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札西德樂假期~  喜馬拉雅山-尼泊爾找尋幸福不丹 9 days  
世界上最後的秘境~不丹！造訪不丹經典場景虎穴寺、體驗不丹傳統文化，不丹美景！ 

一次遊雙國~走訪喜瑪拉雅山麓神秘古國~尼泊爾、不丹，暢遊古都皇宮、寺廟、著名宗堡、雪山勝景..

等，當幸福的王國不丹遇上尼泊爾的古文明，一場豐富的心靈饗宴。 

【不丹】雷龍之國，世界上最後的香格里拉。這裡是世界上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所以被喻為快樂王

國。這個喜馬拉雅的山中王國，在没有外來因素干擾下，百年來塑造自己獨特的文化、語言、生活方

式和信仰。這裡除了可以看到大自然美景的山谷河流和梯田、原始峰林外，滲透生活的宗堡建築、經

幡、轉經筒、舍利塔和寺廟更是不丹人文歷史的重點。全國有 73%的領土是被綠色森林所覆蓋著。在

這裡可呼吸到最純淨的空氣，可接觸到獨特的文化、人文景觀。不丹，屹立於現代的人間最後淨土，

將徹底淨化您的身心。 

【尼泊爾 The Kingdom of Nepal】亞洲古國之一。西元前 6世紀，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出生於今日

的藍毗尼古迦毗羅衛國境內。喜瑪拉雅山脈為尼泊爾和中國的天然國界，因此包括珠穆朗瑪峰（尼泊

爾稱的薩加瑪塔峰，又稱聖母峰）在內，世界 10大高峰中有 8個在尼泊爾境內；除了連綿的雪山、

重山峻嶺、溪壑谷地、冰河…外，尼泊爾更有眾多聞名於世的精緻寺廟工藝，在在讓人踏入古都便能

體會所謂滿天神佛、〝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神比人多、廟宇比房屋多〞的亙古懷舊之意境。 

 

行程特色 ： 

◆ 參訪不丹大城 帕羅－蓮花生大師降落之「虎穴寺」 

◆ 參訪不丹首都 廷布－體驗自製個人郵票的樂趣、參訪不丹最古老宗建築 

◆ 參觀不丹故都 普那卡－驚豔於男性生殖器信仰、宗教領袖之冬宮 

◆ 尋找 不丹國獸─四不像 

◆ 不丹最古老的寺廟(松贊干布所建的 108座寺廟之一) ～克楚寺 

◆ 深度探索－諸神庇護的古都之旅(UNESCO保護名單)～帕坦、巴克塔布。 

◆ 參觀 2500年歷史之四眼天神廟(博拿佛塔)。(參觀時別忘記要依順時間方向繞行) 

◆ 獨家安排: 深度走訪聖地─PHARPING蓮花生大師修行聖地─遠眺蓮師大佛。 

◆ 世界文化遺產~蘇瓦揚布拿佛塔－四眼天神廟，眺望整個加德滿都的谷地及平原。 



◆ 安排住宿那加闊山城一晚，親近欣賞喜瑪拉雅群山風景。 

◆ 尼泊爾安排五星或當地高級飯店。 

◆ 安排全程當地中文導遊親切導覽及解說，豐富視野，增添旅遊獨特經驗。 

 

【簽證資訊】 (落地簽證 ;請事先準備下列資料 ) 
 ●請準備 2 張 2 吋近照  (請報名時繳交方便領隊事先黏貼於落地簽證表格上 )   

 ●半年以上有效護照正本 /彩色 影本  。  

 

※簽證安排※ 不丹簽證 +尼泊爾簽證 

※航班參考※ 

【去程】桃園 / 轉機地 /加德滿都 13:45/15:45 + 19:10/21:55  

【回程】加德滿都/轉機地/桃園 22:55/05:35 + 10:00/11:55 

※注意:如中轉大陸等地區請備妥台胞證等相關證件 

※隨身 5KG/人+託運行李盡量勿超重 23KG/人，加德滿都-帕羅中段飛機，管控較嚴格，為求旅途順利，敬請配合，謝謝！ 

**Nepal is safe to travel after earthquake 

尼泊爾觀光旅遊已全面恢復 ;歡迎蒞臨尼泊爾旅遊 ;協助當地經濟復甦 ! 

