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丹』意為西藏的邊陲，被稱為“最後的香格里拉”深藏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心臟，

在三萬八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僅住了七十萬人，全國 70%又為森林，這是一個多麼

幽靜的國家，走進這雷龍之國~徜徉在雪山下的幽谷祕境之中，您能清楚聽見氂牛脖子

上掛的鈴鐺聲、瀑布飛濺推動經輪的流轉聲，靈山古寺傳來的誦經聲，體驗喜樂穿越

的時空與永恆。緩緩不丹，回到最初，原來快樂是這麼簡單，一趟超級身心靈之旅！ 

 

★ 以下文字、圖片均為我司《不丹印象》版權所有，未經本公司授權同意，切勿抄襲轉載，翻拷必究 ★  

 一年一度的帕羅秋季(策秋)乃不丹重大節日嘉年華，壯觀的舞蹈和表演，深刻及難忘的體驗! 

 在劉嘉玲舉辦世紀婚禮的『烏瑪飯店』享用森林下午茶 

 體驗不丹的天然 spa 熱石浴喔~美容養顏讓您通體舒暢! 

 穿上不丹傳統服飾， Guo 與 Kira ,當一回國王與皇后! 

 體驗不丹人最愛的~箭術，非常熱鬧大夥歡唱開心跳箭舞! 

 成為不丹郵票中男女主角,把不丹幸福快樂分享親友吧! 

 參觀蓮花生大師降妖除魔的虎穴寺-當今世界十大奇寺。 

 不丹最華麗浪漫的寺廟【普那卡宗】神靈的居所幸福皇宮 

 為您安排不丹家訪嚐鮮手抓飯，體驗不丹人的快樂生活 !  

 挑戰你的味蕾 hemadatsi，起司與辣椒不丹人最愛的菜。 

 居高臨下欣賞不丹夏宮『扎西秋宗』規模宏偉氣勢磅薄。 

 【富畢卡黑頸鶴故鄉】體驗緩緩不丹、回到原始與最初 

 168獨家私房境、真正帶您探訪與世隔絕，的幽谷秘境，香格里拉、體驗真正不丹中的不丹!。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abto.org.bt/2014/04/paro-tsechu-brochure-available/&ei=8HHAVOzELsTl8AWV7ILwCw&psig=AFQjCNFZkieSJvSCWKqm4oWaF9NBKm1CEQ&ust=1421984289519754


D1 桃園/曼谷 參考航班 BR61 23:40-02:30 或 CI837 22:05-00:35 或 TG635 20:05-22:50今

日齊集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搭乘客機飛往曼谷，在曼谷機場轉機前往不丹帕羅。 

早餐：X   午餐：X   晚餐：飛機上 

 

D2 曼谷/巴羅 參考航班 B3701 06:30-10:05 
【古楚寺、不丹國家博物館塔宗、仁朋宗、漫遊巴羅市集】 
 今天一早搭機前往亞洲快樂指數第一名的國度〝不丹〞，位於喜馬拉雅山

腳下海拔 2280，記得飛機要降落前別忘了拍攝喔!尤其天氣晴朗時，有機

會可近距離拍攝到世界八大最高峰珠穆朗瑪峰、馬卡魯峰、干城章嘉峰以

及希夏邦馬峰、GAURI SHANKAR、卓奧友峰、洛子峰、珠穆拉裡雪峰等等。

的英姿, 壯闊景觀，彷彿用手就可以觸摸到的視覺震撼。一下飛機立刻感

受到不一樣的清新視野及空氣，隨後參觀不丹國家博物館【塔宗及仁朋宗

RinpungDzong】旅遊不丹不可不認識 Dzong，每一省都自己的宗，就像歐

洲城堡一樣的雄偉建築，裡面結合宗教的廟、行政中心、軍隊。不但是權

力中心更是抵禦外侮的堡壘。“塔宗”早先是作瞭望塔，後來不丹政府於

1968年改為博物館。館內收藏三千多件文物。武器、樂器、佛雕、經文、

唐卡畫和郵票等，尤其是郵票，發行的題材包羅萬象，從戴安娜，到到人

類登上月球，無所不有。午餐後前往不丹由藏王松贊幹布為了鎮壓躺臥在

雪域上的羅剎妖女，在喜馬拉雅雪域各地建了 108座佛寺，一夕間同時建

成，但至今只剩 3間仍然保存完好。（主要的大昭寺在西藏，兩座在不丹。

今天要參訪的就是古楚寺(千手千眼觀音寺 Kyichu Lhakhang)用來鎮住了

魔女的左手。另一所尚存的寺院在不丹東部的布姆唐簡培寺，並且古楚寺

是不丹最古老的寺院，也是梁朝偉和劉嘉玲舉行婚禮的寺院，院裡有兩棵

桔子樹，常年掛果，據說，如果誰被樹上掉下來的桔子擊中，那就是非常

的 LUCKY喔!。隨後前往帕羅市集逛一逛，這裡雖然不大但逛市集是最容易對當地人，無論是生活民

情與它們的特產手工藝品都不失為最易快速親近了解不丹人生活的方式。 

宿：巴羅 準四星 Tashi Namgay Resort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助餐   晚餐：自助餐 

