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天（5/26）普蘭－塔欽【吉烏寺海拔4650M、拉昂措海拔4573M】 
 
今日早上前往參觀科迦寺，旅行社的李大哥非常貼心的安排了當地穿著傳統服飾居民與我
們合影，而且還獻上青稞酒，讓大家都感到無比的興奮。 
因為先有科迦寺後有托林寺，有托林寺才有阿底峽大師，有阿底峽大師才有西藏的藏傳佛
教的後宏期，所以就可以瞭解科迦寺的重要性了。 
 
隨後我們搭車返回並前往拉昴措參觀，人們稱拉昴措為【鬼湖】，因為它的湖水人畜不能
飲用，而且人們經常在湖面上遭遇厄運，故人們總是對它耿耿於懷，抵達時湖邊，為數聚
多的海鷗在湖面上休憩，6車師傅拿了些餅乾餵食，海鷗爭相搶食的畫面，非常壯觀，午
餐就在離湖邊不遠的地方享用，因地處偏僻只能以簡單的雞蛋麵及炒飯解決。 
 
期間頓堆拉還利用青稞粉加酥油茶，用手將分粉與茶水攪拌在一起，捏成團就形成糌粑，
分給大家品嘗。 
 
吃完午餐就前往附近參觀蓮花生大師修行洞的吉烏寺，因為不遠我與水餃哥就用步行的前
往，雖說不遠也不高但走起來也不輕鬆，必竟我們都位處海拔4000以上的地方，吉烏寺
視野非常棒，周遭未有阻擋，是個觀景的好地方。 
 
前往塔欽途中我們經過219國道1314的公里的石頭路樁，這在臺灣不可能會有的，1314
公里好遠哦！ 
 
 



今晚我們將入住岡仁波齊神山山腳下－塔欽，並安排搭乘環保車進到塔欽大旗桿，觀看轉
山入山口處，並來到岡仁波齊神山的前面，此時也是我們離岡仁波齊神山最近的地方。 
 
岡仁波齊神山祂是岡底斯山脈之主峰，海拔6656公尺，從文化角度來看，它是精神之山
也是文化之山；岡仁波齊歷經數千年來，青康藏高原與南亞次大陸的文化，不斷累積而成
一特有的文化。數以億計的教徒虔信它為世界的中心，因此迄今孕育四種宗教：印度教、
耆那教、苯教和佛教。也因此岡仁波齊是這四種宗教的萬神殿，而岡仁波齊山對藏民而言，
在諸多『神山』中尤為神聖，它的海拔高度雖然不是最高的，但覆蓋山頭的冰雪，加上虔
誠的教徒信仰者的各種禁忌與傳說，使它披上一層神秘面紗。 
 
據說轉岡仁波齊山一圈，可以洗清輪迴中的罪業，轉十圈可以洗清這一生的所犯的罪業，
轉百圈的話，今生可以成佛，而在馬年(午馬)轉山一圈，就等於轉了十三圈，這一說法源
於時輪經－釋迦牟尼誕生於馬年，每逢馬年各方的菩薩神靈，人神都匯集於此，真是熱鬧
隆重非凡。 
 
轉岡仁波齊山一圈大約五十八公里，徒步一般是二到三天時間，沿途道路崎嶇不平，飲食
也只能是簡單的的食品充饑，虔誠的信徒在轉山時，是三步一長叩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心
願；也有更虔誠的從青海、甘肅等地來的信徒，從當地就長磕首來到此地者。 
 



 
搭乘環保車的時候，我與水餃哥以為是要搭電動車，結果沒想到還是普通的中巴，想不懂
這樣也可以叫環保車，全程40分鐘，逾時要罰2倍的車資，所以速戰速決，因為遇到薩嘎
達瓦節且過二天也是岡仁波齊山開山節，所以有大批的維安人員進駐，塔欽大旗桿也清理
的非常整齊，站在岡仁波齊山腳下，已經可以感受到神山的氣勢。 
 
李大哥說來西藏沒到過阿里地區，不算是來過西藏，到過阿里地區沒參加轉山，不算是到
過阿里，看來下次還是要再來一次，呵呵！ 
 
晚餐就在塔欽的重慶飯館享用，餐前與佩君好奇的前往塔欽郵政局看看，發現沒開門，正
要離開時，負責人回來了，還是一位年輕人，參觀郵局內部都是新的設備，負責人說才新
設立沒多久，我們買了許多的觀光紀念明信片，蓋上特別的紀念郵戳，郵局因我們參觀後，
又進來許多人，看來無法休息了！ 
 
