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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寮國到底有什什麼 

⾝身為中南半島唯⼀一的內陸國，寮國經常被與柬埔寨

混淆，「你說，寮國到底有什什麼」是⽇日本作家村上

春樹的旅遊隨筆書名，村上在出發之前，對寮國的

認識不比你我多，⼀一開始他甚⾄至抱持疑問的態度，

來來到這個有「佛都」之稱的國家。

 
正因為這樣的默默無名，寮國意外成為東南亞最純

淨、虔誠和靜謐的旅遊選擇。位於中北部⾼高原、群

⼭山圍繞，如同⼭山中珍珠般的龍坡邦（ L u a n g 
Prabang）是寮國第⼆二⼤大城，在八⾄至⼗十三世紀時，
曾是瀾滄王國⾸首都。擁有三⼗十幾座⼤大⼩小寺院的龍坡

邦，整座⼩小城都被列列為世界遺產；信仰⼩小乘佛教的

佈施⺠民眾、清晨在街頭托缽⿂魚貫⽽而⾏行行的僧侶，是龍

坡邦每⽇日⽣生活的開始。

湄公河與南康河在龍坡邦交匯，這條流經越南、寮

國、泰國、緬甸、柬埔寨的⼤大河，任悠悠歲⽉月靜靜

流淌。你說，寮國究竟有什什麼？有⼈人說它是「偷⼼心

賊」，⼀一旦來來到龍坡邦，你的⼼心便便留留在那裡了了。



香通寺



關於安縵 

對許多⼈人來來說，旅遊是⼀一種多重體驗，其中住
宿的體驗尤勝⼀一切。如果旅館本⾝身已⾃自成⼀一道
獨特的風景，就更更令⼈人嚮往了了；全世界最獨特
的飯店集團安縵(Aman Resort)，提供的就是這
⼀一切美好的總和！ 

安縵被稱為極其奢華的精品酒店，全球每⼀一家
安縵都截然不同，它的獨特不僅在於位置，還
有它的設計、氣氛和顧客的感受。所以這世上
才會有⼀一群「安縵癡」，他們⾃自稱A m a n 
Junkies，哪裡有安縵，他們就到哪裡旅遊。 

安縵，在梵語裡是「和平」的意思，有⼈人說，
安縵的每⼀一個「作品」，都指向我們⼼心靈的故
鄉；也有⼈人讚嘆：「住過安縵，⼈人⽣生沒啥好計
較！」 

聯聯合報系《有⾏行行旅》推出的【安縵系列列】，帶
您品味極致感官美學，期盼它成為您⼈人⽣生的勳
章；2020年年伊始，讓我們⼀一起走訪寮國古都龍
坡邦的安縵塔卡Amantaka！



東京安縵



Amantaka 
2009年年落落成的安縵塔卡Amantaka，有
別於Aman集團其他多遠離塵囂、遺世
獨立的酒店，選在龍坡邦街市間，具

備可就近前往各景點的便便利利；⽽而結廬

⼈人境的結果，⾞車車⾺馬聲、佛寺鐘磬聲與

誦經聲亦雞⽝犬相聞，別有⼀一番意趣。

Amantaka是由法國殖⺠民時期的舊建築
修整改建⽽而成，如實反映了了龍坡邦的

昔⽇日歷史風貌；也呈現出從建築背景

到選址，Amantaka都與古城的歷史與
居⺠民⽣生活脈動緊密相連。

走進Amantaka，通透長廊、漂亮列列
柱、優美長窗、挑⾼高天花板…融合歐
洲與亞洲特⾊色的設計風格，呈現安縵

⼀一貫尊重在地歷史⽂文化的精神。室內

造型古典、帶有中南半島早期樸實形

貌的家具擺設，在恬靜氣氛中勾勒勒出

純樸優雅氣韻，讓來來到此的旅⼈人⾝身⼼心

安頓。



⾏行行程特⾊色

嚴選美宿	極致體驗：入住2晚安縵塔
卡Amantaka，體驗安縵低調奢華美
學；另入住1晚Rosewood酒店、2晚
Grand Luang Prabang酒店。