 

D3 巴羅-廷布【帕羅機場欣賞鐵鳥俯衝～震撼體驗、與不丹女神有約～探訪
不丹第一高峰『珠穆拉里』、走入秘境『香巴拉』千年古寺、漫遊廷布市集】 
 今天一早 168特別精心為玩家們安排在山上居高臨下，拍攝世界十大

最難降落的-帕羅機場，這是不丹唯一一座國際機場，離市中心約 6公

里，位於地勢險要的山谷和河流。全球只有 8名飛行員認可在此機場降

落。被喜馬拉雅山上的小王國被群山環繞，海拔 6000公尺的狹窄跑道

考驗機師技術，稍一不慎就會撞上農舍，也是奇觀之一，尤其能抬頭近

距離地捕捉飛機盤山腑衝臨空而下視覺震撼，可是非常難得的體驗喔！ 

隨後，168要帶您探訪與世隔絕，的幽谷秘境，體驗真正不丹中的不丹!

守望家園的神話谷，〝香巴拉〞這裡沒有太多遊客文明的侵擾，季節佳

天氣晴朗時，更是觀賞不丹第一高峰珠穆拉里女神 7314米、雪白的金

色塔峰頂、與三聖山，世紀景觀的美麗山谷，景觀迷人詩情畫意! 在這

裡手握一杯熱呼呼的印度香料奶茶、靜靜地看著眼前雄偉的神山美景、

與一覽無遺的青翠谷地風光，無論是冥想、或則就算是發呆放空.....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59546.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6108.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711.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2700.html


那種幸福、感動、相信你會永生難忘的！人生如此夫復何求丫! 而喜愛

徒步與攝影的朋友、也可以選擇在此徒步一小段、登上山脊，不但能獲

得觀賞與拍攝飽覽【珠穆拉裡神山】美景更多取景角度，相信途程中、

更能帶給您許多啟發，是一場開啟幸福心靈~的旅程！當抵達喜樂利亞山

口最高峰時，不要忘了像不丹人一樣大喊 (lha-gey lu!)願神明得勝，

同時也賜福您平安吉祥!這裡也是蓮花生大師的降魔聖地之一，親臨聖地

殊勝不已! 隨後帶您進入不丹的雪山明珠腹地、前往參觀最古老的建於

西元 7世紀、相傳是不丹三聖山所建、分別是仙乃日(觀音普薩)、夏諾

多吉(金剛手普薩)、央邁勇(文殊普薩)所。想為長輩親人祈福，可以帶

上他們衣物，來此敬拜祈求庇佑，這裡是求長壽特別靈驗的千年古寺喔！

隨後前往首府廷布、河谷兩邊稻田一片碧綠，柳樹的嫩黃交映成趣。山

坡則披上初放的杜鵑花和野薔薇，紅粉相間，風光綺麗，抵達廷布~漫遊

慢拍~參觀【不丹工藝品集市】可對不丹的人民生活進一步瞭解,有各種

高品質的產品來自全國各地，如木雕，包裝袋和傳統設計，木質和泥土

器皿，穿首飾盒，書簽和手工包裝（Deysho），古董物品有明顯豐富的面

貌與優雅精緻的色調，和熱情溫馨的氛圍。工藝市集也是竹子如何被用

來建造房屋在全國的示範。傍晚可以出來逛逛他們的商店市集，若有看

到天然有機的蜂蜜超美味，一級棒棒粉讚，千萬不要錯過，買回來自用

伴手禮兩相宜!記得要放在行李箱託運,不然會被充公。 

貼心提示:如當天觀賞帕羅飛機降落如遇天候不佳、或航班延遲，則取消前往觀賞，以免影響接續

行程時間，將【安排其他行程替代】。若此日因天候、修路或道路封閉，我社有權調整行程住回帕羅。 

宿：廷布 準四星 Jumolhari Hotel 或 帕羅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助餐  晚餐：風味餐 