夜晚入住：岡仁波齊大酒店 

















第九天（5/27）塔欽－札達(海拔3850公尺)【皮央石窟】 
 
今日我們將前往札達縣城，路途中巧遇一戶放牧氂牛及羊的藏民，羊及氂牛的數
量算很龐大，大家紛紛下車與氂牛及羊拍照，如果再晚一定，牧民就將羊及氂牛
趕到牧場去了，所以我們算非常幸運！ 
 
中午時抵達皮央石窟，先前往附近藏民家中享用午餐（泡麵），餐後立即前往參
觀皮央石窟群，阿里的皮央石窟被譽為敦煌第二，也是近代所發現當地最壯觀的
佛教石窟群，真的非常壯觀，皮央石窟位於札達縣城以北約40公里處，係一處由
寺院建築、城堡遺址與石窟群組成的規模宏大的佛教遺跡。 
 
皮央石窟群的東面，殘存格林塘佛寺遺址，其西面的斷崖之上，頂部建有寺院與
城堡，谷底與山崖的中腰開鑿石窟，現存洞窟的實際數目可能接近一千座，由於
範圍相當的廣泛，可以看出比古格王朝遺址還壯觀，但是也因為還沒有修復，所
以顯得比較殘破不堪，但也更有那份原真與自然的古樸。 
 





















第十天（5/28）札達【古格王朝遺址】－塔欽 
 
今日的行程是要前往古格王國參觀，古格王國位於海拔3900米，總面積達72萬平方米，
古格王國建於公元十世紀中葉，亡於十七世紀初葉，古格王國不知什麼原因，在三百多年
前突然消失。它的歷史也被隱藏在迷霧中，而顯為人知，因此人們也稱它為天上的神秘王
國。 
 
遺址主要坐落在一坐高約200米的山上，留有約300餘間房屋，窯洞三百餘孔，主要建築
分為宮殿、宗教建築、一般民宅和軍事設施。據稱該古格王國未滅亡前，王宮下寺廟林立、
喇嘛僧眾達萬人之多。然王朝滅亡之後，有如大廈傾倒般，猴孫四散，再加上戰爭及後期
的破壞因素，雖然政府已撥款數十萬元修復，但仍難復以往的雄姿。 
 
在古格王宮遺址的最高處，可遙望象泉河對岸，那些如列隊遠去的壯士兵馬俑般的土林山
族，俯看山後垂直而下的深谷，我們走在這歷史遺址中，這麼大的主體，易守難攻，非常
多的通道，居高臨下，視野廣闊，真的不得不佩服前人設址的智慧，除了珠峰大本營外這
是我最喜歡的行程之一。 
 
晚上我們又回到塔欽，前往另一間餐廳用餐，用餐中外頭開始下雪，西藏的天氣真的是一
日有四季，餐後漫步回酒店，途經郵政局再次進入打招呼，真的非常有緣份！ 
 
晚上入住：岡仁波齊大酒店 

















第十一天（5/29）塔欽－亞熱鄉－仁多鄉 
今是我們沿著大北線向東行駛，沿著核心地區進入亞熱鄉，這裡也是西藏湖泊最多聚
集的區域，因此從今天到明天為止，我們將路過西藏最美麗的地方，走進藏羚羊、野
驢、野髦牛的家鄉，在往後的這幾天，我們是藏北地區趕路的人。 
一開始我們就一直趕路，走的又是土路，除了偶有野驢外並未有太多其他的野生動物、
一直往上攀開始發現野髦牛1頭、2頭….最後總共發現10多頭的野髦牛，野生的髦牛比
一般的髦牛大上許多，也非常的危險，在車子抵達最高點海拔5110公尺時，山頂是一
片銀白色的世界非常漂亮，昨晚下了一場雪，我們這團真的非常幸運，大家下車狂歡
了一下！ 
 
我們中午在亞熱鄉的一戶牧民家中用餐，原本以為還是吃泡麵，結果李大哥前一天已
請頓堆拉去找了加熱飯，還是台式口味，原因是希望多一點變化，不要一成不變，另
外還附加了蘋果，真的非常用心，抵達牧民家時，有一對姐妹在家，看她們的狀況應
該是沒有上學，在這藏北地區物資與生活條件比藏南地區的條件差的非常多，姐姐看
樣子應該要讀小學4或5年級了，與我家的妹妹差不多大，看樣子她還留在家中幫忙，
我前一天有準備了糖果，就直接送給姐妹二人，對於她們心中也只能給予無限的祝福。 
 
