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種類：深入後藏阿里地區(珠峰大本營、阿里環線、當惹雍措)16天 

旅行社名稱：發現者旅行社 

西藏旅行社名稱：西藏世紀國際旅行社 

臺灣領隊姓名：李茂榮總經理  

西藏嚮導：頓堆 

團隊人員：12人 

隨隊醫生：1人 

吉普車隊：5輛、司機師傅5人。 



發現者旅行社行程引言─西藏這裡有豐富的文化、
感性的風土、純樸的民情，到目前還保存豐富的吐
番古國文化，沿途數以千計的馬泥堆、經幡旗、寺
廟內泛黃的堆繡、唐卡及各寺廟的淵源與典故…等，
達賴、班禪與活佛如何轉世？世代的關係又是如何？
什麼叫作藏傳佛教？又何謂寧瑪巴、薩迦巴、噶舉
巴及格魯巴？他們各顯現的教義又是那些？在藏傳
佛教中各傳承什麼？這些數不盡、看不完的西藏文
化與特殊風土民情，都將會詳細的為您安排 參觀，
喜愛探索的您一定會喜歡 ，相信 也只有這種行程，
才可以讓您不虛此行，深入堂奧、如獲至寶。 



行程介紹及安排： 
第一天（5/19）桃園／重慶 
今日17：00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客機直飛重慶（距離約1800公里）
飛行時間約2小時40分鐘，22：40許抵達重慶江北T3機場，23：50入住華晨國際大酒店
休息先做入藏前的各項準備，以方便隔天一早飛往西藏。 
 
 
第二天（5/20）重慶／拉薩（距離約1200公里） 
早上10：56華晨國際大酒店出發，14：10搭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客機飛往雪域高原西藏
自治區（距離約1200公里），飛行時間約2小時，17：00我們抵達西藏貢嘎機場海拔為 
3,600公尺，步出機場的同時，我們將接受當地導遊頓堆拉獻上藏族祝福的哈達，歡迎大
家的到來，隨後搭車前往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拉薩素有『日光城』、『聖地』之稱，是
西藏的首府，在前往拉薩市的途中，我們將沿著雅魯藏布江，一路伴隨著巍峨高山，輕鬆
抵達【聖城拉薩】，於18：50抵達今晚入住之香格里拉大酒店，領隊李大哥及導遊頓堆
拉，告知我們必須要休息，以利適應當地高度避免高原反應，晚餐就在酒店內享用，排場
非常的大，李大哥表示先禮後兵，把大家的嘴先塞住，避免往後的行程大家有所抱怨（其
實李大哥與頓堆拉真的非常費心的安排，我想他是多慮了）。 
飯後我們怎麼可能靜的下來，與水餃哥步行前往布達拉宮拍夜景，水餃哥是第二次到西藏
旅遊，熟門熟路的帶我前往，步行在拉薩市的街道，慢慢的感受當地的人、事、地、物，
一切都像是在作夢，約20分鐘當我站在布達拉宮前對面的廣場，靜靜的觀賞夜晚的布達拉
宮，它給旅人們心中充滿了安定的力量！ 















第三天（5/21）拉薩市區觀光(布達拉宮、大昭寺及八廓街) 
本日前往參訪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宮殿、城堡及寺院於一體的建築群－布達拉宮
參觀，布達拉宮分為紅宮和白宮兩部份，各自從事佛教和政治活動。 
布達拉宮位在拉薩市西北的瑪希日山上，是公元７世紀時，吐蕃讚普（藏王）松
讚幹布與唐聯姻，為迎娶文成公主，在此首建宮室，是藏漢團結的象徵。後為歷
代達賴喇嘛的冬宮。到公元１７世紀中葉，五世達賴阿旺洛桑加措受清朝冊封後，
取代了藏王的統治地位。 
 
因為時間安排的關係（團體要事先預約）故先前往布達拉宮對面的廣場散步並拍
照，李大哥第一次開直播，分享並讓我們能跟FB上的好朋友們打招呼，接著排隊
進入參觀，進入前的安檢工作超級嚴格，為了安全真的可算做到了滴水不漏。 
 
對於藏傳佛教一點都不懂的我而言，聽導遊頓堆拉解說時我有點鴨子聽雷（怪我
行前沒認真對藏傳佛教進行了解），在有聽沒有懂情形下，只能勉強認真聽其解
說及參觀寺內各種壁畫與佛像雕塑，不過能在這麼俱有歷史地位的地方參觀真的
要珍惜！ 
 