 
D4 廷布【山頂大佛、國獸羚牛、國家紀念塔、夏宮扎西秋宗、體驗國服】 
前往參觀【國家紀念塔 Memorial Chorten】不丹皇室及內閣在 1974年為了

紀念第三任國王的功績，這座紀念堂，館內收藏了代表佛教哲學的繪畫和雕

像。享用午餐後【168獨家為您精心安排體驗，穿戴不丹的男女傳統服飾——

幗 Gho與旗拉 Kira】，當一回山寨版的不丹國王與王妃吧!呵..不丹王國製定

了法規：每個國民外出時，必須身著國服，男人穿“幗”(Gho)─連身及膝

短袍，女人穿“旗拉”(Kira)──連身長裙和薄外套，太陽不下山是不能脫

下的！如果穿戴後喜歡的話，也可以買回家紀念，當作傳家之寶，服飾依材

質不同價格也有高低，大約一兩千台幣就有摟，粉具回味不丹的紀念意義喔！

下午前往【不丹動物保護區 Motithang Zoo】，園區是為了保育國獸 Takin

羚牛，是不丹稀有保育類動物，傳說是不丹癲狂聖僧喇嘛敦昆竹巴用羊和

牛的骨頭創造了塔金。這裡除了羚牛，還飼養了包括馴鹿及山羌等多個鹿

種。全國境內約僅有 300頭。能親眼目睹這不丹國獸，實屬不易。參觀完

珍稀的羚牛後前往【山頂大佛】，此尊佛像為世界目前最大的〝釋迦牟尼佛

像〞，內部還有十萬尊的小佛像，從大佛像俯瞰廷布山谷的景色是極其壯觀

美麗，仿佛一眼看到心底，大佛靜靜坐在這裡，安詳地護佑著這片寧靜善

良之地，相得益彰。並欣賞美麗的【扎西秋宗 Tashichho Dzong】，意為「輝

煌的宗教古堡 在山上鳥瞰俯拍紮西秋宗，氣勢磅礴輝煌燦爛，建於 13世紀，海拔 2500米，莊嚴的

矗立在旺楚河西岸，它是現任國王的辦公場所，也是王公貴族的夏宮，首都廷布的政府中師吉美法王

http://www.hoteljumolhari.com/index.html


所居住的皇宮修行的地方。百餘間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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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廷布 準四星 Jumolhari Hotel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簡式自助餐  晚餐：簡式自助餐 

 

D5廷布【不丹七景-最高學院登古寺、歡慶『不丹策秋大典-嘉年華會』、體
驗不丹-射箭術、農家遊樂趣、製作個性郵票、傳統藝術學校、國家圖書館】 
早餐後前往參觀不可錯過的不丹七大秘境之一，不丹最高的佛教學校重鎮，【登古寺 Tango Monastery】