餐後繼續趕路，亞熱鄉真的非常的大，車子開了約3-4小時才到有學校的地方，所以該
對姐妹沒法念書的原因，應該就是距離。 
 
途中我們經過一處山口，海拔5510公尺，整個山頭都呈現銀白世界，美不勝收，團員
們紛紛下車拍照，水餃哥一時興起脫光上衣，大家都玩瘋了！ 
 
晚上入住：仁青休布措招待所 









第十二天（5/30）仁多鄉－措勤縣  
 
今天我們繼續往東行駛，由於這裡都是阿里地區的核心地帶，經常與野生動
物群不期而遇，另外湛藍的湖泊與遠處雪山，加上西藏特有的藍天白雲，都
讓我們隨時都想停下腳步，駐足觀賞並拍攝這些美景的畫面。 
 
當抵達仁青休布措時，湛藍的湖泊搭配著遠處的雪山，這也是一個讓我們不
想離開的地方。 
 
中午我們在湖邊的一間小雜貨店享用中餐，這個湖邊小店別看他不起眼，裡
面可是生活用品、日用百貨應有盡有，中餐就泡麵及炒飯解決，炒飯還是出
自頓堆拉之手，團員對於他的炒飯評價很高，真的看不出來他會下廚！ 
 
餐後李大哥特別安排帶我們穿越鹽湖，感受鹽湖及鹽田的美景，這也是一個
讓我們流連忘返的地方。 
 
晚上我們在措勤縣城入住：措勤大酒店 











第十三天（5/31）措勤－文部－尼瑪 
 
今日出發前往尼瑪途中經過陰陽山，見到幾位藏民婦女三步一長叩的方式非常
虔誠的沿陰陽山轉山，祈求她們生子的心願能成真。 
  
今天的重點絕對是行走藏北辛苦路段中最值得的，當我們抵達第一個湖泊－ 札
日南木措時，對這個美麗漂亮的湖泊，已無法用言語形容，這真的是讓我完全
不想離開的一個湖泊！ 
 
抵達另一個美麗的湖泊─當惹雍措，同樣也是讓我們流連忘返，手機的記憶體
快不夠用了，多拍了非常多的照片！ 
 
另外我們穿越措勤縣來到文布，文布也是西藏象雄文明的發祥地，至今的文布
遺址也是世界上的一個謎，我們沒有多做停留，不過經過一處當地的神泉時大
家下車裝了由地底湧出的泉水，晚上煮來喝。 
 
由於這裡沿線保留著比較原始的風貌，沒有受到外界的汙染，也是我們走進藏
羚羊、野驢、野髦牛的家鄉，在往後的這幾天，我們依然是藏北地區趕路的人，
這些野生動物，也是一直伴隨我們最忠實的朋友。 
 
晚上入住：尼瑪財康大飯店 

















第十四天（6/1）尼瑪－班戈－納木措 
早餐很特別於附近的早餐店享用，豆漿、油條、小籠包、水煮蛋及茶茶蛋等，
非常好吃！ 
  
今日我們繼續往東方向前進，一路上會通過大大小小的湖泊，高山伴隨著美麗
湖泊，美景讓我們時時想要停車拍照。 
 
色林措，它目前已躍升成為西藏第一、中國第二大湖泊，比納木措多出了
369KM²，它於岡底斯山脈北麓班戈縣和申扎縣境內，海拔4530米。色林措也
是一個鬼湖，傳說被蓮花生大師追趕的魔鬼色林就逃到這個湖裡，大師命令它
在湖裡懺悔永遠不得離開，因此有了鬼湖之稱，它跟拉昂措一樣是西藏僅有的
兩個鬼湖。 
 
接著前往西藏三大聖湖為首的【納木措】，【納木措】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
泊之一，也是中國第三大鹹水湖【納木措】，湖面海拔4,718米。納木措藏語譯
為「天湖」，蒙古語稱為騰格里海，是藏族心目中的聖湖之首，據說在羊年
(2015)轉湖，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 
湖中有五座島嶼，包括我們住宿的札西半島，那兒有座札西寺，是朝聖者必訪
的景點。我們有幸在湖邊住一晚，感受聖湖的靈氣與晨昏之美。 
 
