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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拉達克穿越世界屋脊之遊十四日遊

印度拉達克穿越世界屋脊之旅
2023 年 06 月 13～26 日
行程特色:
夏季，世界屋脊的喜馬拉雅西北山脈，已是高原【春風拂柳萬枝綠】的季節，吹醒了冬
眠的生靈，萬物生機勃勃。
滿山綻放的紅粉薔薇，映襯著山嶺間或深或淺的綠意，令人忘乎所以....搭乘喜馬拉雅
山登山小火車；為市場上絕無僅有的特殊路線。
遊覽被印度錫克人尊稱為「上帝之殿」的金廟。

第1天
2023/06/13
Tue

桃園機場/香港/德里
交通工具：飛機
中午於桃園機場國泰航空公司櫃台辦理登機手
續。香港轉機，機上供餐。. 晚上抵達德里後飯
店休息。

宿：機場飯店

第2天
2023/06/14
Wed

德里/列城 SG123 10:15/11:45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搭乘班機抵達拉
達克首府列城：機場海
拔 3256m。這裡開始見
識高喜馬拉雅的極景之
美：山勢崢嶸、氣勢萬
千；拉達克的美在於山
象的變化，配合高原
的亮麗色彩、光影，山
石本身含礦物成分:
紅、褐、青、黃等，湖
水是綠色的，天空是
湛藍的;峽谷景觀壯
麗。抵達列城後直接
赴飯店午餐，休息。讓
身體自然適應高海拔
的缺氧環境。
高原反應通常要在 6 小時以後發作，活動放緩、多休息、少量多餐。丹木
施（Diamox）是治療青光眼的處方藥，減緩腦壓的效果可幫助舒解高山反
應的不適，三天前每日服用一粒；請洽熟識的醫生諮詢。
宿：Royal Ladakh Hotel

第3天
2023/06/15

列城/花之谷 (Nubra Valley/112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搭車北行
到印巴崑崙山界
的平原:花之谷
(海拔 3048m)，昔
日是通往中亞的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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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因為它靠近與巴基斯坦和錫亞琴冰川的邊界，
2016 年才開放台灣人申請邊界證往訪。這個美麗的地區，擁有古老的喇嘛
廟、熱硫磺泉和雙峰駱駝。喀喇崑崙山脈和山谷
結合了奇妙的沙漠
景觀和肥沃的土地。
因為海拔較低、有
Shyok 河和 Nubra 河
的蜿蜒河道縱橫交
錯，這裡的谷地是全拉達克最肥沃與舒適的，
出產蘋果、核桃、杏子、杏仁和小麥，大麥等。
六月野生薔薇花盛開，因此贏得了花之谷的稱呼。
下午搭車上山丘頂的未來佛大雕像，鳥瞰整個谷地美景:看眼前的青山綠
地、頭頂的藍天白雲...。
宿：Hotel Sten-del

第4天
2023/06/16
Fri

花之谷

交通工具：巴士

如同西藏高
原，這裡除
了靠近河牀
兩邊的沃土
以外，都是
凍原。谷地的西面是印巴邊界，有什葉派回教
徒，他們有著白晰肌膚，碧眼金髮，面貌輪廓
完全不同於蒙古種。有一說是 2000 年前一支希
臘後裔的民族，為了找尋耶穌來到此地留下
來，以後才由基督教變成了回教。
其餘人口 90%是佛教徒；這裡的藏族有自己的
方言和服裝，他們種植
小麥、青稞、杏桃、蘋
果、杏仁、核桃。隱藏在 Nubra 山谷中有一個秘
境:是距離 Diskit Region 約 15 公里的美麗小湖泊，
被認為是拉達克的聖
地，必須徒步約 20 分鐘
才能到達。只有當地人
知道並被高度推崇，可隨興環湖一圈或靜立一處
感受大自然 的美好磁場；五彩繽紛的彩旗在水
晶般清澈的水面上飄揚。安排到當地村民家作
客:藏式民居就地取材，以楊柳枝、荊棘、石塊
夯土而成，每家必有一間暖房，屋頂設旱廁。遊覽白色沙漠，當年商隊留
下來的雙峰駱駝現在供遊人騎乘。
宿：Hotel Sten-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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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天
2023/06/17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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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谷/列城

交通工具：巴士
再度翻越
5359m 的卡東
隘口(Khardung
La)，路況險
峻，通行難度

高，抵達列城前，需要
翻越兩座海拔 5000 以上
的高山，沿途穿越喀喇
崑崙山脈地區，是世界上
地形最複雜和最獨特
的高山峽谷之一，偶爾有
一望無際的草原等…
沿途海拔落差高達 2000
公尺，因此一天當中宛
若經歷四季般，當然也因
為複雜的地形，杜絕了過度開發，處處可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景觀令人
讚嘆不已。一路會有許多重機騎士呼嘯而過。
回到列城的飯店必須充分休息，為明日開始的高海拔旅遊做準備。
宿：Hotel Royal Ladakh