許多活佛都曾經再此求學，位於廷布郊區的落成於 1688年，三千公尺高山，

因為緯度的關係，登高一小時，直把體力耗盡。但辛苦是值得的，面對寺

中的千佛像、三世佛，即便非虔誠教徒，當人在寺裡，寺在山裡，山在雲

裡，世界只剩山、佛、人，猶如身處天界。登古寺如遇修寺或學院閉關期

間，則另安排其他景點替代，下山後隨後我們參與一年一度的重大節日～

不丹嘉年華，就是策秋節（Tshechu）特別安排客人親身參與及感受這個充

滿當地傳統, 色彩繽紛的節慶,大家可以看見數以百計的不丹人民對參加

慶典的精神與喜悅,人人都穿上他們最華麗的服裝首飾,許久不見的親人都

不遠千里，相約一起在慶典上相會，像過新年一樣熱鬧不已，這次慶典充

滿濃厚生活色彩,隨著音樂, 舞蹈, 戲劇, 面具舞, 劍舞神聖的儀式加持。

相信能為所有觀看金剛法舞者可開啟通往天堂之路，並可消災解厄，並獲

得滿滿的幸運長壽的祝福。因此不丹人相信，人人都必須至少出席一次策

秋節，將能護佑平安與吉祥。精心為 168貴賓深入且體驗不丹人當地人民~

最喜愛的全民運動【箭術】（不丹語 datse），每當選手獲勝或射中靶心，選

手與啦啦隊們~便會快樂的手足隨後前往【不丹郵局】，不丹是世界上鼎鼎有

名的"郵票大國"，國家郵政總局更成為不丹的必遊景點之一。1962年人類

第一枚會唱歌的 CD唱片郵票就誕生在不丹。 不丹在郵票設計、印製和材質

的多樣性上，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郵票內容非常豐富多彩，除了本國宗

教、動植物、王室慶典題材外，還發行國際球星等題材的郵品。並且材質多

元世界第一至少有以下幾種：油畫效果凹凸的硬紙郵票、鋼箔郵票、圓形金

屬郵票、唐卡絲綢郵票、塑膠唱片郵票、製作精美是許多郵票收藏者的最愛，

也是很好的伴手禮，價錢不貴, 一張約 Nu 80至 Nu 120(約台幣$60-$80)，

而且輕便易於擕帶，送給朋友很有紀念價值.郵局有個櫃位可以幫遊客現場

拍照，拍了的照片即時印製小版張，一版十二張郵票,印一個小版張只需

Nu120, 就可以以自己的頭像製作郵票,怕現場拍不好,可以先拍好大頭貼放

在 USB到現場印製也可以喔!還可以即場用來寄明信片或者信件回去給朋友,

不過大約一個月才寄到台北喔! 午後享用完午餐之後，安排參觀【藝術學校】。

不丹藝術深深植根於他們的佛教傳統，和他們的藝術通常描繪宗教圖像和符

號。您可見穿著酒紅色袍子的學生、僧侶們在教室裡，仔細聆聽年長黃袍僧

侶教授技傳統的手工紙仍在生產，並廣泛應用於不丹。並且還有高超的紡織

藝術也是名聞遐邇的。隨後前往參訪建於 1967年【國家圖書館】，館內保存

了古老的不丹和西藏文獻以及歷史書籍和手稿，集不丹文化大城。 

宿：廷布 準四星 Jumolhari Hotel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簡式自助餐  晚餐：簡式自助餐 

貼心提示 :『不丹策秋大典』此日參訪僅供參考，實際將依各地區節慶，做前後日期調整安排參訪！   



D6廷布-普那卡【不丹最華麗的『普那卡宗』、奇美求子寺、不丹歌舞表演】 
早餐後，前往舊都普那卡途經多珠拉山。午餐後安排參觀【奇美廟 Chimi Lhakhang】此廟是一座求

子廟，也是不丹唯一供奉瘋行者朱卡庫拉是被不丹尊崇的聖人，

稱之為癲狂聖的寺廟，切米拉康（ Chimi Lhakhang），是喇嘛

朱卡庫拉（ Lama Drukpa Kunley）的堂兄為紀念他而建的寺

廟，據說無子女的婦女來此朝拜後便可懷孕。如果時間允許。

下午參觀不丹最華麗浪漫的寺廟【普那卡宗 Punakha Dzon】，一個你不

能錯過的美！普納卡宗是公認不丹最美麗的宗堡，是集政、教、法於一

身的喇嘛僧院兼城堡建築，不丹幾乎每個重要谷地都有“宗”的設立，做為抵禦外侵的要塞。由 (不

丹國父)夏宗法王僅用一年就修建完成，是不丹第二大宗，建於 1637年

更命名為「幸福皇宮」。這裡也曾是全世界最年輕的 28歲不丹帥國王旺

楚克，與七歲就一見鍾情的妻子，舉辦世紀婚禮的浪漫聖地，現在也正

是（法王）與貴族們冬天的渡假勝地-冬宮。而普那卡宗，就位在兩條

河中間，左邊是母親河水色略黑代表智慧，右邊是父親河水色較白代表

方便，放眼望去清澈無比的河水左黑右白，碧藍碧綠美麗異常動人吸睛。

而且不丹人相信只要在兩條河流的交匯處，那必定就是神靈的居所，春

末夏初佛的聖境會開滿紫色的浪漫~藍花楹，淡紫色的花瓣散滿一地，與小橋流水相襯托，為普那卡

城堡增添了幾分童話味！美呆了♡♡♡傍晚享晚餐欣賞精彩【不丹歌舞表演】。 

   宿：普納卡 三星 Drubchhu Resort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助餐  晚餐：自助餐 

 