 
 
 



 
午餐就在附近的印度餐館（名字未記）用餐，對於菜色沒有太多的記憶，餐畢隨
即前往參觀建於七世紀的大昭寺，大昭寺是西藏的佛教中心和藏傳佛教信徒心中
的聖地，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佛教徒，從遙遠的家鄉前來朝拜。 
在寺外大門看著磕著長頭的民眾及非常多口中唸唸有詞轉經的老人，虔誠的讓人
非常動容，多數還帶著孫兒一起，親眼所見對於藏民的精神感到佩服。 
大昭寺在西藏的佛寺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一切宗教盛典都在這裡舉行，大殿
正中供文成公主從長安帶來的釋迦牟尼１２歲時鍍金銅像，另有壁畫約４４０平
方米，其中《文成公主進藏圖》、《大昭寺修建圖》，不僅是藝術珍品，而且是
珍貴的文史資料。 
寺內的公主柳據傳為文成公主手植，有１３００多歲了，藏胞視為神物，精心保
護，寺內還有唐蕃會盟碑等珍貴文物。 
 
自由活動時間，繼續前往與大昭寺僅一牆之隔的八廓街（又稱八角街）閒逛，八
廓街是拉薩最古老的街道，也是朝聖者的轉經路，亦是遊客駐足購買紀念品的地
方，非常熱鬧。 
利用參觀八廓街活動時間，找到郵政局將先前購買的明信片貼好郵票，寄給了最
親愛的家人及朋友，先寄3張，其他的到珠峰大本營再寄（可惜遇到西藏的傳統
節日『薩嘎達瓦節』世界最高的郵局未開，後續如何寄出，另再說明） 
 
晚餐在當地的餐館（名字未記），菜色不輸飯店，今晚同樣入住香格里拉大酒店 
 
 

































第四天（5/22）拉薩－江孜－日喀則 
今天我們改搭乘三人一部吉普車，搭配司機（統稱師傅）開始進行12天5000公里的後藏
阿里環線長征！ 
早餐後，分配好車輛我、水餃哥及毛大哥共乘由李師傅駕駛編號5號吉普車，前往日喀則，
途中我們經過曲水大橋，沿途欣賞雅魯藏布江最美的景觀，離開拉薩後登上海拔4768公
尺岡巴拉山口，從山口上遠眺西藏的三大聖湖之ㄧ【羊卓雍措】，天氣非常好，得以讓我
們一窺羊卓雍措的美！美景讓我們流連忘返，李大哥第二次開直播，大家都高興的向FB上
的朋友打招呼，依依不捨的我們順著羊卓雍措的湖邊前往江孜及日喀則。 
 
午餐於一小鄉鎮享用（未記鄉鎮及店名）之後我們抵達卡惹拉冰川，卡惹拉冰川是世界上
距離公路最近的冰川之一，遠眺非常壯觀，但是由於地球暖化的關係，目前已經在消退當
中，也許在未來的十年中，可能消退到雪線的位置！ 
這個風景區有穿著藏服的藏族姑娘可拍照一次10元可以隨意拍攝不限次數張數，另外也有
販賣藝術品的小攤，非常熱鬧！（在風景區買東西或拍照一定要問清楚價格再行動，避免
爭議發生） 
 
下午抵達江孜縣城，首先遠眺【宗山砲台】(宗山砲台我們只有遠眺，不登頂！) １９０４
年，英帝國主義侵略軍６００人佔領崗巴宗，同時從亞東向北入侵江孜，在宗山受到江孜
軍民的拼死抵抗。江孜人民在宗山上築起炮臺，用土炮、土槍、“烏耳朵”、刀劍、梭標
和弓箭與入侵之敵展開了英勇的血戰，戰鬥持續了８個月之久，，在１９０４年５月上旬
的一個晚上，千餘軍民偷襲英軍兵營，幾乎把以榮赫鵬為首的竊據江孜的英軍全部消滅。
６月，英軍派來了援軍，用大炮狂轟宗山炮臺。不幸，堡壘中的火藥庫為英軍炮火擊中而
爆炸。江孜軍民在最後關頭，仍用石頭居高臨下，拼死抵抗，堅持了３天３夜。所有勇士
寧死不屈，跳崖殉國，寫下了光輝而悲壯的篇章。 