第6天
2023/06/18
Sun

碧卡那/傑瑟美 Jasalmer(319km/5.5h)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離開列城谷地，開始
翻山越嶺。紅山、土林是火
與冰雕鑿的砂岩幽谷:一步
一景；沿溪的青稞田與黃色
野花漸次蔓延開來，是一年
之中最美好的季節。
翻過 Taklang La 世界海拔第二高公路隘口
（110km/5328m）
。見識冰與岩之歌:冰川切割了大
地、退卻之後的融雪與降水形成的河流繼續塑造
大地，形成深谷。站在至高處，飽覽靄靄雪峰連
綿到天邊。沿途群山峻嶺，五彩山色反應了不同
的地質成份。
白湖(45km)是一個波動的鹽湖，游牧民族過去常
常將這些鹽輸出到西藏。這裡也是游牧民族的大
本營，喜馬拉雅山與崑崙山區永遠有遊牧民族來
來往往，國界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是開
了公路,誰也無法找到他們的居所;靠近中國西藏
的是藏族，靠近新疆或阿富汗的是中亞的民族:生活艱苦，以販賣毛皮和奶
製品為生!
宿:帳篷(廁所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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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天
2023/06/19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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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湖/莫里里湖(Tso Moriri/50km)
交通工具：巴士
Tso-kar 湖周圍地區擁有豐富的野生動物和鳥
類。這些沼澤地擁有令人驚的鳥類生活，其中包
括赤麻鴨(瀆凫)，斑頭雁、鳳頭鸊鷉( the great
crested grebe)。主要吸引力是黑頸鶴，來到 Tso
Kar 產卵。這些鳥類在雪覆蓋的山脈背景下，在
綠色風景如畫的平原上起飛時，成為一個令人驚
嘆的景點。
除了觀鳥者，Tso Kar 還吸引了許多野生動物愛好
者。這裡最容易發現的哺乳動物是 Kiangs，是野生驢中最大的一種。Tso Kar
周圍的山丘和山脈也是山羊，雪狐和雪豹的家園。
早餐後到達身處於山區印度最大的高原湖泊;這
個美麗的藍色托盤湖最寬處約 7 公里，長約 19 公
里。它實際上被稱為 Tsomoriri 濕地保護區，不能
在湖岸附近搭帳篷或建造任何東西。由於它非常
靠近實際控制線，因此需
要獲得內部線許可證才
能進入。
這個湖所提供的美麗的
藍色層次陰影以及如畫
的風景給這個地方帶來
了極為浪漫的感覺。但是
在現實中，這個地方非常
嚴酷，很難生存，尤其是在冬天。湖周圍只有一間
水泥房，很難找到諸如電力，醫療救助，自來水，
西式廁所等設施。湖水富含礦物質，陽光照耀下會反射出綠、紫、藍、靛
等顏色，或可撿到透明的水晶與海洋生物的化石。
宿:旅社(缺水無電)

第8天
2023/06/20

莫里里湖/吉斯帕( Jispa /230km/3200m) 交通工具：巴士

Tue

車行在世界屋脊之上，平視山象的變化、配合高原的亮麗色彩、光影；沿
途是世界屋脊的極景之美。也是路況最差、海拔最高的一天!
中午在路邊季節性的臨時帳篷內簡餐，高海拔地區燃點很高，食物不易煮
熟，只能因陋就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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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旅社

第9天
2023/06/21
Wed

第 10 天
2023/06/22
Thu

第 11 天
2023/06/23
Fri

吉斯帕/索蘭 (Solang Valley/ 2590m/
交通工具：巴士
131km)
今日進入喜馬
偕爾省的斯碧
提山谷：穿越峽
谷溪流,高原草
甸;高山融雪帶
來的水氣讓高
原上的花草急速綻放,錦繡繽紛的景象。
穿越羅丹隘口(3960m)進入蘋果山谷:也是印度最有名的避暑勝地。
印度河上游的清澈溪流、蘋果樹和李子樹的果園、喜馬拉雅杉林、身穿傳
統服裝的高地民族、純樸的山間村落和自然美景使人身心舒暢。
宿: Solang Valley Resort
索蘭山谷/久德那格 ( Jogindernagar
交通工具：巴士
/155km)
早上由當地人帶領進入山區
原住民村落：這裡海拔不
高，總在 2500m 以下;冬天也
不會降太多雪，算得上是個
冬暖夏涼的好地方。只是道
路建設得晚，發展相對來講
也顯得落後，但從觀光角度看卻反而是好事一樁:沒有
眾多遊客打擾，可盡情享受清幽環境;沒有成群小販和
乞丐簇擁,讓人寸步難行。家家戶戶採收蕃茄、蘋果、花椰菜;玉米是主要
稻作，蔬果其次，少量畜牧。不同於山區一般男尊女卑情況，路上工作幹
活兒的男女皆有，小自 5、6 歲,老至 6、70，挑水、背柴、放牛、洗衣。
宿：政府招待所
久德那格/達蘭薩拉(Dharamsala)
交通工具：巴士
搭乘一早出發的登山小火車
約 2 小時：JTNX-PTK 屬於西
姆拉世界文化遺產 KSR 鐵道
的支線，全長 164km，行車時
間 9 小時；我們搭一小段體驗
並欣賞沿途風光。
下火車後搭車抵達賴喇嘛駐錫地(54km)：自 1959 年起，大批藏族定居此
地，形成印度教與藏傳佛教在此同處。參觀佛寺、藏族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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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Hotel Dhaulakhar