   D7莎希–普那卡–塔拉【168獨家隱藏版『卡莫沙約里亞』、不丹最美的隱
藏珍寶『山森朵琪拉康雅佛學院』、不丹最美的神河～能量豐滿-加持之旅】 

    今天享用早餐後，隨後前往世外桃源的卡莫沙約里亞，沿途我們將穿越

田野小溪吊橋，清風吹拂著稻田，聽著鳥兒鳴唱，牛兒向主人的撒嬌聲，

抬起頭遠遠的便可看見那結合傳統藝術光輝，非常精美的 Namgel佛塔 ，

建於 20世紀 90年代，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不丹王國專門為了世界和

平與福祉、眾生和諧的利益所建造的。這裡更是不丹攝影家天堂，最美

的拍攝秘境之一，是 NO1.的拍攝地點！當您登上佛塔，居高臨下，放

眼望去，絕對令您〝睛〞艷 ！九曲蜿蜒的河水，靜靜地流淌，穿梭綿

延在峰巒疊嶂的山谷之中，壯麗美景,盡收眼底，入心難忘！隨後前往

的地方是令人難忘，不丹王國最美的隱藏珍寶~山森朵琪拉康雅佛學院，

走進洛比薩山谷之中,讓人心靈寧靜，而這裡深藏著一座佛學院景觀位

置超棒，是修行的風水寶地，佛學院上建了尼式風格的佛塔，站在佛塔

高處，能俯瞰整個山谷美景。這裡的僧尼更是熱情洋溢、臉上總帶著像

花朵般燦爛的笑容，迎接我們的到訪，寺外看著他們有些比丘尼像天真

的孩子般玩著足球，有的在認真習經，還有些正在繪製唐卡、刺繡、紡

織，學習自力更生，這裡遺世獨立的蓮花秘境。除了 168幸福的貴賓們，

幾乎見不到遊客，所以大家可以發揮蓮花愛心，隨喜香油，佛祖會保佑

喔! 呵呵..其實這裡是不丹皇室專為比丘尼所蓋的修行禪院，寺裡供奉

著全不丹最大的觀音普薩高 14尺，還有蓮花生大士、佛祖、度母、無

量壽佛等。記得來參訪時別忘了順時針繞轉佛塔七圈，能為您帶來無比

的幸運與加持！隨後帶您前往神靈交會之處的〝不丹神河〞來一場能量豐滿，的激情饗宴，讓您盡

http://www.drubchhu.com/


情地享受親山近水、魚兒悠游、水鴨點點、鳥兒吟唱、飽覽最美麗的村莊、宗堡、山谷、明媚風光！

※ 如天候不佳、或冬天、則取消行程，【若有時間另擇日安排、若時間不足、另安排其他行程替代】。    

    宿：塔希 三星 Dala Resort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助餐  晚餐：自助餐 

 
  D8 (A)塔拉–富畢卡崗提–旺度【黑頸鶴保護區、崗提古寺、黑頸鶴博物館】  

   早餐後驅車前往  【Phobjikha黑頸鶴保護區】，體驗生命的原始與

最初，黑頸鶴生性非常敏感，只有在無光害地方棲息。在每年 10-11

月時，黑頸鶴會從青藏高原飛到這片谷地來築巢。當它們即將飛抵

這片谷地，與返回西藏之前，竟會先繞著崗提寺先盤旋 3圈再飛走，

這超級神鳥也太有靈性了，彷彿對這快樂王國不丹，為她們棲息地

所做的努力與保護，在表達著他們的感謝之情。而這裡冰川山谷的

黑色山脈，景色如畫優美靜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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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黑頸鶴的節日是在每年 11月 11日。此時的

富畢卡山谷的嘉年華會熱鬧非凡!孩子們會穿上黑頸鶴的服裝表演精

心設計的黑頸鶴舞蹈，和具特色的民俗面具舞，最美的季節。如時間

許可喜歡徒步的朋友，可安排 90 分鐘整個富畢卡山谷的短途徒步旅

行，走在被稱為"崗提自然觀光步道"，起點在 Gangteng Gonpa 的 Mani

石牆的北端，至 Khewa Lhakhang。享受森林浴後，前往參參觀 16世

紀建造的崗提寺 Gangtey，座落在富吉卡山谷的一個小山丘上的崗提

寺 Gangtey Goemba，佔據著富畢卡谷地（Phobjikha Valley）的最佳

位置，周圍綠樹環繞，環境清幽。是蓮花生大士唯一的一位不丹弟子

白瑪林巴（Pema Lingpa）曾預言此處會出現一座寺廟，而佛法將在此

弘揚。1613年，白瑪林巴轉世的吉色白瑪廷列（Gyalse Pema Thinly），

在此建造了這座寺廟，這是不丹西部的著名寧瑪派寺院，寺內部供有

白瑪林巴大伏藏師的舍利塔，和大量的精彩絕倫的唐卡和佛像，佛經

等聖物，現常住有兩百多位喇嘛在這裡學習和修行，宿舍編著號碼，

繞主殿四周而建，風景非常優美。寺廟附近有論壇經學院，吸引了不

少人到這裡學習長達 9年的佛學課程。經學院附近則是一所修道院，

一排白色的長形平房供僧人打坐修使用，靜坐的僧侶得在房子裡呆上

三年零三個月零三天，其間不得外出，餐食都是由其他僧人從外遞送，

十分艱苦。隨後參觀黑頸鶴博物館，讓您更了解黑頸鶴和富畢山谷保

護資料.你可以利用中心裡功能強大的望遠鏡或查閱一本叫”黑頸鶴習性圖鑒”的宣傳小冊子.如果

天氣多變, 你也可以逛逛手工藝品店,也可以在早 10點和下午 3點的時候看影片(費用是不丹幣: 

200努爾特魯姆).這裡也是生態旅遊者中心. 他們可以為你安排登山自行車租用事宜(700努爾特魯

姆/每天)、或有關當地生態系統的演講後，隨後經過一原始森林河谷、抵達中部王都。 

宿：旺度三星 Punatshangchhu cottages 早餐：飯店內  午餐：簡式自助餐  晚餐：簡式自助餐 

貼心提示:為把握雪山神湖顯像最佳季節，此日行程逢★10、12、1、2、3、4月出發，則改走(B)方案 

 ＊如遇路況坍方、修路、道路封閉、等情況，我社以安全為要，有權調整行程，則改回原(A)方案行程！ 

 

