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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天堂最近的地方：不丹安縵八日 
報價適用至 2012/8/31止（2012九月起安縵房價將調漲 15%） 

什麼樣的地方？ 

不丹王國位於喜馬拉雅山脈東緣，地形

與瑞士相似，有著無盡的山脈與森林保

護，讓當地人民不受外界紛擾、過著既

自然又安逸的生活。在這個不重 GDP

而重 GHP（國民幸福指數）的國度，

流傳著賢能君主愛國愛民的故事、代代

傳承的宗教傳說，純樸簡單、無憂無慮，堪稱世界上離天堂最近的地方。如果你不想跟越來

越多的旅客分享這個天堂，就得趕快來！ 

 

什麼樣的旅館？ 

一系列的安縵渡假村(www.amanresorts.com)無疑是世界上最頂級的旅館集團，從 1990年代開

始在世界各個角落陸續興建了二十幾個據點，都是僅有幾十個房間的終極奢華旅館，創造了

「住宿＝旅程」的”destination resort“概念，在旅行、過夜、服務各方面樹立了前所未有的標

準。安縵集團更是首先敲開了保守的不丹大門，基本上是以一家旅館的興建領頭造成了不丹

的觀光開放。 

不丹的 Amankora更是所有安縵渡假村中最獨特的

一家：不丹王國面積雖然跟台灣差不多，但地形幾

乎都是山嶺接著河谷，壯麗風景之間只有簡單道路

連接，如果住宿在同一個地方，勢必要浪費許多往

返車程，而有些絕美險境則根本無法一天往返。因

此當初不丹安縵的設計者決定將一家旅館拆成四到

五個 Lodge（每個 Lodge只有八到十六間 16坪的套



房），坐落於不同的獨特地點，讓旅客可以一邊移動遊玩、一邊享受豪華住宿。每個 Lodge

的建築設計各自不同（但都是延伸自不丹著名的宗堡建築風格），而房間配置盡可能相同，讓

旅客每晚都彷彿都回到同樣的家裡歇息、減少旅途勞頓的疲累感。 

從下飛機到送上回程飛機，全程

都有安縵配置的SUV與專屬司機

（每房一車）及導遊，帶領我們

一路尋見純真幸福、親身體驗質

樸的快樂。專人貼身服務將安縵

的精神發揮到極致，幫您背負隨

身衣物、飲水點心伺候；從下飛

機到上飛機，所有餐食與飲料酒

水、洗衣服務都包括在房價裡，優秀的洗衣服務讓你只需要帶一套換洗衣服就可以玩一個禮

拜。最被稱道的個人化服務，各 Lodge提供的熱石浴、Spa服務、私人晚餐、特殊活動等，

則是發掘不完的寶藏。這個異數風格的套裝行程將一次造訪不丹 Amankora的四個 Lodge。 

必要的奢華 

如果你有興趣造訪不丹，但覺得安縵太貴而準備考慮其他的旅行團，那麼你應該慶幸你看到

這段文字：要知道不丹境內唯一一條東西向的「高速公路」是 60年代興建的，從唯一的機場

Paro河谷往東到首都 Thimphu河谷（1.5小時）是路況最好的一段，像是以前中橫或是蘇花

公路那樣彎彎曲曲但至少有兩個車道；從 Thimphu繼續往東到 Punakha河谷的一段（3小時）

像是阿里山的產業道路但只有一線道，而 Punahka河谷往東到 Gangtey之間（3小時）則幾乎

都是狹小的山路，不敢想像從 Gangtey再往東到 Bumthang（7小時）會是什麼樣的路況。 

在實地體驗過之後，我們覺得安縵配備的兩人一部 SUV，能夠隨時視乘客狀況調整速度與停

車休息，是唯一能還算舒適地克服以上地理障礙的方式。若是一般旅行團坐著擁擠的 18座小

巴士走這些山路，恐怕會難以忍受。 

重要的是，經過這些車程後每天能夠回到一個舒服的住