 

DAY 1 : 台北─轉機地─加德滿都 

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隨後搭乘豪華客機經轉機地，前往位於喜瑪拉雅山山麓的神秘古國─尼泊

爾，展開知性神秘的古文明之旅。抵達後專車接往飯店休息。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溫暖的家 晚餐： 機上餐 

住宿：Fairfield by Marriot 或 Himalayan Hotel 或 Apshara Boutique Hotel 或同級 

 
 

DAY 2 : 加德滿都 ─PHARPING 聖地─帕坦古都─加德滿都 

早上前往蓮花生大師修行聖地祈福 PHARPING聖地。(貼心提醒: PHARPING地區路況顛頗 請做好心理建設準備，

山上並無高級豪華餐廳提供世界各國旅客使用，下山後午餐會晚點吃.建議旅客可自行先準備點乾糧) 

此處據傳大師受 36代藏王赤松德贊之邀請，

前往西藏時曾在此修行。同時在此山下寺院，

象頭財神~ 嘎尼喜，雕刻神像旁自然顯現綠

度母之神像，為近百年自然冒出，因此

PHAPPING也是綠度母之道場，七世紀，約 1350

年前，尼泊爾公主~赤尊公主(稱綠度母)，唐

朝~文成公主(稱白度母) 下嫁 32代藏王~松

贊干布，將佛法帶入西藏，百年後蓮花生大

師，自印度那爛陀大學出發前往西藏弘揚大

乘佛法，也就是至今普遍影響世界的~藏傳佛教。深度朝聖走訪:【蓮花生大師閉關處】-【綠度母寺】

-【金剛亥母寺】…隨後行經遠眺尼泊爾【蓮師大佛】，烏金喇嘛懇請根本上師貝諾法王開示，上師貝

諾法王為多位信眾傳授皈依，且開示興建蓮師大佛像的功德利益，美好緣起在尼泊爾蓮師聖地，建立

一座蓮師大佛供世人瞻仰，並提供大家一個 心靈歸依之所。 

http://nepal.go2c.info/viewpts/nagarkot.htm


午餐後前往參觀傳為世上最古老的【佛教城】－【帕坦古都】。是尼泊爾古都，亦是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

為尼泊爾佛教中心，舊皇宮以雕刻藝術聞名於世，也是尼國手工藝品的主要生產地。由於市容美觀又

被尊稱為拉力得普，帕坦古色古香的建築群有「美麗之都 LALITPUR」之稱。帕坦城裡有兩座露天浴

場，這水是山上溶化的雪水流入地下引到這裡，是尼國最原始的水龍頭。 

●【帕坦王宮杜巴廣場】是整座城市的中心、桑答理宮院、黑天寺、瑪哈佛塔、…等等街道本身就是

建築工藝技術的極致表現。 

●【黃金廟又稱克瓦寺（Kwa Bahal）】由 Durbar Square 徒步可達。黃金廟建於西元 12世紀，以其

金屬雕刻聞名於世。黃金廟是一座三層屋頂的建築，正面裝飾有很多精緻的銅雕，中庭的小廟屋頂和

屋簷都是鍍金的雕飾，還有包金的構帶，非常華麗。寺內有小彌僧為此廟的住持。 

早餐：HOTEL 午餐：中式料理/尼泊爾地方餐 晚餐：中式料理/尼泊爾地方餐 

住宿：Fairfield by Marriot 或 Himalayan Hotel 或 Apshara Boutique Hotel 或同級 

 

DAY 3 : 加德滿都 ─博拿佛塔─巴克塔布古都─納嘉闊特【觀雪山日出日落美景】 

早餐後前往遊覽【博拿佛塔】: 世界上最大的佛塔，位於城東約

三公里處，是藏傳佛教徒日常轉經膜拜的地方。佛塔的四週環列

著一個個可以轉動的小圓筒，稱作祈禱輪，可依順時針方向轉祈

禱輪並繞塔而行，以祈來生輪回轉運，以喇嘛教徒冥想圖案－曼

達拉(MANDALA)向上爬升擴展的方式建築而成，並有一層層寬大

的台階通往塔基。白色塔基外緣建有 108個壁龕，裡面各刻著一

尊佛陀浮雕。此塔更是電影「小活佛」中主要的拍攝場景。在此

可見到身穿傳統服飾的西藏人、不丹人或來自印度、錫金、拉達

克的佛教徒或喇嘛虔誠地繞行佛塔誦經祈禱。午後前往被譽為尼

泊爾中世紀櫥窗的－巴克塔布市，此為尼泊爾第三城市。探訪建

於第九世紀，有藝術之城美名的【巴克塔布古都】(世界遺產)。 

【巴卡塔布古都(Bhaktapur)】又名巴特岡 Bhadgaon，1979年即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此古城像是一座