第 12 天
2023/06/24
Sat

第 13 天
2023/06/25
Sun

第 14 天
2023/06/26

達蘭薩拉/阿姆利則( Amritsar
交通工具：巴士
/200km)
早餐後進入葛
瑪巴的佛寺，清
晨沒有人群的
吵雜、可靜觀修
行者禮佛、冥
想、誦經等。午
餐後進入平原，赴本加
普省第一大城阿姆利
則：甘露池之意。本加
普 Punjab 意為五河之
區，是北印富裕的恆河
沖積平原，現由巴基斯
坦與印度政府各管轄
一半；印度境內的本加
普人多為印度教與錫
克教。下午到邊界區看
衛兵降旗儀式。這裡離巴基斯坦的拉合爾市僅數十公里，是世界上唯一兩
國接壤地舉行降旗典禮處；禮兵的行軍與以腿碰頭的敬禮更是其特色。
宿：Holiday Inn
阿姆利則/德里 UK692 15:25/16:40
交通工具：巴士、飛機
阿姆利則是印度邊
境靠近巴基斯坦的
一座城市，而這座廟
就是阿姆利則最出
名的廟，也是錫克教
徒一生必到一次的
朝聖之地。
早餐後參觀黃金聖殿
Golden Temple：錫克教
第四任導師是阿姆利
則建城者，第五任導師
利用水池建廟，內奉
「本初經」
。到 1803 年
由當時的錫克教領袖
以昂貴的大理石與黃金
重建此廟，光是其圓頂
就重達 400 公斤；現在
是全印度有名的觀光點。從清晨到黃昏都可聽見讚美詩歌，更吸引信徒們
虔誠膜拜。每日還提供六萬份素食給大眾免費食用。
下午搭機赴德里後晚餐、自由購買土特產品後賦歸，結束精彩旅程!
宿:機上

德里/香港/台北
交通工具：飛機
凌晨搭機飛往香港，抵達香港隨即轉機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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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人們不能靠區區一張機票，就奢望看透喜馬拉雅山的雄偉壯麗!
冗長顛簸的無盡路，帶我們穿越四千、五千海拔的世界屋脊，凜冽的風、
漫長的夜、簡陋無比的食與宿...讓身為人類的驕傲蕩然無存。
走過看似死寂的天與地，終能理解存活其中的人與生物所蘊含無比堅軔的
生命力。
在旅途平安結束之際，驀然回首：看到了隱藏在魔幻般冰雪間、荒野萬物
的生命節奏裡的 - 喜馬拉雅山的秘密及震攝人心的美!
註:以上行程暫供參考。
飯店與航班以實際訂到後的說明會資料為準。
《價格說明》
售價 NT$138,000. (費用包含行程所列食、宿、交通、印度簽證暨旅行社責任險 500 萬元
附加意外醫療險 20 萬元；不另收小費)指定個人單間住宿加收 NT$30,000.；國際段航班
升等商務艙加價 NT$48,000.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程』
進入「南亞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報名後，本公司會主動與您聯絡。

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報名程序：1.支付訂金 NT$30,000./人先開好航空公司機票。
2.同時繳交護照彩色影本(務必簽名並有半年以上效期)、5cm x 5cm 彩照 1 張
（不同於護照者、最近 6 個月內所攝彩色半身、正面、脫帽、五官清晰、
白色背景之護照專用相片一張）、辦印度簽證。
3. 辦理印度簽證要求另外提供:
a. 清晰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b. 以前曾去過印度經核發之簽證的清晰影本.
c. 公司中英文名稱、職稱、地址、電話、e-mail/住家電話與手機號碼/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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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新護照者請備護照用之彩照 2 張，身分證正本、NT$1,800.。
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 樓.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30,000.》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7701-315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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