宿，有人幫你燒起火爐放洗澡水，隨時準備像樣的食物

飲料，吃完飯上床發現放了暖被的熱水袋。令我們不禁

得說：想要到不丹旅遊，安縵的安排恐怕是唯一能夠接

受的方式－－那真是「必要的」奢華啊。 

團費報價（以下均可刷卡） 

只要一人即可成行，二人一室每位 NT$ 199,000，住宿單人房加價 NT$ 150,000。 

包括：七夜住宿與洗衣服務，所有早午晚餐與 House wine酒水飲料、15%的服務費與稅金、

簽證費用、不丹政府徵收的觀光稅 U$65每人每日，以及八日每房專屬車輛使用與導遊等 



＜異數風格額外贈送＞ 

1) 每人一次 60分鐘 SPA療程，可選擇於任何一座 Lodge使用，原價 U$ 120。 

2) 不丹獨特的熱石浴一次（每房一浴兩人共用），原價每人 U$ 64。 

3) 馬鈴薯農舍燭光私人晚餐（原價 U$ 90）。如同日期出發訂房五間或以上，可昇等為十七

世紀雷龍宗城堡私人晚宴（原價 U$330）。 

4) 同日期出發訂房三間或以上，可加派中文領隊全程服務。 

＜但未包括以下費用＞ 

1) 曼谷往返帕羅的不丹航空機票，只能由安縵渡假村訂位開票、國內旅行社無法訂位開票：

商務艙每位約 U$1,100、經濟艙約 Ú$900，訂位確認後一周內即須由安縵渡假村的新加坡

辦公室開票。 

2) 台北往返曼谷機票、稅金兵險：特價商務艙含稅兩萬上下，經濟艙一萬上下。 

3) 當地導遊與司機小費：行情標準為每人每天 U$10 x7日。本公司如派領隊，小費隨意。 

4) 行程前後曼谷機場旅館 Novotel住宿：如有需要每房每夜約 NT$ 5000（視入住日期） 

5) 行程前後若入境曼谷（包含機場旅館），泰國落地簽證費用每次 1,000泰銖。 

6) 若只有兩人成行，不丹政府加收 FIT觀光稅每人每天 U$30 x7日（此規費三人以上免收） 

7) 泛舟與其他額外活動、特殊私人晚餐費用，House wine以外的酒精性飲料。 

訂金與付款：確認訂房須收每位 NT$ 50,000訂金，兩個月前付清餘款。 

取消費用： 

1) 不丹航空機票在出發 30天前可退票，30天內退票罰 50%、10天內退票罰 100%。 

2) 安縵渡假村：兩個月前取消費用為每間房 U$100 x 預定住宿日數，兩個月內取消費用為

團費 100%。 

詳細行程 

Day 0 

各自搭乘晚上班機飛往曼谷：華航 CI065於次日 01:10am抵

達的、長榮 BR061於次日 02:10am抵達。也可選擇較早抵

達的航班，並另外付費於曼谷機場旅館 Novotel過一夜。 

Day 1宿 TH 

搭乘於曼谷時間七點前後起飛的不丹航空，經四小時飛行 

（包括短暫中停點）於十點前後抵達不丹唯一的帕羅(Paro)

機場。這個機場只有不丹航空飛航，每天從曼谷與新德里各

飛來一架次的空中巴士 A319，兩架總共 250個機位便是每

天唯一能進入不丹的遊客名額（另有從印度穿山越嶺的陸路

則須耗時好幾天）。不丹的獨特旅程從飛機還沒降落就開始：



抵達海拔 2400m的帕羅機場前是舉世最壯觀的進場飛行之一，飛機在群山峻嶺間繞行、遠處

即可望見聖母峰。通關提領行李後由安縵專人迎接，登上每房專屬的 SUV開往（車程約 1.5

小時）不丹首都廷布，途中在一座精緻的修道院山丘下喝茶休息。午後入住廷布 Thimphu Lodge

（簡稱 TH，海拔 2,400m宿一夜），在旅館餐廳午餐後，有興趣的人可前往參觀首都的一些景

點，但建議大家好好休息或享受 SPA。如果住宿客人多，晚餐前會安排欣賞民俗歌舞演出。 

 

