。天的盡頭，明媚的班公錯畔，那
湛藍醉人的湖面，一個鳥的天堂，一個佛國的淨土，一個人與魂分離的魅境！
班公湖一半在中國的阿里境內，另一半則流向印度；有趣的是雖然同屬一湖，
水質卻不同。中國境內的湖水是淡水，清甜甘美，水色碧綠，而到喀什米爾
境內湖水不僅變鹹，不僅人畜不能飲用，連魚兒都不見蹤影。

第十二天 : 獅泉河─革吉─雄巴─改則【熱措、烏瑪措、查娜鹽湖】4416M / 490K 柏油路
獅泉河是阿里行署所在地，座落在印度河上游，為喜瑪拉雅山、崗底斯山和喀
喇昆侖山三大巨峰環繞，今日行經革吉， “革吉”藏語的意思是“美麗富饒
的土地” 是純牧業縣，主要飼養藏綿羊。所以，路上常看到數量龐大的羊群。
今日途經鹽湖前往改則。在初升的旭日陽光中，在無人的曠野中奔跑，心情也
和飛轉的車輪一樣興奮激動。沿途要經過大片荒無人煙的荒漠、草原和碧波蕩
漾的大小湖泊，草原上有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驢和黃羊等野生動物，風光景致
單調而純美。 在山野裡穿梭,途中有大片濕地，成群的野鴨、灰鴨和班頭雁在
濕地裡遊弋，在這人煙罕至的藏北高原裏，交錯著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湖泊，
熱措、烏瑪措、有些顏色是碧綠的讓人歡喜，有些是十分湛藍的令人沉思，有
些是赭紅的給您希望，還有五顏六色的七彩湖，我們敢說這是在其他的地方，
是絕對看不到的，當然這些景象的產生，也要看湖泊當時水的深度，配合當時
日光的強度、照射的角度，與空氣中水氣的密度，相信有緣的你一定不想錯過
這種景象的。在這著名的藏北高原裏，還有許多種類的保育類動物，也是本次
伴隨我們這群路過的人，最忠實的朋友之一，我們來數數看，您認識多少種類
的保育類動物。隨後將抵達改則縣位於西藏阿里地區東部，藏北高原腹地。

第十三天 : 改則─洞措─措勤【扎西措、達瓦措、羌塘野生動物保護區】/ 350K 柏油路
清晨迎著高原陽光的普照，沿途欣賞美麗風景，繼續在遼闊的藏北無人區上奔
馳，穿越了一片黃黃的草原，一路上看到了各種野生動物，藏原羚、旱獺、黑
頸鸛和藏野驢。藏原羚別名藏黃羊，藏黃羊的屁股是白色的，所以藏民們一般
都叫他們“白屁股”膽子很小，野生動物一路與車共舞，驅車進入洞措區，洞
措藏語意為“大湖”經過路邊有一美麗高原湖泊“扎西措”，可到達“洞措”，
天氣好可以看到高原湖泊日出的壯麗景象.。前往措勤，在大北線奔馳的這幾天，
您將感受到藏北的藏民生活條件比藏南地區的條件差，如果體驗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話，那您這幾天應該會很豐
收，相信此次旅程將是一次習得珍惜天地萬物之心，幾天藏北之行，豐滿壯遊，將讓您留下此生最為難忘的一頁！

第十四天: 措勤-文布-尼瑪【扎日南木措、象雄諸神居所『達果雪山』、苯教徒聖湖『當惹雍措』】510K
早餐後，準備前往阿里第一大湖【扎日南木措】
，湖邊植物豐富，顏色變幻不定，
一幅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畫卷在眼前次第展開：遠山含黛，近水如玉，水鳥不時
啼鳴著掠過水面，群山下的草場在陽光的映射下像一條金色的綬帶延伸向天際.....
從扎日南木措繼續前往苯教的發源地，象雄王國的腹地--文布村，海拔 4600 米，
像世外桃源一樣與世隔絕的聖湖湖畔的小山村，從文布到尼瑪會經過當瓊村，
當瓊意思就是“大鵬鳥的城堡”，在苯教中被供為神。這裡的湖、山、村莊、

人、野生動物和諧相生，構成了天堂的畫面。走進這裡，就如同走進了天界，凡塵俗世統統都可以遺忘，這裡湖
泊、雪山、藍天融為一體，能使人領略到藏北高原天地蒼穹的真正意境。隨後前往苯教崇拜的最大的聖湖-當惹雍
措，湖的南岸達爾果山一列七峰，仿佛是守護神般，頂覆白雪，形狀酷似 7 座整齊排列的金字塔，被苯教徒奉為
聖地。與神山岡仁波齊，聖湖瑪旁雍錯具有同樣地位。有不少遠道而來的苯教信徒，繞著聖湖徒步三天逆時針轉
湖。沿途拍攝野生動物和當穹錯美麗風光。抵達古象雄文明的發源地-尼瑪縣。