本日入住：納木措神羊賓館 















第十五天（6/2）那木措－拉薩  
 
今日己是行程中倒數第二日，首先先前往拍攝納木措的晨光，隨後返回久違的拉薩。 
途中經過那根拉山口（海拔5190公尺），對於這個山口強風印象深刻，下車拍照、錄
影，周遭銀白色的山頭，非常美麗！ 
 
沿途的雪景讓在車上的我們，又是頻頻搖下車窗，多拍了許多的照片。 
午餐我們抵達羊八井的餐館享用，羊八井是青藏鐵路其中一個車站，大概是因為名字
特別，所以比較有名。 
 
晚上返回到久違的拉薩，同樣回到香格里拉大酒店住宿，晚餐李大哥特別安排大家去
吃火鍋慶功，恭喜大家完成西藏全部行程，席間還特別頒給每個人完成證書，真的是
非常的用心。 
 
在回到飯店途中，我與水餃哥、毛大哥及倩舲姐，於中途下車、直接前往摩岩石刻及
布達拉宮拍攝夜景，對於摩岩石刻我們都非常的驚訝，說壯觀也不是，只是沒有想到
會這麼的多，佩服在石壁上刻字刻佛像的古人。 
布達拉宮夜拍，在我第一天到拉薩時就來過，只是這次早一 點，可以遇到噴水的美景，
整個美到不行，我們一直到噴水結束，才漫步的逛回飯店，途經水果攤倩舲姐要買香
梨，剛好旁邊有名產店，逛一下就買了不少的名產，因為都不貴，呵呵！ 
 
就這樣帶著滿意的笑容，度過在拉薩的最後一晚！ 



















第十六天（6/3）拉薩／重慶／ 台北 
 
今天為了提早到機場，早上5時45分即叫早，整理好行裝後，隨即搭車前往機場， 
途中李大哥頓及堆拉感性的，對我們這次的行程做了最後的註解，完整及美好
的行程，行程途中沒有發生任何的意外（包括人員及車輛），僅有少部份因天
候無法看到完整的山頭（念青唐古拉山）外，其他都能美麗的呈現，告訴我們
都是有福氣的人，這次行程100分。 
返回桃園機場時感謝同事夫妻及久違的老婆來接我，結束這趟愉快、難忘的知
性之旅。 





旅遊心得與感想： 
        人，一生中一定要去一次西藏，這句話也不知是誰說的？也許是旅行社的
廣告台詞，但真的讓人很難不去注意，在不了解西藏之前，我只知道它是一個
高海拔的地方，有多高？大約4000-5000公尺，這樣的高度，已經比玉山高出
很多，只要有爬過高山的人，都會了解高海拔地區容易引發高原反應，這個高
山病處理不好是會要人命的！ 
        會想去西藏完全是受珠穆拉瑪峰（聖母峰）基地營的吸引，又得到老婆的
支持，所以在106年5月原本就有計畫前往，但因假期安排不及而放棄，當時
已前往發現者旅行社聽過經驗非常足夠的李 總經理茂榮的西藏旅遊講座，我
與李總有一段淵源也可算是有過革命情感，民國85年我們居住在基隆市暖暖
區的同一個社區，當時同時在管理委員會裡替社區服務，常為了社區的事，經
常澈夜長談，商議解決之道，當時只知李大哥在帶團，但不了解真真的工作內
容，是後來才知道他是西藏達人，也在電視旅遊節目中看到他詳細的介紹西藏
的各種風俗、民情及旅遊應注意事項，所以我要去西藏當然第一個一定就去拜
託他。 
        我聽過李大哥的西藏講座，超過3次以上，每次的重點都放在高原反應的
預防及治療，我的認知高山症（急性高山病）處理不好是會要人命的，所以每
次我都非常認真及仔細聽這個部份，李大哥知道我平時都有攀登臺灣百岳高山，
也特別明確告訴我，西藏與百岳是不一樣的，請我務必歸零思考！ 