★D8 (B)普那卡–莎希【168獨家秘境-不丹的“香格里拉”深藏在雪山之中的 
   『莎希丹巴宗堡』、漫遊不丹國家森林公園、不丹神山之寶－塔希溫泉】 



享用早餐後，今天要準備前往不丹國家森林公園，4316平方公里，這

裡也是不丹與西藏的 “茶馬古道”因為中國與西藏並無邦交，以正常

渠道是無法前往西藏的、所以有些不丹高山牧民會在邊界之處，與西藏

有以物易物的交流另類〝絲路〞這裡更盛產蟲草，海拔 1500-7000米，

在原始森林之中棲息著世界瀕危保護動物，有不丹國寶羚牛、紅熊貓、

雪豹、孟加拉虎、和喜馬拉雅熊，這裡更是世界著名的登山徒步路線之

一，沿途被壯麗山脈冰川擁抱、雪山氂牛陪伴、景色優美，不過我們不

能走進保護區，那可能成了保護動物們的獵物了... 呵呵！我們在森林

步道輕鬆地漫步一下，運氣好的畫還有機會能見到太陽鳥、畫眉等許多

珍奇異鳥，享受著原始森林的芬多精，特別讓人心曠神怡！隨後前往享

用午餐後，準備徒步前往探訪不丹的秘境“香格里拉”深藏在雪山之中

的【莎希丹巴宗堡】遺世獨立，隱匿在莽莽群山之間，但卻是不丹地理

位置最重要的雄偉要塞，天氣晴朗時將可見到巍峨的不丹〝康巴神山〞

壯闊雄偉，令人震撼不已，若能得到神山召見，請記得祈願敬拜，不丹

人相信，神山有靈，會庇佑您心想事成、幸福吉祥，總之有拜有保佑喔! 

神奇的是，莎希丹巴宗堡曾多次受祝融之災，但宗內所珍藏著一路從西

藏跟隨著不丹國父夏宗，前來不丹的綿羊的骨架、與馬鞍卻都逃過大火，

至今都完好保存著。參觀後下山前往當地非常馳名的神山之寶的－塔希

溫泉，著名的藥性，據說可以治癒骨折，背痛，關節炎等。今天在山林

徒步多時，若感覺雙腳痠痛，可以在此泡泡腳，享受最純天然的足浴

spa，讓您瞬間消除疲勞，雙足完若新生喔！泡完湯酒店享用晚餐。 

   宿：莎希 三星 Taxi Resort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助餐  晚餐：自助餐 

 
D9 旺度-巴羅【旺度、多珠拉山口、108凱旋佛塔、Uma五星飯店下午茶】 
享受一個悠閒的早晨，今天返回巴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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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利拉(Pele La Pass)(330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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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途經“旺度波德朗堡”（ Wangd

ue Phodrang Dzong），傳說人們在選址時，看到四隻烏鴉分

別飛向四方，即被視為佛教遠播四方的吉兆，便定址於此。

不丹現存的幾個比較古老的宗之一 , 也各大宗裡面目前維護

和修繕最少的一個。建於 17 世紀，可遠眺拍照，是一座具有

政治意義的城堡。距普那卡 21 公里，是在通往不丹中心長長

的高速公路前最後一個鎮。它小但乾淨。石板、石刻品還有

竹製品都很出名。旺度波德  朗宗也是每年秋季旺度波德朗戒

楚節的舉辦地。欣賞不丹不可錯過的七大景之二~【多珠拉山口】(Do

chu la pass) 這裡是觀賞不丹境內綿延不絕的喜馬拉雅山脈，最好的觀

景台，尤其是春、秋氣最好的季節，晴朗時翻越海拔 3140米，站在“多

珠拉山口” 迎著山谷來的微風， 可眺望喜瑪拉雅山脈周圍七千多公尺

高的山峰壯麗之景色，與遠處那古老的村莊及清新的河流，旅遊的疲累

全被這迷人的景色所代替，山口並矗立著一百零八座佛塔。稱為凱旋佛



塔（Victory Chorten），是不丹四世國王的皇后，三年前因國王親自領軍

清掃邊境民兵（來自印度的分離主義者），為其祈福而起造。今天下午 16

8為您精心安排前往~曾舉辦〝劉嘉玲與梁朝偉〞世紀婚禮的『烏瑪飯店』

享用陽光森林下午茶，一眼望去那美麗的谷地風光 陽光森林田園 那真的

是浪漫享受啊!坐在餐廳內聽著那沉靜悠揚的藏族音樂，與飄散在空氣中

無比清新芬芳的香氣讓人全身放鬆，這可是烏瑪飯店獨家自製栽植萃取的

純天然精油，您可以當成伴手禮買回去保證大受歡迎~喔真的粉棒! 