 
接著前往顯密雙修最重要的道場【白居寺】、【白居寺塔】，白居寺已有五百多年歷史，
最奇特的是有數個不同教派（白教、紅教、黃教及蕯迦教）在同一個寺廟裡，白居寺的白
居寺塔又稱萬佛塔，是一座具有尼泊爾、藏族、漢族建築風格的佛塔，塔內有十萬佛像，
是一座藝術寶窟。 
 
我們少數的4-5位團員，沿著樓層繞著佛塔參觀為數聚多的佛像壁畫與佛像雕塑，對於這
些歷史悠久且保存下來的大量佛教文物，印象深刻！ 
 
隨後前往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則，路上我們順便會參觀藏族的糌粑水力磨舫，利用水的力
量，非常聰明！ 
 
晚餐：於日喀則市區內餐館（未記名字），菜色不錯。 
 
晚上前往酒店旁超市逛逛購買水果，超市一點都不輸臺灣超市。 
 
今晚入住：喬穆朗宗酒店， 

























第五天（5/23）日喀則－協格爾－絨布寺(海拔5,200公尺) 
  
今天我們前往後藏地區主要的景區，世界著名的珠峰大本營，這是人類極限的挑
戰區域，也是大家讚賞的境地－真正的地球第三極地，沿途經過珠峰99彎道及通
過5248米的嘉措拉山口，由山口遠眺由珠穆朗瑪峰（8844公尺）、馬卡魯峰
（8463公尺）、卓奧友峰（8201公尺）及洛子峰（8516公尺）等8000米以上
的群峰一字排開，在藍天白雲襯托下蔚為壯觀，讓我們印象深刻！ 
 
通過珠穆朗瑪國家公園牌坊（旁邊另設立珠穆朗瑪北大門石碑），一路朝大本營
方向奔馳，可惜我們這次只能抵達絨布寺附近的帳蓬營區，因為薩嘎達瓦節的關
係，當地政府關閉了珠峰大本營的基地營地，我們只能由帳蓬營區儘可能朝離珠
峰最近的距離前進，附近有一條因珠峰溶化雪水所形成的河流，我也品嚐了河流
中的雪水（因水流關係夾帶了一些石灰），順著河流一路欣賞世界第一高峰的美
景，真的非常感動，一直到達最後管制點，我與水餃哥在管制點附近拍照、錄影，
一直到其他團員前來找尋告知要返回，才依依不捨的離開，接著我們前往世界上
海拔第一高的寺廟─絨布寺參觀，對於寺廟外大批髦牛（協助登珠峰的登山客運
送物資至第一基地營）印象深刻，自己真的不敢相信已站在海拔5200公尺的地
方，還要住宿在絨布寺旁的招待所。 
 



 
站在招待所或絨布寺前的任何一個地點，都可以拍攝及觀賞珠穆朗瑪峰，因為天
氣真的太好，珠穆朗瑪峰非常完整的呈現在面前，讓我們備感幸福，晚餐在招待
所內享用，只有雞蛋麵及炒麵，由招待所內餐廳的窗戶即可觀賞珠穆朗瑪峰，可
以不用吹著寒風到外面，真的非常幸福，這個餐廳有在電視節目中出現及介紹過，
而我現在就坐在餐廳內，一切的一切都太難相信了，讓我非常的滿足！ 
 
今天招待所有巧遇另外一批由義大利騎越野車橫越歐亞抵達珠峰的重機車隊，人
數多達30人以上，讓小小的招待所非常熱鬧，我與領隊李大哥聊天到晚上11點
多，原本要等到凌晨1點與水餃哥一起去拍星空，但因夜晚雲層太厚，月亮又太
圓、太亮影響到星空，水餃哥取消拍攝計劃，我大概是因為今天走太多路、太興
奮，讓自己有輕微的高原反應，睡的時候品質不是很好，這也是來西藏睡的最不
好一晚。 

































第六天（5/24）絨布寺－老定日－希夏邦馬峰自然保護區－佩古措(4610 M)－薩嘎(海拔
4,300公尺) (341公里)－仲巴(200公里)－帕羊 
雖然昨晚睡的不是很好，但還是強打精神，起床吃早餐，今天天氣依然非常的好，但一早
即遭一輛貨車發動著引擎的油煙，搞的頭更疼，趕緊離開房間，前往戶外呼吸新鮮空氣！ 
 