第十五天：尼瑪-納木錯【大魔鬼棲息“鬼湖”『色林錯』
、班戈錯、天空寶鏡『那木錯』體驗星雨落幕】
清晨出發前往納木錯一穿行至羌塘無人區，是藏羚羊的天堂與活動最多的地段，但大小湖泊特別多，隨後進入色
林措，〝色林〞是住在拉薩堆龍德慶大魔鬼，他每天要吞噬千萬生靈，於是在
蓮花生大師的緊追下，色林逃到大湖裡，大師命令色林永遠不得離開此湖，在
湖中虔誠懺悔，並把這個大湖名為“色林堆錯”，意為“色林魔鬼湖”此湖也
（世界上最大的黑頸鶴自然保護區），僅次於納木錯的西藏第二大湖，除色林
錯外，還有格仁錯、吳如錯、錯鄂等，濱湖平原開闊，連同兩岸草灘、草場，
形成一派藏北優美草原風光，藏語意為“威光普照的魔湖”今天，在它周圍分
離有 22 個衛星湖，如同美麗的翡翠項鍊，醉人心懷的藍色湖水。穿行在藏北
羌塘草原，翻過雪山 5190 米，那根拉山口後，便抵達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
泊【那木措】，蒙古語稱為騰格里海，也是天湖的意思，在藏族心目中是最神
聖的聖湖，那木措太美了，天上雲朵就飄浮在額頭旁邊，彷彿伸手就可摘下而
湛藍的湖面襯著雪山，在陽光下波光粼粼閃著耀眼的光芒，看 著 湖 面，就 覺
得 整 個 人 的 靈 魂 都 被 洗 滌 了 ，到了夜晚在沒有光害的星空下，星星就在眼
前，如同身處幻境般那樣的不真實。湖心有座札西半島，是轉湖香客必到之地，
據說羊年在此轉湖，可獲神靈庇護與保佑，在此沉思、冥想，將對參透事物或
許會更加清明，此行將會是您此生最感動的生命之旅。今晚下榻神湖旅館，觀賞日落日出，感受星空帷幕的感動!

第十六天 : 納木錯--拉薩【觀神湖納木錯日出、佛掌石、168 獨家-鳥瞰聖城拉薩全景餐廳、頒獎晚宴】
清晨觀賞神湖日出，看著金光灑滿湖面，如此寧靜、遼闊、聖潔、壯麗…，
將令人永生難忘，湖邊有扎西半島拜經石，您可在此駐足，聆聽天湖的呢喃。
隨後沿著藏北草原之白雪皚皚、群山懷抱中的羊八井地熱景區。世界上海拔最
高的公路—青藏公路將在你身下，遠眺橫亙千里、沿途還可眺望海拔 7717 米
的念青唐古喇山脈主峰，一睹身披銀鎧、頭戴冰冠的英武之神—念青唐古喇山
主峰的雄姿。感受藍天白雲雪峰下藏北草原蒼茫遼闊的自然風光。藏北高原一
路倘佯大自然最潔淨的懷抱，拜訪藏族聚落與瞭望滿山犛牛奔馳。返回拉薩。
168 全台獨家安排您在拉薩當地，仕紳官員喜愛的高級會所景觀餐廳用餐，居高臨下讓您已近乎 360 度的視角，

將拉薩市全景盡收眼底，這裡也是獨家唯一可觀賞到拉薩自然生態保護區，現已不能進入，絕對讓您睛喜連
連！並且獨家安排『西藏旅遊局官員』，為您親自頒發官方認證的【西藏旅遊證書】這將是您此生最感驕傲『登
峰造極』的畢業證書，並且真正具有收藏價的喔！
★(由於餐廳為私人會所，不接待團體，168 已是特許安排，若遇徵用，將另安排特色餐取代，敬請保持理解見諒。)

十七天 : 拉薩 或  成都【靈童轉世創制 17 世大寶法王陞座『楚布祖寺』】
今日前往傳說由印度所飛來的寺廟『楚布寺』
，更是享譽海內外，〝十七世大寶法王〞的
祖寺與陞座，大寶法王在西藏宗教地位與達賴、班禪幾乎並列，相傳他是觀音的化身，
這教派噶瑪噶舉更是首創了活佛轉世之法，從此開啟了乘願而來，生生不息，神秘的《靈
童轉世》制度。寺內更珍藏為紀念其上師而鑄造的銀像是楚布寺鎮寺之寶，傳說銀像鑄
成之後竟在空中飄浮七天，故有了空住佛的美譽。還藏有著名的白教米拉日巴大師曾用