宗教建築	文化采風：從450年年歷史的
香通寺、邁佛寺、王宮博物館，到造
紙村、織布村，品味不同在地宗教、
⺠民俗與藝術風格

自然美景			舒心慢遊：登普⻄西⼭山賞落落
⽇日，訪關⻄西瀑布、熱帶植物園，搭乘
長尾船遊湄公河，享受「⼭山中珍珠」
龍坡邦原始、純樸⾃自然景觀

異國料理 	 手作體驗：品嚐寮國在地
⼩小吃特殊風味，跟著⼤大廚逛市場，學
習寮國料理理、⽵竹編⼯工藝，體驗動⼿手作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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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0  台北桃園機場出發 
10:35  抵達曼⾕谷蘇汪納蓬機場 
12:00  午餐/機場 
15:05  曼⾕谷蘇汪納蓬機場出發 
16:35  抵達龍坡邦機場   
18:00  普⻄西⼭山賞落落⽇日 (⾃自由參參加) 
19:30  晚餐/Grand Luang  
           Prabang餐廳 

住宿/Grand Luang Prabang

具千年年歷史的寮國北⽅方⼩小鎮龍坡邦（Luang Prabang），因⾃自
1560年年起供奉來來⾃自柬埔寨的「⾦金金佛Phra Bang」⽽而得名，城內
⼤大⼩小寺院約有35座。龍坡邦曾是八⾄至⼗十三世紀時瀾滄王朝的⾸首
都，因城市保存良好，被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

產，也是歐美遊客最愛的旅遊勝地。

有「⼭山中珍珠」之稱的龍坡邦，因交通不易易，不像東南亞其他

城市那麼繁華，讓它始終維持著純樸的⾯面貌，紐約時報曾推薦

龍坡邦是「⼀一⽣生必訪的旅遊勝地，在這裡…時間彷如靜⽌止」。

龍坡邦



普⻄西⼭山 賞落落⽇日

普⻄西⼭山位於古城中⼼心，是龍坡

邦市區的最⾼高點，有328級台
階。在⼭山頂上可以看到整個龍

坡邦360度全景，落落⽇日時分可
居⾼高臨臨下欣賞絕美夕照。⼭山上

的最⾼高點是That Chomsi佛
塔，這裡也是寮國新年年遊⾏行行隊

伍的出發點。

龍坡邦市區沒有⾼高⼤大的建築，

多是廟宇、⼀一兩兩層樓樓⾼高的房

屋，漂亮的尖頂在茂密的樹叢

中若若隱若若現；從⼭山上還可以俯

瞰美麗的湄公河與南康河，有

如置⾝身世外仙境。



Grand Luang Prabang 餐廳
位於湄公河畔，可邊欣賞落落⽇日、邊享⽤用寮國與⻄西式創意料理理。 



酒店位於湄公河⽔水畔，遠離市中⼼心，環境相對安靜；周邊環境優美，

⽤用早餐時可⾯面對河景，是⼀一⼤大享受。

⼤大龍坡邦酒店Grand Luang Prabang



08:00  早餐/ Grand Luang Prabang 
10:00  香通寺、法式建築街區散步 
         （或安縵創辦⼈人私宅） 
12:30  午餐/ Le Calao餐廳 
14:00  王宮博物館 
16:00  ⽵竹編⼿手作體驗活動 + 
           傳統⽵竹樂器演奏、舞蹈 
19:30  晚餐/ Blue Lagoon餐廳         
21:00  法國街夜市 
   
住宿/ Grand Luang Pra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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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鴻昌/提供