露天博物館，其內之每一景每一物黃金門 Golden Gate、五十五

窗宮殿 55 Windows Palace 、尼亞塔波拉廟 Nyatapola Temple 等

等精美的雕刻、老舊的磚房、手拉胚陶器市場、崎嶇不平的石板

路…都值得您探訪並印證這座在傳奇中掘起的山城歷史。 

●【孔雀窗 Peacodk Window】王宮旁小巷內的布加利寺(Pujari 

Math)的牆上，是 15世紀的黑色木窗，中心透雕一隻孔雀開屏的

形象，雕刻精美，構圖奇妙，是尼泊爾木雕傑作，成為尼泊爾藝

術的標誌性圖形。 

●【尼亞波塔拉廟(五層廟)】廟正面有五級石階，每一級石階都

有一對雕像，第一級是對大力士，第二級是巨像，第三級是獅子

第四級是鷹頭獅身的怪物，第五級是女神。 



●【陶器廣場 Pottery Square】據說尼泊爾 70%的陶器都源自這裡，這兒也是攝影愛好者喜歡的地方。

位於廣場中心的 JethGanesh神廟，向人們反應了廣場周圍制陶活動的悠久歷史。爾後驅車前往谷地

東邊的山麓小鎮 

●納加闊特(NAGARKOT)(海拔約 2100公尺)；環繞山丘地形往高山行駛可欣賞喜馬拉雅山脈的雄姿。

可欣賞雪山的美景。 

早餐：HOTEL 午餐：中式料理/尼泊爾地方餐 晚餐：中式料理/尼泊爾地方餐 

住宿：Hotel Country Villa 或 The Fort resort 或同級 

 

DAY 4 : 納嘉闊特─加德滿都帕羅─廷布 (參考航班 KB401 1325/1440) 

清晨在飯店服務人員親切敲門問候語"NAMASTE"喚醒沈睡心靈，

走出門外深深吸一口高山清冷的空氣，看到天際藍亮星空像畫

布搬漸漸刷上金黃色彩，欣賞日出絕美景緻多樣色彩塗染於綿

延喜瑪拉山脈，忘卻世間煩憂讓心靈沉澱，若非親身體驗無法

用語言形容。溫馨提示：納嘉闊特海拔約 2100公尺，任何一個

季節，晨起看日出時一定要著保暖衣物，日出時間依季節而更

動，大約在早上 4:30~6:30左右(冬天日出約 06:30；夏天約

04:30)。 

前往搭乘不丹的航空班機飛往喜馬拉雅山下的香格里拉－不丹。 

【不丹王國】被世人譽為「最後的香格里拉」，這個雷龍之國位

於中國的西南邊陲、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南坡。不丹在梵語中意思

為「西藏的邊陲高地」，所以這裡的生活民情與建築，似乎有西

藏的味道，也與藏傳佛教離不開。千百年來，由於巍峨的群山隔

斷了與外界的交往，使不丹淳樸的民風和生活習慣得以保存。飛

行途中，您將欣賞到喜馬拉雅山脈及珠穆朗瑪峰壯觀的美景。在

飛機上觀賞完高原美景後抵達不丹唯一的機場巴羅機場。在巴羅

市中心用午餐。午餐後，驅車前往 50公里外的不丹首都-廷布（車

程約 1 小時半）。沿途風景相當美麗，層巒疊嶂的山川，高聳入

雲；山腳梯田層疊，牛羊悠閒漫步，其間的山梁上三三兩兩分佈

著土砌的民房；伴隨著稻田與蘋果園，色彩亮麗，房前屋後隨處

可見迎風招展的五彩佛文經幡，透出幾分神秘和虔誠。 

前往景點: 