宿：巴羅 準四星 Tashi Namgay Resort或同級 早餐：飯店  含 午餐：

含 晚餐：(不丹風味餐或自助餐) 

貼心提示:烏瑪下午茶若遇飯店滿房、餐廳無法接待，則安排沿途【烏瑪酒店系列、或其他同級酒

店下午茶，也有機會幸運升等、艾美、超五星阿曼、泰姬扎西酒店享用喔！】    

 

D10 巴羅【蓮花生大師降魔的世界十大奇寺-虎穴寺、不丹人的 SPA-熱石浴】 
今日安排參觀一個會讓您相信那充滿神奇傳說，與不可思議能量的

世界十大佛寺，『虎穴寺 Tiger Nest』除了祂神乎奇蹟的矗立在懸

岩之上，根本讓人難以想像是人力所為，不丹最重要的寺廟【虎穴

寺 Tiger Nest】，相傳 8世紀時蓮花生大師騎著飛虎從西藏欲返印

度時經過此地，發現惡魔作祟，大師顯現八變之一的忿怒尊相化身，

為金剛多羅 Dorje Droloe降臨在山壁岩洞中，在山洞內閉關三個

月成功降妖伏魔並弘法安撫了當地的邪惡勢力，使之成為一方淨土。

虎穴寺剛好是惡魔的頭，因此蓮師選擇此地閉關以之；這裡也是蓮

師把佛教思想傳入不丹的起點。虎穴寺建在海拔 3100公尺高的塔

克山峭壁上，令人讚古人建築之浩大，1684年信眾在蓮師閉關的冥

想洞附近修建主廟 1694年完工，是不丹最重要的建築！ 蓮花生大

師是藏傳佛教的開基祖師，藏人視大師為阿彌陀佛之化身、觀世音

之法語、諸佛之心意，是「身語意」三者之結合，並尊稱為「咕嚕

仁波切」。登上虎穴上能讓您能量充滿，電能不散，非常殊勝是所

有佛教徒一輩子嚮往的朝聖之地。下山後安排您體驗不丹天然 spa 

熱石浴喔!一顆顆沸騰的石頭，嘩啦啦滑進浴池通體舒暢，甚麼疲

勞疼痛都沒啦超舒服! 記得要帶泳褲泳衣 ,熱石浴是傳統的不丹熱水澡，把山上的礦石在火堆裡燒熱

以後放進木頭澡盆加熱，加上不丹藥草，就像煮一鍋原住民石頭湯一樣，礦石中的微量元素和藥草能

夠幫助舒解疲勞，舒筋活，泡完湯後我要大聲的說:不丹熱石浴是天堂的入口。惟一需要提醒的是，

熱石浴的水溫是緩慢升高的，千萬不能讓服務生投入太多熱石，否則泡浴半小時，不知不覺你就熟啦。 

宿：巴羅 準四星 Tashi Namgay 或同級  早餐：飯店  午餐：含  晚餐：(不丹風味餐或亞洲料理) 

 
D11巴羅/曼谷 或 巴羅/曼谷/桃園機場  
參考航班 B3700 10:15-15:55 或 B3700 10:15-15:55+TG636 17:40-22:20 

宿：搭乘華航或長榮，則安排(泰國過境旅館入住)。若搭乘泰航，則當天直接轉機回到甜蜜的家。     

 

D12曼谷/桃園機場 參考航班 BR212 12:20-17:10 或 CI834 11:15-15:55 

帶著幸福滿滿~快樂不丹的美麗回憶 回到六星級甜蜜的家! 

 

http://www.tripadvisor.com.tw/Hotel_Review-g321541-d1568275-Reviews-Tashi_Namgay_Resort-Paro_Paro_District.html
http://www.tripadvisor.com.tw/Hotel_Review-g321541-d1568275-Reviews-Tashi_Namgay_Resort-Paro_Paro_District.html


☆☆☆☆☆ 提示 ☆☆☆☆☆ 

 以上行程與航班僅供參考，最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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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

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

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與不丹外站，保有變更班機、

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更多精彩介紹歡迎上『不丹印象』粉絲網喔!  

https://www.facebook.com/168bhutan?ref=bookmarks 

『不丹印象』 歡慶策秋幸福之旅 精彩寫真~與您分享 !  

https://get.google.com/albumarchive/109866449844764203800/album/AF1QipOFIeNKhNBh6LuG

ep3mdo6sKCMVuGSEB791ChPs 

 

『不丹印象』孫董專訪－非凡新聞報導-帶您歡慶不丹嘉年華會【策秋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CmGos6JMcQ 

 

 

出團日期 : 2019年∥2月 1日(新年 9天連假)∥2月 9.10.11(普納卡策秋)∥3月 29 (六天連假)∥   

∥3月 8.12.16.17.18.20日(帕羅策秋)桃花盛宴∥4月 5.12.19.26日花季∥5月 3.10.17日藍紫楹

盛開，絕美綺麗∥6月 7.14.21∥7/5.12.19.26∥8月 9.16(松茸節)∥9月 6.13.20.27日∥9月 29.30

日+10月 1.2.3.5 (廷布策秋大典)秋色美景∥11月 5日(黑頸鶴節)、17.24∥12月 6.13.20.27日∥

2020年 1月 3.10.17∥2月 7.14.21∥3月 6.13.20.27桃花∥★逢每周五出發，只須請 6天假期喔! ∥ 

 