Day 2宿 GA 

今天要移動到安縵四個 Lodge中最偏遠的崗堤(Gangtey，簡稱 GA)，總共約 5小時的車程中

途會經過海拔 3,140m隘口上的 108塔，天氣好時可遠望四周高聳的群山。途中在眺望河谷的

綠地享用野餐並稍作歇息，餐後前往參觀旺杜的宗堡。政教合一的「宗」通常會是不丹每個

區域最壯觀的建築，負擔行政角色、同時也是主要廟宇，我

們可在此點燈祈福，或聆聽僧侶說法。下午抵達冰河刻劃而

成的山谷，入住只有八個套房的崗堤 Lodge（海拔 2900m，

宿二夜），並在遠眺山谷、風景絕佳的餐廳晚餐。晚間可分成

一對對享受不丹最獨特的熱石浴，在美麗星空下露天泡澡，

水冷了只消搖搖鈴就有火燙熱石加入浴池中，可真是絕頂享

受！此熱石浴雖在其他 Lodge也可進行，但僅在 GA能享受

原始不丹鄉間湯屋，景色最佳。 

Day 3宿 GA 

今天早上可進行約 4km長、和緩的自然小徑健行，貼身導遊帶領、慢慢走約花二小時半，經

過靜謐草地、小橋流水石牆田野，欣賞絕美的自然景色。如在秋冬造訪，在此可欣賞每年飛

來此處過冬繁殖的美麗侯鳥，若幸運可以見到不丹人心目中

象徵吉祥的黑頸鶴，黑山國家公園是牠們冬天的棲息之地，

這種瀕臨絕種的鳥類僅在青康藏高原和不丹可見；如於春夏

來訪可欣賞遍地野花開放。傍晚徒步 15分鐘前往由當地農夫

用石頭堆砌而成、在秋冬用來儲存收成的馬鈴薯農舍，聆聽

著不丹音樂演奏、在點點燭火搖曳下享用浪漫的私人晚餐（此

特殊晚餐只有 GA才有）。 



Day 4宿 PU 

今天是移動日，前往普那卡（Punakha

約三小時，將下降一千多公尺、

卡河谷，在眺望兩條河流交會處的小公園裡野餐

往參觀河畔的普那卡宗：公認這是

也是電影「小活佛」的拍攝場景

需步行橫跨母親河上的吊橋，再乘高爾夫球車方能抵達

有八個套房的普那卡 lodge入住

準備的五色經幡繫在吊橋上，源源不絕的水流

保佑旅途平安。晚餐在旅館享用

Day 5宿 PU 

今日將視您喜好，選擇穿過

梯田河谷的健行，或拜訪當

地的小活佛與民家。普那卡

河谷因地勢低緩又受兩條河

流交會滋潤，一年二次收成

的機會為此地人民帶來較為

優沃的生活，我們也較有機

會與當地人民互動。也推薦自費選擇

兩岸的絕美景色與野鳥群落，還可望

Day 6宿 PA 

今天前往帕羅（Paro，簡稱 PA

繞路到廷布的 Lodge午餐），並參觀

有許多珍貴佛像、唐卡及郵票等

住（宿二夜 2,500m海拔），晚餐在

Day 7宿 PA 

今天將要一早出門挑戰不丹的國家象徵

Punakha，簡稱 PU）的車程

、抵達海拔 1500m的普那

在眺望兩條河流交會處的小公園裡野餐。餐後前

這是不丹最美的一座建築，

的拍攝場景。午後抵達普那卡 lodge，

再乘高爾夫球車方能抵達只

入住（宿二夜）。過橋時將導遊

源源不絕的水流可以加持、

晚餐在旅館享用。 

推薦自費選擇刺激的泛舟（每船 U$ 576可坐八位

還可望見普那卡宗不同角度的背面。 

PA）的車程總共五小時，中途在廷布附近的鄉間

並參觀帕羅的國家博物館：這是由瞭望塔改建而成的博物館

唐卡及郵票等珍品收藏，下午抵達群山之間、此行最後一個

晚餐在 Lodge內享用。 

國家象徵「虎穴寺」（上圖）：從旅館出發一小段車程後

位），可欣賞普那卡河

附近的鄉間用野餐（或稍微

改建而成的博物館，擁

此行最後一個帕羅 Lodge入

 

一小段車程後，騎上



事先預訂的小馬爬坡一小時半，

在海拔3,750m的峭壁上，石砌的寺院與岩石

亦是蓮師閉關修行的聖地。從這茶館開始

抵達虎穴寺入內參拜。不丹人一生中至少會來此地朝聖一次

話，也可以從茶館回頭下坡步行一小時即由專車接回旅館

下午回到 lodge午餐休息，有爬上虎穴寺的人恐怕需要

的雷龍宗城堡私人晚宴（場地費

薯農舍晚餐免費昇等為此一尊榮私人晚宴

裝，然後乘車前往列為國家古蹟的十七世紀

別晚餐，讓我們在帳篷內享用。

別晚餐也可換上不丹傳統服裝。

Day 8 

早餐後專車送往帕羅機場（車程約

時刻，過去都是三四個月前才會公布

回台北的最後一班飛機（安縵建議回程轉機時間須預留四小時

機場旅館過一夜，也可考慮進曼谷玩個一兩天才回國

 

本公司提供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Tel : 02

，抵達一座茶館休息享用野餐，並眺望山谷對面的虎穴寺

石砌的寺院與岩石彷彿渾然一體，是印度教傳入不

從這茶館開始，有體力的人可繼續攀登（來回共約需

人一生中至少會來此地朝聖一次，但若不是不丹人

也可以從茶館回頭下坡步行一小時即由專車接回旅館。 

有爬上虎穴寺的人恐怕需要 Spa一下。晚餐若

場地費$900 +每人 U$150，同日期訂房五間或以上出發則可將馬鈴

尊榮私人晚宴），傍晚工作人員會至房內協助大家換上

列為國家古蹟的十七世紀古堡遺跡中庭內，由特別搭建的廚房精心準備惜

。即使未選擇此雷龍宗城堡私人晚餐，今晚在旅館餐廳內的惜

。 

車程約半小時），搭乘不丹航空飛往曼谷。不丹航空的起飛

過去都是三四個月前才會公布，而根據過往經驗，回程抵達時間通常

建議回程轉機時間須預留四小時），因此可能

也可考慮進曼谷玩個一兩天才回國。 

本公司提供代訂全世界安縵度假村與行程規劃服務

異數風格旅行社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30號 交觀甲 7080號 品保會員北

Tel : 02-25361314  travel.theonestyle.com 

並眺望山谷對面的虎穴寺：建

是印度教傳入不丹的第一座寺院，

來回共約需二至三小時）

不是不丹人、又懶得爬的

若自費選擇令人難忘

同日期訂房五間或以上出發則可將馬鈴

大家換上不丹傳統服

由特別搭建的廚房精心準備惜

今晚在旅館餐廳內的惜

 

不丹航空的起飛、抵達

通常無法趕上從曼谷

因此可能會需要另外付費在

服務 

品保會員北 169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