         我非常認真的依照他的指示來準備西藏的行程，就像他說的一切歸零，原
本自己是想揪朋友組一團前往，但因為旅遊時間太長及其他種種原因，無法成
行，最後只剩一位朋友（水餃哥）答應一同前往，非常感謝他能陪我，大家一
定會質疑我老婆（倩雯）為何不陪我一起去，主要原因是家中二位尚在就學的
小朋友，需要有人照顧，所以我們必須分開去旅遊，而且對於西藏她興趣缺缺，
如果是歐洲對她而言比較能吸引她！ 
        就這樣我的西藏行程，是非常認真準備了二年才成行，而出發前一直都沒
有興奮的心情，反而有些許的擔心，擔心高原反應的發生，為了前往西藏我1個
月前即開始服用紅景天，雖然醫學上無法證明紅景天可治療或預防高原反應，
不過我還是聽從李大哥建議先服用，改善血液的狀況，必竟他經驗豐富，且親
自帶團西藏超過120次，這種經驗除了住在西藏的人以外，相信應該找不出第二
人了。 
        到達西藏後發現自己身體狀況還不錯，我們這團有3人是之前就到過西藏旅
遊，原因就像李大哥說的，來西藏沒到過阿里地區，不算是來過西藏，因為這
個原因所以再次參加，我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直接就參加阿里的行程，我
可以直接告訴各位真的非常值得，也慶幸自己有報名參加！ 
        西藏這幾年一直在變，也一直在建設，相信在過不久，一切將不一樣了，
這也是李大哥一直強調的，要去西藏越早去越好，當然建設越好將越方便且輕
鬆，但原本的西藏不應該是這樣的，很多的建設及方便，也是讓非常原本應該
屬於西藏的事務漸漸的不見了，非常的可惜！但是我們也不能自私的不讓西藏
朝進步發展，這太一廂情願，對這裡的人民太不公平，只能祈望建設之餘能兼 



顧的留下更多傳統美麗風景及事物。 
        16天旅遊的過程，李大哥及頓堆拉認真費心的安排，像照顧家人般時時
叮嚀關心，讓我們全團團員非常放鬆及抱著喜悅心情完成原本艱困的行程，
我個人非常推薦想去西藏旅遊的朋友，參加發現者旅行社的行程，不是因為
李大哥是我的朋友，在我多次聽其講座時，就被他的專業感到佩服，而從第
一天行程開始我觀察到李大哥，以非常認真的態度，不厭其煩的告知所有團
員任何應注意事項，行程中並以穩健溫馨的態度，將其西藏所知充分的一一
介紹及解說，另外搭配西藏導遊頓堆拉，讓行程更加分，對於頓堆拉我也倍
加推崇，他對西藏各個景點及藏傳佛教的專業解說，真的是沒話可說，另外
還有最特別的隨隊吳醫生，時時注意並照顧身體不適的團員，整個旅行社服
務團隊真的只能以無敵形容，更別說5位司機師傅，12天超過5000公里的路
程，真的非常辛苦，感謝5位師傅的辛勞！ 
        我們12人的團隊，旅行社安排了8個人來服務我們，這是我從來沒有遇過
的，相信未來也不可能再遇到，整個行程順利到完全超乎想像，李大哥在最
後一天搭機前說我們這團大家都是非常有福氣的人，珠穆朗瑪峰、岡仁波齊
山、納木措、羊卓雍措、當惹雍措及札日南木措等，都能以最清晰優美的姿
態完美的呈現，這16天的行程真的太完美，其實我從第一天晚上在布達拉宮
前就非常的感動，多希望我親愛的家人及好朋友能一起來感受，西藏的文化
及美景，最後還非常貼心的準備證書頒給大家，讓大家都喜出望外，能在這
此行程中除了無數的照片外，能有另一個特別的紀念品，真的非常感謝。 
        這次的行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景點是珠峰大本營、古格王國遺址及皮央 



石窟，另外對於布達拉宮、孔雀王朝遺址、吉烏寺及等也是也是非常推崇，
原因無他，這些行程都需要走比較多的路（沒辦法個人我是健人腳勤），其
實每個行程都是非常不錯的，但建議大家參觀寺廟前應多了解藏傳佛教的歷
史，這樣聽解說及參觀時才不會像我一樣，聽得非常吃力。 
        最後建議有意前往或即將去西藏的朋友，行前務必服用紅景天（越早服
用越好）並前往醫院家醫科請醫師開立預防高原反應的用藥─丹木斯，一定
要聽從專業的建議，在西藏時千萬別吃的太飽，多吃蔬菜、水菓及多喝開水，
相信一定會有一趟回味無窮及美好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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