過的缽、各世大寶法王的舍利塔信眾們常至塔前祈請加持，都是楚布寺彌足珍貴的寶物。
【西藏印象提示】: 今晚視航班安排再行增減行程，夜宿拉薩 或 準備搭機返回成都休息

第十八天 : 拉 薩  成都  桃園 CA-4402 10:45-12:40 + CA417 15:30-18:35
享用早餐，隨後前往機場搭機，帶著滿滿甜蜜回憶，回到六星級溫暖的家結束難忘的雪域之旅。

玩家遊後評價

西藏印象優勢

非凡新聞專訪

飛碟電台專訪

西藏玩家 Q&A

高原反應解析

HOME｜168 玩家感謝函｜最新出團表｜168facebook｜西藏攻略必讀｜影音實況｜旅遊講座｜168 玩家日記
費用包含及服務標準如下：
1 關於交通：
機票：臺北或高雄  成都  拉薩  成都或+港轉  臺北或高雄  台北來回全程四段或六段機票。
旅遊車：成都接送機+西藏全程用車為旅遊車 19-22 座+吉普車(三台)（金杯車、宇通、日野、五十鈴） 西藏車隊介紹
2 關於住宿：
(拉薩福朋喜來登或開元或岷山酒店)準五星、(日喀則喬穆朗宗或札西曲塔)準五星、(澤當雅礱河)準五星或同級、(西寧福音或神旺酒店)
準五星同級。 (薩嘎賓館)准三星

(塔欽聖地賓館)准三星、(札達古格賓館新樓)准三星 、珠峰絨布寺招待所、那木措湖邊旅館、改則氣象

賓館、北線條件差均以當地最好酒店住宿作安排。
3 關於用餐：早餐均在酒店享用，除非搭早機或行程需要則安排路早餐盒，午晚餐，豪華等餐標 50 風味餐 120 元均以人民幣計價。
車上備有礦泉水，餐廳有汽水其中二氧化碳成份可有效緩解高原反應可多飲，與季節性水果。
4.關於保險：我社提供旅行社伍佰萬旅遊險+意外險+疾病突發醫療險(高原反應適用)
5.關於導遊：當地優秀援藏導遊服務為您服務
6.機場燃油費 6500 元、機建稅、航空保險

※由於航空公司依季節性經常臨時調整增減航班，以致行程有時無法按原表訂行程安排，故行程中所列之第【1.2.17.18】日行程航班，
與抵達城市後當日行程僅供參考，故進出西藏前後之轉機點，將可能以下列點【成都、西安、重慶】作為替換安排，最終正確行程均須
以航空公司實際發配為最終確認，正確行程須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特此向貴賓說明，懇請理解見諒。2.由於西藏為軍方所管轄特殊自
治區，軍方有權隨時開啟或封閉景點，若遇景點封閉，我社有權安排其他景點替代，軍方亦會隨時臨時徵收酒店使用、我社有權以同級
酒店與安排最妥適替代方案請貴賓們需有心理準備，保持理解地區性特殊性，請勿於當地談論政治批評藏人落後言論 以免發生誤解！

注意事項 :
【氣候】高原一日四季，日夜溫差較大，較為寒冷、風大，每天請務必做好防寒保暖，北線改則、納木措住宿條件差限電，建議帶睡袋、與手電筒。
【安全】戶外活動一切要注意安全為主，遊覽期間結伴同行，互相照應，要聽從導遊/領隊安排，切勿做出擅自離隊活動，地等危險行為，敬請合作。
不要在懸崖和路基鬆動的地方逗留，在河、湖、冰川邊拍照時先觀察一下地形
【交通】全線路況好為柏油路但進入無人區→大北線後，文布至尼瑪為土路，道路崎嶇顛簸，車行時間長，請攜帶腰靠增加舒適性，帶暈車藥備用。
【風俗】沿途藏區，對於寺院、雪山、僧人等，請勿用手指直指，尊重當地風俗習慣，拍攝期間請不要追趕藏羚羊、藏野驢、黑頸鶴等..國家保護動物。
【通信】手機通訊信號只有在大城市如拉薩、日喀則、塔欽、獅泉河有信號，獅泉河後的大北線上進入無人區後無信號，但有人定居的城市均有信號。
【飲食】大北線沿途物資匱乏餐飲質量很差，多為川菜，菜品稀缺，進入無人區有一兩天中午沒有餐廳，故可能安排自熱飯、泡麵、麵包等、建議攜帶些
自己喜歡的零食。高海拔地區旅遊能量消耗大，請補充紅景天、每天 1 千單位維他命 C、綜合維他命、士力架巧克力、黑糖塊、篸片、補充熱量與抵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