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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610
Serving Since 1992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亞特蘭大

電話﹕（770）451-1212
傳真﹕（770）452-8082
外州﹕1-800-390-2888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凡在本社購機票者

即附 贈送

三十萬元旅行保險

(僅限用於從美國出發

的美國居民)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越南 柬埔寨 7日遊 $1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11日遊 $49.00

韓國經典6日遊 $19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6日遊 $44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4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6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6天精華遊 $9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7日遊 $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7天 $99.00

奇山秀水桂林6天 $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8天遊 $49.00

舞動北京5天 $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8天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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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拉宮始建於西元7 世紀，是藏王松贊
幹布為遠嫁西藏的唐朝文成公主而建。
距今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是西藏現存
最大最完整的古堡建築群，是歷代達賴
喇嘛生活起居和從事政治活動的場所。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古代宮堡。
布達拉宮是歷世達賴喇嘛的冬宮，也是
過去西藏地方統治者政教合一的統治中
心，它分為紅宮和白宮兩部分，紅宮主體
建築是靈塔殿和各類佛堂，也是舉行法
會活動的場所。

所有進入布達拉宮的人是沿著兩個陡峭
的坡道上下，因為不能帶飲用水上去，還
未到達十三層頂樓，已經讓你喘息，加上
空氣缺氧，別鳞付五元買小瓶礦泉水，五
十元一瓶也是一樣要付的呀！總的來說，
不管多累多喘，能一睹「布達拉宮」廬山
真面目，還是值得！

美國十二位團員參加此西藏行，5位年齡
從69-74的老美，7位年齡從56-70的老
中(有一位最年輕的33歲。)很多的景區，
老美無法全程參與的，有些地方他們也
不想去，如著名的“羊卓雍措”要花多三
個小時車程 上山下山，基于少數服從多
數，最後還是上山去看羊卓雍措湖，當車
子開到羊卓雍措，大家「嘩」聲音響起！老
美眉笑眼開，因為景色太美，而且一下車
就到景點，不必走路所以很高興。
湖光山色，美不勝收的羊卓雍措，地處喜
馬拉雅山北坡雨影地區，屬於半乾旱帶，
羊卓雍措流域年均降水量 350 毫米，年
均 水 面 蒸 發 量 1250 毫 米 ，年 均 溫 度
2.6℃。羊卓雍措湖面海拔4441 米。我們
站的地方海拔4998米。
羊卓雍措又稱「白地湖」、「裕穆湖」，「裕
穆湖」藏語意為「天鵝之湖」：又因為該湖
在白地附近，故稱白地湖。藏語「羊卓」意
為「上部牧場」，「雍」意為「碧玉」，「措」意
為「湖」，漢語又稱「羊卓雍湖」，簡稱為
「羊湖」。羊卓雍措是西藏自治區第五大
湖，藏南最大的內陸微鹹水湖。該湖與納
木措和瑪旁雍措並稱西藏三大聖湖。

羊卓雍措的湖盆呈現槽谷形，大致自西
北至東南方向延伸。羊卓雍措流域周圍
群山環抱。羊卓雍措流域面積6100平方
千公尺，蓄水量達160億立方公尺。羊卓
雍措湖水礦化度 1.7 克/升。羊卓雍措的
湖體呈現枝狀分佈，北窄南寬，長 74 公
里，平均寬8.6公里，最大寬度33公里，面
積 638 平方公里。羊卓雍措水深 20 至 40
公尺，平均深度為23.6公尺。在晴朗的天
氣下，如神話般的藍色松石湖水，難怪有
世界最高的淡水湖「天上聖湖」美譽。
優美的 納木措，是西藏三大聖湖之一。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也是中國僅
次於青海湖的第二大鹹水湖，湖面海拔
4718 米。它是著名的高度和氣勢宏偉的
風景。距離青藏鐵路當雄站60公里，東西
長 70 公里，南北寬 30 公里，面積 1940 平
方公里，湖中有三個島嶼。

納木措-藏語意為“天池 ”或“神湖”，位
於拉薩市當雄縣與那曲地區交界處。每
年進入冬季，湖內會結冰，至六月中旬，
冰才完全消融，山頂大雪才解封，車方可
通行，7、8月份是賞湖的最佳時間，此時，
湖畔綠草如茵，牛羊成群，野鴨飛來棲
息 ; 生蛋孵雛，廣闊的湖濱是草豐水美
的天然牧場，湖泊周圍常常有野牦牛、岩
羊、野兔等動物尋食，湖內盛產細鱗魚和
無鳞魚，納木措有豐富的魚類資源，因為
藏族全民信佛，有不吃魚的傳統，故無漁
業生產。