【克楚寺】: 不丹最老的寺廟 【千手千眼觀音寺】，西元 659

年吐蕃王朝時期，由松藏干布 Songtse Gampo與文成公主考量風

水所建的千手千眼觀音寺，年代等同於我國的唐代。其中第一大

殿為藏王松贊干布在西元 638 年建造的。廟內供奉的釋迦摩尼八

歲等身像是不丹最神聖的佛像之一，與西藏布達拉宮屬於同一年

代建造及同樣殊勝。香港影星劉嘉玲就是在此地證婚。 

【札西確宗】:是最負盛名的佛教寺院和現任國王的辦公地，同

時也是首都廷布的政府中心。它始建於 13 世紀，海拔 2500 米，

莊嚴的矗立在旺楚河西岸，1962 年由前任國王改建並擴大規模

成現代化樣式，並把整個政府遷移至此，也是不丹境內最大的寺廟。宏偉的中央金塔仍維持改建前的



原貌，巨大的不丹特殊風格建築物中，除了有國王及政府高級官員的辦公室外，也是喇嘛們做為研修、

居住的的寺院，不丹國師會在夏天舉家搬遷至此辦公。依照航班時間/實際腳程外觀拍照或降旗儀式 

建議航班：(將視實際情況保留調整權利)※因不丹尼泊爾為高海拔山區，常因天候因素導致班機誤點情形，若有實際發

生之情事，將以貴賓安全為最優先考量，等候適合起飛之時間，請貴賓耐心等候，也請見諒！ 

早餐：HOTEL 午餐：中式尼泊爾地方餐/飛機餐 晚餐：不丹風味餐 

住宿：Ariya Hotel 或 同級 

 

DAY 5 : 廷布─普那卡 (旺地普當) 

今日驅車前往不丹的舊都─普那卡（2小

時半），不丹中北部城鎮。1955 年，這裡

曾是不丹的首都，也是貴族冬季的住所海

拔 1300 米。農業普那卡山谷是在不丹著

名的水稻種植基地。紅色和白色兩種水稻

在不丹的兩個最突出的江河流域的河粉

和莫楚沿岸種植，普納卡一直是不丹的國

都，及不丹的政治中心和國家政府所在地。

歷屆國王登基和大婚都必須在這裡舉行。

雄偉壯觀的普那卡城堡是不丹第二座大

城堡，修建於 1657年，處於 Pho-chu（「公

河」）和 Mo-chu（「母河」）交匯處。 據

說蓮花生曾經預言說：「一位名叫南結的

人將在臥象形狀的丘陵建立城堡」，在 17

世紀夏仲阿旺南結（Zhabs-drung 

ngag-dbang rnam-rgyal）來到了普那卡，

發現有一座丘陵形狀與臥象十分相似，並

在象鼻尖（丘陵的最低處）修建了城堡，

應驗了千年前的預言。 

【多雄拉山口】: 在這裡海拔 3140米，

不僅可以欣賞到喜馬拉雅山脈的壯麗景色，還可以看到"108座皇后蓋的紀念佛塔"，佛塔是紀念佛法

或存放舍利的地方,也被稱為“楚克旺耶紀念碑”。 

【108 座佛塔 】:是不丹皇后為國家祈福而建，特殊的佛塔造型相傳是不丹國師在禪定中所見。 

【切米拉康】:【瘋喇嘛的廟】位於河邊的高崗上，是喇嘛朱卡庫拉的堂兄為紀念他降伏惡魔而建的

寺廟。喇嘛朱卡庫拉是被不丹人廣泛尊崇的聖人，稱之為癲狂聖僧，切米拉康並不大，一個小佛殿，

中間供奉釋迦摩尼，右側為朱卡庫拉小塑像，裸露下體，生殖器誇張變形。此地為求子聖地，有多年

無子信徒在此地得喇嘛賜福後，回去即有身孕。寺廟裡面的喇嘛用代表朱卡庫拉生殖器的骨雕和木雕

器物敲擊你的頭，這是對朝拜者的一種賜福。 

【女尼寺】: 這是一所不丹極少數的女性寺廟，不丹皇后為收留無家及沒錢唸書當地女尼所建，在不

丹男僧稱為喇嘛 Lama，女僧稱為亞尼 Ani，在藏傳佛教裡，男性代表方便，女性則代表智慧~在此您

有機會和此女尼互動。 

早餐：HOTEL 午餐：不丹風味餐 晚餐：不丹風味餐 

住宿：Zhing Kham Resort 或 同級 

 

http://baike.baidu.com/view/7805.htm


DAY 6 : 普那卡(旺地普當) ─ 廷布 

早餐後驅車返回廷布。是不丹王國的

首都，雖是不丹的政治、軍事、宗教

和文化中心，卻沒有其他都市的繁華

景象。這裡沒有高樓大廈、燈火通明，

有的是群山環繞，清新的空氣，乾淨

的街道與樸實的民風，帶給外來遊客

的完全是一幅鄉村景色。在這個小城，

眺望遠處白淨的雪山，非常富有詩情

畫意。 

【普納卡宗】: 是不丹最美麗的宗堡

之一，海拔 1463米，於西元 1637 年

開始修建。這顏色瑰麗的古堡，現在

是傑堪布大主教喇嘛（即法王）的冬

宮。座落於父親河─波河(Phochhu)