香通寺（Wat Xieng Thong）意為「⾦金金⾊色城市之寺」，位
於龍坡邦北端，曾是寮國最重要寺廟，亦是皇室寺院，⾄至

今依舊保有崇⾼高地位。廟區共有20多座建築，尖翹的屋
簷，像是振翅起⾶飛般充滿動感。

瀾滄王朝末期戰亂頻仍，最後被泰國⼈人攻佔，不少建築遭

破壞殆盡，香通寺是唯⼀一遺留留下來來的寺廟，主要建物保存

相當完整，是寮國佛教建築的典範。

香通寺



寺廟牆上⾊色彩繽紛的

「⽣生命之樹」，以閃

亮無比的鏡⾯面⾺馬賽克

拼貼，描繪從地獄、

⼈人間到天堂的景象，

可以⼀一窺當年年瀾滄

王朝的宗教信仰

與⼯工藝美學。



法式建築街區散步

19世紀末，寮國淪淪為法國殖⺠民地，法國⼈人曾以龍坡邦為基地統
治寮國，因此留留下法國建築風格、⽣生活習慣及飲食⽂文化，法國

⾊色彩也成為龍坡邦最⼤大的觀光特⾊色。



Le Calao餐廳

餐廳位於古老法式建築街區，⾯面

對著湄公河，營造出的優美氣氛

讓⽤用餐⼼心情愉悅；可邊欣賞美麗

河景，邊品嚐主廚烹製的精緻異異

國風味料理理。



王宮博物館

建於1904年年，位於龍坡邦市中⼼心，原是歷代國王寢宮，
1975年年寮國廢除君主制後，將宮殿改建成了了王宮博物
館。進入王宮正⾨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左⽅方⻄西薩旺凡達納

國王的塑像，接著從正中央的道路路來來到博物館，館內可⾒見見

昔⽇日的⼤大殿、議事廳、書房、收藏室、起居室等空間，內

部裝飾典雅華貴，陳列列許多國家級⽂文物。



位於王宮博物館內右⽅方的寺廟，內有⼀一尊⾦金金佛像，是1356
年年⾼高棉國王送給瀾滄王朝開國國王法昂的珍貴禮物，名為

「Phra bang」，龍坡邦(Luang Prabang)的名稱便便是由此
⽽而來來。



⽵竹編⼿手作體驗



在遍地⽵竹林林的龍坡邦，⽵竹⼦子是當地居⺠民⽣生活

中最⽅方便便取得的資源；⽽而來來到位於⽵竹林林環繞

⼩小村落落裡，參參加Bamboo Experience活動，
可在⽵竹⼦子搭建的兩兩層樓樓屋舍裡，聆聽寮國的

⽵竹編⽂文化，認識捉⿂魚筐、搖籃、⽵竹樂器、玩

具、燈具等⽵竹編器具，再跟着⽵竹編師傅學習

⾃自⼰己動⼿手編個杯墊，是認識當地⽵竹⽂文化的最

好⽅方式。

⽵竹編⼿手作體驗+⽵竹樂器演奏、舞蹈



Blue Lagoon餐廳

位於王宮博物館、夜市

入⼝口附近，藏⾝身在⼩小巷

裡，卻是有如進入秘境

般的庭園餐廳；可選擇

在室內或⼾戶外綠樹中⽤用

餐，浪漫⽽而愜意。老闆

是瑞⼠士⼈人，提供融合歐

式與寮國的創意料理理。



法國街夜市

夜市位於法國街 (Sisavangvong Road) 靠近王宮博物
館⼀一帶，這裡安靜得不可思議，沒有⼩小販⼤大聲招攬⽣生

意，只有熙攘往來來的⼈人群聲。⼀一個個排列列整⿑齊的攤

位，有刺刺繡、編織、⽊木雕、紙雕、畫作等，現打⽔水果

冰沙，是寮國最熱⾨門飲料。熟食巷裡，各種熟食堆滿

攤位，誘⼈人香氣與燒烤的⽩白煙，讓⼈人食指⼤大動，伴著

迷濛夜⾊色，龍波邦的⽇日常教⼈人沉醉。



08:00  早餐/ Grand Luang Prabang 
09:00  關⻄西瀑布、⿊黑熊保育區 
11:30  午餐/ Carpe Diem餐廳 
15:00  搭船往Pha Tad Ke熱帶 
           植物園、下午茶茶  
18:00  晚餐/ Rosewood Hotel  
           Grand House餐廳 