西藏美味佳餚融入了東西方的文化，除
了白米飯、咖哩雞、乾香的辣雞、炒雜菜、
牛肉餡餅、意大利芝士焗烤麵、印度烤餅
等等。如果一般的飲食吃不慣，可以點烤
比薩、炸鷄、烤鷄、牛排和漢堡飽。

參觀藏傳佛教六大寺之一「紮什倫布
寺」。紮什倫布寺藏語意為「吉祥須彌山

寺」，是後藏最大的一座格魯派寺廟。建
於 1447 年，佔地面積 70 万平方米，紮什
倫布寺位於後藏首府日喀則城西的尼瑪
山麓，全寺有牆垣圍繞，周長達 3000 多
米，由佛殿經堂、祀殿等組成的 主建築
群，聳樓疊閣，朱壁金頂；其前方的僧舍，
多是二層或三層的平頂樓房，形同藏 式
民居，也是歷代班禪的駐錫地；它的歷史
地位僅次於布達拉宮。

大彌勒殿內供奉九世班禪主持鑄造的，
鎏金青銅彌勒坐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銅
佛坐像；殿高近三十米，建築面積近八百
平方米，殿室分為蓮花寶座殿、腰部殿、
胸部殿、面部殿和冠部殿五大層。其蓮花
寶座高３．８米，佛像高２２．４米，總高
２６．２米，面部約４．２米。耳長２．８
米，手掌寬約１．６米，中指長約１．６
米，中指粗周長１米，腳底長約４．２米，
肩寬１１．４米。

佛像全身共用紫銅皮二十三萬餘斤，黃
金八千多兩，眉間白毫用的大金鋼鑽石
三十個，大珍珠三百餘顆及各種珊瑚、琥
珀、松耳石等一千四百多。由一百一十名
工匠，花了二年多的時間才將佛像建成，
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鍍金銅佛。佛像造型
之生動莊嚴，制造工藝之精湛，反映了藏
族人民的高超智慧技藝。寺內還藏有許
多珍貴文物，是社會發展歷史研究的無
價之寶。

外國人進入西藏要申請旅遊許可證，(同
胞們例外)，除了禁區和軍事敏感地區
——所有進入西藏旅行參觀的外國人要
查許可證。布達拉宮、珠峰也需要額外的
許可證，這需要由多個政府部門批准。郊
區沿途檢查站也會限制車速，每到一個
檢查站都會記下時間，再到下個檢查站
如果時間太短，証明你快速駕駛(超速
了!)，因此，如果車子開太快了，就在快到
下個檢查站前停車休息一下再繼續前
進，這未免不是件壞事，保持駕駛者的開

車速度，安全第一。

藏民迎接客人 : 「Tashidelek（扎西德
勒) 」。外國人在西藏，感謝對方也說：「扎
西德勒」互相尊重、感恩與祝福。碰巧進
入九月，西藏自治區五十周年紀念慶典，
拉薩到處張燈結彩，特別喜氣洋洋！旗幟
印有“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標題處
處可見，熱鬧非凡。

西藏之美，美在肅穆莊嚴、美在神秘無
染、美在恬靜清澈、美在天然遼闊、美在
……..。偶爾柔媚、偶爾宏觀、偶爾神秘：
以她神奇的自然風光和獨特的宗教色
彩，成為許多人心目中渴望前往的聖地。
但又怕高原缺氧和路途風險而遲遲未能
所願。

在拉薩巿海拔只有3600左右，旅遊還是
不錯的，因為布達拉宮、大昭寺、八廓街
等景點集中，遊玩還是挺愉悅的。
可是出了拉薩巿往其他景區，如羊卓雍
措，珠峰等等……就會比較辛苦一點啦！
因為路途遙遠，需要舟車勞頓的坐半天
的車程才到達，加上海拔越來越高，4700
米-5200米，缺氧狀態高一些，也會累一
點，但是，也別太擔心，只要不勞累過度，
三、四天就習慣了。您身體健康沒有問題
的話，就鼓起勇氣走進西藏吧!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神秘西藏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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