與母親河─莫河(Mochhu)交會之處的

Punakha Dzong 是政治與宗教的中心，

這是不丹第二大的宗，建於 1637 年又

名『幸福皇宮』或『最快樂的皇宮』，

既美麗又豪華。原來的宗曾被燒毀，

只剩一小部份，現今的宗是後來新蓋。

在每年傑堪布喇嘛都要從廷布紮西卻

堡夏宮搬遷到普納卡堡過冬。所以，

這個城堡在不丹的民族事務和宗教事

務方面都佔有顯著的位置。 

【不丹國家紀念碑】: 是按三世國王

晉美•多吉•旺楚克陛下(不丹現代之父)的設想而建的。1974年佛塔完成，這是一個既為紀念已故

國王，同時為世界和平而建的紀念碑，是廷布人每日轉經繞塔最集中的勝地。當地人認為轉塔可以洗

清先前犯下的罪孽。國家紀念碑同時也是一座佛塔，內部珍藏許多神聖的密宗佛像和璧畫。碑上鈴鐺

在風中叮噹作響，下面則是虔誠繞行的人們排著蜿蜒的長隊。據說許多皇室成員和宗教領袖也會到此

造訪。 

【不丹國家郵政局】: 幾年快速的發展讓廷布(1962年成為政府總部)街上已有車水馬龍的味道，然

而堅持不丹風格的建築，尤其郵政總局最引人注意，郵政總局展示販賣不丹的各種郵票，您可以在這

裡花上 8-10美金就能擁有自己樣子的一套郵票。 

註：製作出的郵票有其票面價值，並且可正常郵寄或保值，不彷寄一張明信片給親朋好友吧！如遇【不

丹國家郵政局】逢假日 / 節日休息則以【周末假日傳統市集】替代 

【塔金動物園】: 觀看園內不丹最具代表的國獸塔金，它是羊臉牛身像，不丹將它視為吉祥國獸 TAKIN，

頭似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驢，俗稱(四不像)；分佈於 1000~4500公尺高的喜馬拉雅山東麓，屬

一級保育。 

【露天釋迦牟尼佛】前往位於廷布市郊的一座小山上的觀景台，鳥瞰廷布市及廷布山谷的風光和剛建

成的銅鎏金佛像，高 169公尺，由南京航太工程承建高 169 英尺 （51.5 公尺），也是最大的佛舍

利塔之一，光是那顆白豪光的鑽石就價值 500萬，不丹政府全力支持提供山坡上的土地，由 13 世的



德魯克設計，可俯瞰到不丹首都廷布，為不丹最新的旅遊景點。遊覽完後，返回廷布市區，當晚住宿

與廷布。 

【廷布市集】(依照回程時間引許)在此可找到許多手工織品及紀念性小物，自由選購不丹貨真價實的

紀念品。如果對不丹傳統服飾有興趣的話，也可在此找到不錯品質的「幗」(Gho，男性所著連身及膝

短袍)以及「旗拉」(Kira，女性長袖短外套和沙龍式長裙)。 

早餐：HOTEL 午餐：不丹風味餐 晚餐：不丹風味餐 

住宿：Ariya Hotel 或 同級 

 

DAY 7 : 廷布─虎穴寺 (輕度健行) ─帕羅 

今日起個大早，準備好一雙好走的鞋子，帶上小毛

巾小水壺，前往不丹最著名和最神聖的世界十大寺

院之一【Takstang 虎穴寺】。 

【虎穴寺】: 塔桑寺又名「虎穴」寺(Takstang)-

是建立在羅溪谷 900公尺高懸崖峭壁上之山洞，始

建於 1692 年，是喜瑪拉雅山區最富盛名的朝聖聖

地之一。Taktsang 其意為:「虎穴」或「虎窩」，

此名緣起於八世紀時，Taktsang 因魔類作祟，啖食

許多當地生靈，而蓮師以神通之力，化現憤怒身－

金剛多羅（Dorje Droloe）的形象，騎在一雌虎的

背上從 Bumthang 降臨此處，降服了危害當地的八大魔類，並使之轉化為一佛教之地。蓮花生大士是

藏傳佛教的開山祖師，藏人視大士為阿彌陀佛之化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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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神聖時刻、難得的機緣，能夠將自己的心靈與蓮花生大士