住宿/ /Rosewood Hotel

關⻄西瀑布 ( Kuang Si Waterfall )距離龍坡邦市區約29公⾥里里，
從⼤大⾨門⼝口入內，先穿過⼀一片熱帶森林林，這裡是⿊黑熊保育區，

能夠近距離觀賞⿊黑熊。


再往裡走，便便聽到轟隆隆隆隆的⽔水聲，這⼀一帶為⽯石灰岩地形，瀑

布從最⾼高⼀一層宣洩⽽而下，⾼高度約100公尺，下⾯面的河床如⽥田
埂般層層堆疊。三座瀑布的最下⽅方形成⼀一⼤大⽔水池，許多遊客

喜歡在此戲⽔水，還可到⼩小瀑布下⽅方享受最天然的「⽔水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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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瀑布





潘鴻昌/提供

關⻄西瀑布內的⿊黑熊保育區，是由

國際非營利利組織所設立，為的是

搶救遭虐待取膽的亞洲⿊黑熊，並

改善牠們的居住環境。

這裡的⿊黑熊與台灣⿊黑熊相似，⾝身

上都有⽩白⾊色V型記號。遊客可以
近距離觀察⿊黑熊的活動，或購買

⼩小紀念念品，以實際⾏行行動⽀支持該組

織的⼯工作。



Carpe Diem餐廳

餐廳位在關⻄西瀑布園區入

⼝口附近，遊客在參參觀完關

⻄西瀑布後、走出園區，可

以在此享⽤用法國、寮國與

各式亞洲風味料理理，⾝身旁

就是由蓊鬱綠林林、潺潺瀑

布⽀支流所構成的⼀一幅美麗

風景畫。 

潘鴻昌/提供



Pha Tad Ke 熱帶植物園

2016年年開幕的Pha Tad Ke熱帶植物園就位於湄公河畔，佔地約40公
頃。2007年年荷蘭蘭籍的Rik Gadella因⾯面臨臨「中年年危機」，來來到亞洲展開
⼀一場⼼心靈之旅，沒想到愛上這裡的緩慢步調與迷⼈人建築。在買下⼤大片

森林林後，Rik打造出⼀一座綠⾊色天堂，致⼒力力保護當地植物⽣生態的多樣性。



植物園⾃自製花草茶茶



2018年年龍坡邦瑰麗Rosewood酒店揭幕，這是該品牌旗下第⼆二家東南亞度假酒店，酒店隱⾝身森林林裡，被蜿蜒曲
折的河流和天然瀑布環繞，營造出避世居所。唯⼀一的餐廳The Great House供應法式與當地美食。

瑰麗Rosewood酒店The Great House餐廳





Rosewood瑰麗酒店

呼應「A Sense of Place」
的品牌理理念念，酒店化⾝身⼆二⼗十

世紀初的歐陸⼤大宅，旅⼈人可

在此享受盛情接待。每間客

房的設計靈感，都源⾃自昔⽇日

到訪過龍坡邦的冒險家，室

內的布置和擺設也反映出他

們對熱帶⽣生活的興趣和品

味。從巴黎黎跳蚤市場、古董

店，精⼼心挑選的藝術品與畫

作點綴著每⼀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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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早餐/ Rosewood Hotel 
09:30  跟著主廚逛普⻄西市場 
10:30  寮國菜烹飪課程 
12:00  午餐/ Rosewood Hotel 
15:00  入住安縵塔卡Amantaka 
18:00  搭嘟嘟⾞車車或步⾏行行前往⽤用餐 
18:30  晚餐/ Manda de Laos餐廳 