豪 華 等 : 團費：NT$ 14,3000元 /人 ； 浪 漫 等： 團費：NT$ 148,000元 /人 

預購優惠：180天 減 5000 ；179~90天 減 4000 ； 89~60天 減 3000 ； 59~30天 減 2000 

 ★淡季優惠：每逢 6.7.8.12.1.2.月份出發，團費可再減 7,000 元  

 ★淡季優惠，可合併享早鳥預購優惠方案，最高優惠 12,000 元！  

 ★以上報價 以 16人計算。如兩人成行 或(小包團)，或另安排其他住宿，歡迎來電洽詢!  

  

費用包含及服務標準如下： 

1關於交通：  

機  票：桃園-泰國-桃園+泰國-帕羅-泰國 全程四段機票 以上航班參考暫定 

旅遊車：(不丹)全程用車為旅遊車（TOYOTA、韓國現代）  

2關於住宿：(常用酒店一覽表以下酒店均可點入飯店名稱鏈接欣賞參閱)  不丹遊知識寶庫                                                                                                      

A.豪華等:(帕羅 Tashi Namgay準四星)、(廷布 Jumolhari Hotel準四星)、(普納卡 Drubchhu Resort

三星)、(崗提 Dewachen hotel滿天星)、通薩(Yangkhil Resort三星)或同級。搭乘長榮包含(回程一

晚過境旅館 H5 或同級)。 

B.浪漫等:168獨家精選推薦-這間酒店祇接待歐美人士，幾乎看不到華人，酒店設計很蜜月風，又在

http://www.facebook.com/168play
http://www.168tibet.com/world/bc.doc
https://www.facebook.com/168bhutan?ref=bookmarks
https://get.google.com/albumarchive/109866449844764203800/album/AF1QipOFIeNKhNBh6LuGep3mdo6sKCMVuGSEB791Ch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CmGos6JMcQ
https://www.facebook.com/168bhutan
http://www.tripadvisor.com.tw/Hotel_Review-g321541-d1568275-Reviews-Tashi_Namgay_Resort-Paro_Paro_District.html
http://www.hoteljumolhari.com/index.html
http://www.drubchhu.com/
http://www.drubchhu.com/
http://www.dewachenhotel.com/
http://www.hotel.bt/hotels-in-trongsa/yangkhil-resort/
http://www.h5luxuryhotel.com/
http://www.h5luxuryhotel.com/


市中心 逛街很棒! (廷布 Hotel DRUK) 或 (Ariya Hotel)準五星級酒店資料可以點及下列連結欣賞

參閱 https://www.facebook.com/168play/posts/1047326998616415 

3 關於用餐：早餐均在酒店享用、午、晚餐旅遊局指定餐廳 

4 關於門票：所列各景點門票  

5關於導遊：不丹段全程優秀英文導遊服務。 

6關於保險：我社提供旅行社伍佰萬旅遊險+意外險。 

7.機場燃油費：6500元、機建稅 

8.關於簽證：不丹簽證 US40美金。  

 

★費用不含:個人消費如酒水、長途電話、騎馬、行李小費，司機導遊小費：（每天 300元/人） 

【註】因不丹國天候狀況特殊，常會導致班機延誤或停飛，故要進出不丹國最好有轉機地的國家簽證。       

泰國可落地簽。上述費用不含護照、泰國簽證 1200 元，及行程外特殊衍生費用 (如曼谷住宿費用)。 

 

注意事項： 

1. 訂金：NT70,000元(此為不丹旅遊作業費用，如指定更高房型另計 )，(機票開立無退票價值)。 

2. 不丹簽證所需資料：彩色護照掃描檔(六個月內效期)。不丹旅遊局規定入境旅客，並須先繳

付團費稅項，由酒店或旅行社代辦入境簽證，需時約三星期至三個月。泰簽資料 :

護照 +身分證影本 +2 吋彩照半年內，申辦資料請點入參考。  

 

3. 如行程確定能符合您的需求，請及早報名可享早鳥優惠，由於本團屆逢策秋大典期間，並且不丹

為幽谷秘境，房少，機位更加少，所以即將額滿關團~請把握喔！『不丹印象』將最精華秘境匯集，

豐富精彩，深入香格里拉核心景區，與安排令您驚喜的〝隱藏版活動〞行程，更加殊勝吉祥不丹之旅！  

   

  

https://www.facebook.com/168play/posts/1047326998616415
http://www.ariyabhutan.com/
http://www.168play.com/bhutan/bkkvisa.pdf
http://www.168play.com/bhutan/bkkvisa.pdf
http://www.168play.com/bhutan/bkkvis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