連結—安住享受 30 分鐘個人禪修時間並體會內心的和平寧靜。眺望遠端的景色，一大批寺廟建築出

現在陵線上，纏著深色的懸崖，居高在帕羅山谷上空、穿過美麗的松樹林，許多裝飾有梵文的祈福咒

語，高綁在長滿青苔的樹木上和風馬旗的祈禱標誌。您會看到踏在雌虎之上的蓮花生大師的怒形化身

多吉卓洛，這就是當年蓮花生大師來此修行的聖地。依虎穴寺下山腳程前往【帕羅市集】，自由選購

不丹貨真價實的紀念品。晚上，如您有需要可以諮詢導遊為您特別安排自費體驗【不丹式熱石浴】（需

提前 6 小時預訂以燒熱石頭），舒緩一下這幾日旅程的疲勞。當晚住宿於帕羅。 

備註: 虎穴寺位於懸崖峭壁上，上山路程可分成三段，騎馬只能到第一段或第二段，第三段都是階梯，只能靠

自行走路進虎穴寺。第一段往上約 1小時後，會到達一個咖啡廳，較年長的或不想繼續往上的客戶就可休息並

眺望虎寺美景；第二段步行約需 45分鍾，等三段階段階梯約需步行 30分鐘 

 

早餐：HOTEL 午餐：不丹風味餐 晚餐：不丹風味餐 

住宿：Tashi Namgay Resort 或 同級 

 

DAY 8: 帕羅─加德滿都─蘇瓦揚布拿佛塔─塔梅爾區(參考: KB400 1140/1225) 

建議航班：(將視實際情況保留調整權利)※因不丹尼泊爾為高海拔山區，常因天候因素導致班機誤點情形，若有實際發

生之情事，將以貴賓安全為最優先考量，等候適合起飛之時間，請貴賓耐心等候，也請見諒！ 

今日揮別這快樂的國度，搭乘遊覽車至不丹巴羅機場，飛返加德滿都。前往【蘇瓦揚布拿佛塔】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單，具有 2500年歷史，又稱四眼天神廟；因附近野猴甚多而得名 "猴廟"，站在

佛塔旁的小廣場上可眺望整個加德滿都谷地及平原。蘇瓦揚布拿佛塔，塔身第一層白色半圓形丶象徵

<地>，第二層金黃色方形丶象徵<氣>，第三層三角形丶象徵<水>，第四層傘形丶象徵<火>，第五層螺



旋形丶象徵<生命精華>。第三層三角形有十三層鍍金輪環，代表十三種層次的知識=人類通往涅槃途

徑，塔頂之傘蓋=涅槃。蘇瓦揚布拿佛塔的佛像，特點在於鼻子部分呈？形狀，還有無上智慧的第三

隻眼睛。鼻子是？形狀=尼泊爾數位 1=和諧一體意思。 

依照航班時間及腳程前往【塔梅爾區】，這裡是加德滿都谷地

著名的商區，販賣各式琳瑯滿目的商品：食物、蔬果、旅行裝

備、音樂、手工藝品、服飾等等，這裡同時是旅社、攤販、餐

廳的匯集地，好不熱鬧。是旅行者到尼泊爾必來的朝聖地。晚

餐安排【尼泊爾風味傳統歌舞餐】隨後前往搭機~ 

貼心備註: 加德滿都廣場由於 2015年地震緣故毀壞嚴重~許多

地方尚在努力建設中~行程貼心安排直接前往”塔梅爾區”悠

閒逛街回程前的採購，以緩解前日爬山健行的疲勞。 

早餐：HOTEL 午餐：飛機餐/中式尼泊爾地方餐 晚餐：尼泊爾風味傳統歌舞餐 

住宿：飛機上 

 

DAY 9: 轉機地─台灣 

今日揮別這豐富的心靈饗宴經轉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在親友的迎接聲中，為此當幸福的王國不丹遇

上尼泊爾的古文明之旅，劃下完美的句點。 

 

★★★小費★★★ 

在南亞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天美金１０元 

房間清潔小費：每房美金１元 

飯店行李小費：每件行李美金１元 (按次計算)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旅遊手冊之行程表或說明會資

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若遇不可抗拒

之情況(如：天侯因素、罷工...等)基於旅客之安全考量，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

所調整。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因團費以二人一室估算，若一人報名參加團體

或如因個人因素要特別指定需求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差價。)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團體需團去團回不可脫

隊!!)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

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