住宿/安縵塔卡Amantaka 普⻄西市場是龍坡邦最⼤大的鮮貨市場，出售新鮮的⾁肉類、蔬

菜、⽔水果、⽇日常⽤用品及服裝等，是當地⼈人⽣生活採買的主要

地點。

逛市場是認識⼀一個城市最「接地氣」的⽅方式，在普⻄西市場

不但可以體驗當地風⼟土⼈人情，還可以嘗試各種新鮮的熱帶

⽔水果，⼀一飽⼝口福。

跟著主廚逛普⻄西市場



寮國菜烹飪課程

跟著Rosewood Hotel主廚認識寮國食材、學做寮國料理理，是⼀一場有
趣⼜又實⽤用的體驗活動，⼗十分受到觀光客的歡迎。



Rosewood  
Hotel午餐

早上與主廚到普⻄西市

場，⼀一個⼩小時後回到

Rosewood Hotel，享
⽤用早餐、稍作休息。

午餐便便在Rosewood 
Hotel享⽤用⼤大家在主廚
指導下，所學習、烹

煮出的傳統寮國與龍

坡邦料理理。



搭乘嘟嘟⾞車車

潘鴻昌/提供

乘坐Amantaka的嘟嘟⾞車車(tuk tuk)遊街，或是⽤用更更慢的
速度⾏行行進，以雙腳在古城漫步，都是認識龍坡邦這個純

樸城市最好的⽅方法。



Manda de Laos
餐廳隱⾝身在⼩小巷弄弄，入內最讓⼈人驚艷的是緊鄰⼀一片列列入世界遺產的荷塘，餐廳設計、裝

飾和食物的擺放，都充滿了了創意，在此⽤用餐有如置⾝身莫內巨幅油畫中。Manda是寮國話
「Mother」之意，餐廳供應的便便是傳統寮國家庭料理理，但也融入許多法式廚藝的元素。



Amantaka暗紅屋瓦、⽩白牆的百年年建築，於2009年年完成翻新，規劃為餐廳、⼤大堂、SPA、健⾝身房與24間獨立套
房，⾄至今仍受聯聯合國世界遺產條例例保護。酒店古樸素雅的外表下，充滿19、20世紀法式殖⺠民建築的⾼高貴優
雅；挑⾼高的長廊、⽯石頭地板、灰綠⾊色⽊木⾨門和窗框，加上藤製、原⽊木家具，空氣中充滿中南半島清涼、慵懶懶情調。

Amantaka安縵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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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  街頭佈施活動 
07:00  早餐/ 安縵塔卡 
10:00  搭長尾船遊湄公河 
12:00  午餐/ 船上⽤用餐 
14:00  遊造紙村、編織村、 
           千佛洞洞 
18:00  晚餐 / 安縵塔卡＋傳統 
           歌舞表演、祈福 

住宿/ 安縵塔卡 

街頭佈施

寮國與泰國、緬甸⼀一樣，每天清晨都有和尚沿路路托缽化

緣，王宮博物館前的法國街(Sisavangvong Road)是⺠民眾主
要佈施的地點。⼤大⼩小寺院三⼗十餘座的龍坡邦，可說每⼀一天

都是從僧侶的遊⾏行行拉開序幕。

當著橘⾊色袈裟的僧侶，從最遠位在法國街東端的香通寺，

⿂魚貫走出各⾃自的寺院時，沿街跪坐的信徒便便將飯糰依次放

進僧⼈人⾝身前的籃⼦子裡，整個過程⼤大約持續半⼩小時。



搭長尾船遊湄公河
湄公河是中南半島最重要的河流，途經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以及越南，龍坡