早餐後依依不捨的離開絨布寺招待所，我們沿老路（就是土路）往老定日走，今天早上因
為昨日睡眠品質不好，造成精神狀況不佳，沿途路況雖然不佳，我也沒有太在乎，一路一
直睡，甚至可以說到了昏睡的狀態！ 
 
下午精神恢復，沿線這一路人煙極少，來往車輛也看不到幾台，可說是真正的藏地本色。
沿途經過佩古措，一座路邊的高原湖泊，還可眺望希夏邦馬峰(藏語「希夏邦馬」，意為
「氣候嚴酷」，舊稱高僧贊峰，位於西藏自治區聶拉木縣境內)，海拔8013M，是世界上
l4座8000 M級高峰中的最後一位，也是唯一的一座完全在中國境內的8000 M級山峰。 
 
抵達薩嘎縣加滿油之後，我們將沿著219國道，順著雅魯藏布江流域上游，進入阿里地區
走向西藏文明之源，也就是即將進入神秘阿里地區，但此路段將會是美景處處，晚間抵達
帕羊鎮。 
 
阿里地區在古格王國時期，有著名的三圍之稱，也就是：日土(湖泊圍繞的地方)、 札達(土
林圍繞的地方)、普蘭(雪山圍繞的地方)。 
 
晚上入住：驛站中心酒店 









第七天（5/25）帕羊－馬攸木拉海拔5242M－巴嘎－普蘭 
 
帕羊鎮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鎮，海拔4,700公尺！早餐後沿著219國道往西前行，
沿路瀏覽雪山、湖泊、原野風光。我們將搭車前往參觀藏族心目中三大聖湖之一
的瑪旁雍措－【瑪旁雍措】海拔4,587M，在湖邊可以仰望納木那尼峰(海拔高
7,694公尺)，在西藏每座聖湖都有座對映的神山，景色真的很漂亮！ 
 
聖湖瑪旁雍措與岡仁波齊神山齊名，為眾教徒所崇拜，該湖面積412平方公里，
湖水最深處為77公尺，以它的美、大、深及海拔高度，瑪旁雍措在西藏高原的眾
湖中，還稱不上【之最】，但其神、其名，都將使得眾湖都退讓三分，它也是印
度河和狼楚河的發源地，站在瑪旁雍措的湖邊遠眺岡仁波齊神山，真有如人間仙
境的美麗。 
 
抵達瑪旁雍措時，剛好遇到藏民發動全村的人，到瑪旁雍措觀景臺進行周遭清理
及撿拾垃圾活動，一次能看到這麼多的藏民，為著同一件事情在努力，真是讓人
感動！ 
 
隨後前往普蘭縣城，沿途順著喜瑪拉雅山脈（東西長2400多公里，南北寬200—
300公里）來到普蘭縣城這裡是西藏與尼泊爾一口岸，雖然是小小的縣城，但這
裡是尼泊爾的信徒前來神山朝拜的一處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地標，被喻為雪山環
繞的地方。 
 



 
抵達後李大哥無線電通報，請大家準備登山杖，將前往參觀孔雀王國的遺址，大
家非常認真的以為要走路上山，由山下走到孔雀王國的遺址，應該有4-5公里雖
然是緩坡，但走起來可能有些人會昏倒，沿途路況不好，塵土飛揚，還好李大哥
是開玩笑的。 
 
孔雀王國的遺址僅剩斷垣殘壁，遺址上建有香柏林寺，由高處向下看可飽覽整個
普蘭縣城及孔雀河，景色非常壯觀，四周又有喜瑪拉雅山脈環繞，普蘭縣不愧是
雪山圍繞的地方。 
 
還記得我準備的明信片嗎？今天就在普蘭縣把它給寄出去，其實沿途都一真注意
是否有郵筒，李大哥建議抵達阿里地區再寄，今天進入阿里地區第一站，所以趕
緊將明信片寄出，可惜匆忙中忘了拍照留存（大陸地區常有有可能，將寄的明信
片搞不見），謝謝同團佩君的陪伴，才能順利寄出，一共寄給了6位親朋好友，
儘請期待！ 
 
晚上入住：喜馬拉雅普蘭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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