邦便便是依著湄公河⽽而建的城市，⽽而瘦長的長尾船，是往來來河岸的重要交通⼯工具。



神路路屋
湄公河上的午餐

湄公河與南康河兩兩條在龍坡

邦匯流的河⽔水，像⺟母親的雙

臂般環繞著這座古城，往來來

河岸的交通⼯工具，是長約25
公尺的長尾船。⽽而專供觀光

客搭乘的船，內部會鋪上⽊木

質地板，加上露天的舒適⼤大

躺椅，以及船上提供的寮式

餐點與飲料，讓遊河⾏行行程悠

閒⽽而愜意。

坐在船上，看著兩兩旁煙霧籠

罩的⼭山脈、往來來⼤大⼩小船隻，

以及河邊洗衣的婦⼈人，很容

易易覺得⾃自⼰己像個19世紀的貴
族，正享受著遊⼭山玩⽔水的樂

趣。



造紙村、織布村

龍坡邦近郊有不少⼿手⼯工藝術村，從湄公河搭船，上岸稍作參參觀，可

買到寮國⼈人別出⼼心裁的⼿手⼯工造紙，以及觀賞織布刺刺繡⼯工藝。



千佛洞洞

船遊湄公河必遊的景點，是發現⾄至今有四百多年年歷史、⽯石灰岩

形成的千佛洞洞 (也稱唐丁古洞洞)。洞洞裡有成群佛像，⾼高度從10公
分到⼀一公尺半不等。



Amantaka餐廳 ＋ 傳統舞蹈、祈福儀式

有⼈人說：「有Aman的地⽅方⾃自然就會有齣精采的戲上演」，這句句
話⽤用來來形容Amantaka所精⼼心安排的傳統風味晚宴，⼗十分貼切；
在⾳音樂、舞蹈以及祈福儀式中，安縵永遠有驚喜迎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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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早餐/安縵塔卡 
10:20  前往龍坡邦機場 
12:20  龍坡邦機場起⾶飛 
           午餐/ 機上餐食 
14:35  抵達曼⾕谷蘇汪納蓬機場 
17:40  曼⾕谷蘇汪納蓬機場起⾶飛 
           晚餐/ 機上餐食 
22:10  抵達台北桃園機場

告別龍坡邦的這⼀一天，早餐前可以踱步草地上，享受清晨異異國

的風聲⿃鳥鳴，或是坐在如鏡平滑的泳池邊，望著天空倒影、欣

賞雲彩的變化。

早餐後，如果時間許可，還可以在圖書館⼩小坐，多享受⼀一下這

座結廬⼈人境的仙居。接著便便出發前往機場，⼀一路路返回甜蜜的

家，結束這段難忘的旅程。



航班參考資訊 

1/14(⼆二) 
泰國航空	TG	637	
07:40 TPE台北桃園機場
10:35 BKK曼⾕谷蘇汪納蓬機場
⾶飛⾏行行時間3h55m

泰國航空	TG	7054	
15:05 BKK曼⾕谷蘇汪納蓬機場
16:35 LPQ龍坡邦機場
⾶飛⾏行行時間1h30m

1/19(⽇日)
泰國航空	TG	2577	

12:20 LPQ龍坡邦機場
14:35 BKK曼⾕谷蘇汪納蓬機場
⾶飛⾏行行時間1h35m

泰國航空	TG	636	
17:40 BKK曼⾕谷蘇汪納蓬機場
22:10 TPE台北桃園機場
⾶飛⾏行行時間3h30m

團費：128,000元，兩人同行每人減2,000元 

貼心安排： 

．安排當地特色餐廳或料理，不安排旅行社風味團體餐 

．不進購物站，車上不強迫推銷，團費含領隊、司機小費 

．飯店保證入住，旅程途中提供wifi機，溝通分享超方便 

．旅遊責任險提高為500萬元、意外醫療險20萬元，多保障多安心 

（備註：民法規定14歲以下與70歲以上，限額投保旅遊責任險200萬、

意外醫療險20萬） 

出發日期：2020年1月14日至1月19日 

行程講座，將在台北、台中、高雄擇期舉辦， 

歡迎來電預約。 

聯絡電話：02-86433926、86433543、86433581、86433517 

手機：0915-883-089 蘇小姐 

報名資訊



Next	Tour

海派安縵
十里洋場建築風華之旅

2020/4/12 - 4/16



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