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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I一IηppicstRoad
不 丹一 探 秘 快 樂 之 道

工t ishardto imaginethatsuchasn︴ ㎡lcount︼ r,tuckedin
theHimalηaMount㎡ns,犯C心SiblCon玗 byhvoail︳〕lanes.

is thc‘ HaPPiestCountη戶
in theworldㄅ tl〕 elast standing

BuddhiStKingdomandhas oneofthefastcstgrO、vin6

GDP’sin theworld.Thiscount呼 isBhutan3‘Landof
TheThunderDr臸 ;onㄉ andthconlycountΨ in thewoΥld

hasa(ε NI一I一 <orossNationalIjaPpiness!Bhu〔 an is the

lastStandingBuddhist mngdom intheWofldand3unti︳
recently.haBPrcsc凸 ℃dn!uchoftheircultⅡ resinccthcI7th

centurybyavoidingglobalizationandstayingisolated
f1.om theworld.

難以想像一個位於中亞洲的喜馬拉雅山區小國 ,只 得

兩架航空客機能進入 ,這正是世界僅存碩果.的 佛教國

「
龍之國」不丹 ,其

「
國民快樂指數」歷年屢奪世界最

快樂國象榮譽 。 不丹人多信奉 6升,教 ,更保留看不少

十七世紀留下的文化瑰寶和建築 ,未被世球一體化污

染 ,小河流水 、山脈延綿 ,值得花上時間一窺究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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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納卡海谷

普 那 卡 (西 不丹 一 個 主要 區總 部 所 在

地),離 開廷布的道路 ,沿 途都是松樹和

杉樹林 ,逐漸駛進多磋 道 (aO〕 0米 英尺

lO,000英 尺 ),稍作停留 ,如 過晴朗的天

氣 ,你 可遠眺來喜馬拉雅山脈的壯麗全

景 〕沿 著 肥 沃 的 山谷 ,駛 向 普 那 卡

l1,390米 /4,4DO英 尺〉的愛夾曾 .展 開普

那卡鎮之旅之前 ,沿 路會看見在滿佈稻

田的小山頂上的ChimiLhakhang寺 廟 。

在14世 紀時 ,這 裡曾被稱為天龍Kuen比y

或在西方被寓為
「
神聖的瘋子」。

這個寺廟是偉大的瑜珈靈修地 ,國 民認

為這所寺廟會祝福那些尋求生育 的婦

女 ,也足有子女的夫婦和父母發育子女

有困難的人的一個受歡迎的朝聖點 。午

飯後 ,做 綴向普那卡Puna生ha D幼 ng進

發 ,到 達位於兩條河流的Mochu(男女之

河 )。 這座堡壘足目前普通↗ㄙ0認 不丹的精

神所在地 ,這裡己有超過三百多年的歷

史 ,直至 19”年都是不丹的首都 ,充 滿

田園風光 。及後參觀建於 16D7年 的普那

卡宗廟 ,以 一侏古老木補與對岸遜接 ,

現在仍是Je＿k乩 mpo(住 持)及 主要僧侶

的冬天居所 。穿越Mochu河 ,遠 看山谷

河岸 ,展 望下游 ,這裡 的流域以下的宏

偉景色 。我們從奇廟 向下行 ,依 球一個

破舊的路徑向下 ,遜 過稻田和小村莊的

山谷 。路上 ,看 到山脈 、河谷連綿 的壯

麗景色 ,這 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尋常

的背景一下游河流阡陌 。

徒 遊 覺 虎 穴 寺

步登上懸崖庵Ta上 tsang仁 igerNest),意

思
「
虎穴寺」。虎穴寺建於1692年 ,相 傳蓮

花生大師在西效喜馬拉雅山 ,跳上一隻老

虎背 ,直 飛到帖羅谷 ,想找一處靜修 ,最

終找到海拔 a,180米的山洞 ,然後在洞蕤

冥想修行 ,後世生尊敬遊花生大師 ,就在

洞 穴 外 建 一 寺 廟 ,最 初 名Ta上 ts㏑ ng

Goemba,後 經一場大火 ,寺 廟嚴重損

毀 ,直到1998年才帶得款項重建 。不丹人

出世後 ,父母者〡l會 找嬰兒上虎穴寺祈福 ,

信徒相信 ,徒 步上寺足種修行 。乘車到虎

穴寺山下 ,然 後徒步登寺 。往杜克耶古堡

壘 (Dru上駍elD幼ng)9建 於1646年 ,以 紀

念戰勝與西城戰爭 ,雖在 1少 91年道大火摧

毀 ,高 聳外描和中央主要部份仍保存下

來 ,依然宏偉 ,在 睛朋的一天 ,看 至ll山 掛

Mt.Chomo比 aⅡ壯腿景色 ,為 不丹之旅落

下完滿句號 。
        ?Ⅶ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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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布觀光

Ch° r仁en紀 念館足為紀念第三代國王吉格梅旺楚克道爾首而楚成的 ,館 內的五彩佛

文經播迎風招展 ,色 彩亮麗 。開車到Motithang俯 瞰盤個首都城鎮 .參觀迷你一弱1● 物

國及探訪不丹國家助物—— 羚牛 。羚牛是一極獨特的動物 ,是 迷你助物園唯一的住

戶 ,導 遊會細述一個個開於牠們的有趣故事 。之後驅車到位於DrubthoPLhakhang

的尼姑庵廟 。午餐後 ,可 參觀不丹的傳統笛學院 ,熱術工藝學校 、國家圖書館 ,並

緻纘向南方的Lung〔 en2amP出前進 ,並 訪問在皇家銀匠 ,不 丹造紙廠 。我們描參觀建

於 1姡26年 的宗(Dzong)塔 贊堡Sim〔okhaD幼 ng,塔 實堡目前足學習房屋文化和佛學

的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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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吉里亞古城壘

在密密層層原始森林問 ,一 座突兀巨岩校空出

世 ,拔地而起 ,便 是與來埔寨吳哥窟齊名的古城

甥 吉 里 亞 (§igiriya).在 城 蟆 庫 魯 內 格 勒

(Kurunegala)參 觀 世 界 文化 避產
「
告石 堡 壘」

(Sigiriya,LionRoc上 Sin㏑ la)。 斯里蘭卡被稱為

「
者古之鄉」,岩 石堡壘建於公元五世紀 ,2°°米

商 ,入 口刻上巨大獅子像 ,也稱為
「
獅子岩」.堡

壘原是國王迎某(I(ingI(asuPa)因課殺父親 ,為

躲避弟弟Mog㎡㏑n追趕時 ,在 6多 0英尺岩石上

的鋼描鐵盤 ,曾 經他的求申宮殿 ,有 花園和

池 ,樓梯問有世界著名手繪壁查約990福 ,描

時少女生活情況 ,全 用泥土色素畫在石管上

丹布拉石窟寺 、佛牙寺

斯里由卡超過69°/o人 為佛教徒 ,相 傳佛祖揮迎牟

尼曾三次來前 ,成 為最早的佛教國家 .早怪後 ,

前往中部丹布拉市 (Dambulla)看斯里由卡最大和

保存最完整的洞火廟宇群月.布 拉石廚寺 ,又 名金

寺和皇室岩廟 (D田m乩llaC卻eTemPle),廟群 。

建造可進湖至公元前一世紀 ,因 阿努拉德普勒國

王Walagamba曾 於此地流亡14年 ,復位後 ,在 島

上建立壯麗岩石寺廟 ,1夕夕上年列入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 .石 窟寺位處160米 高山岩上 ,沿 石階登

上 ,可 跳望山下平原 ,甚 至遠眺必公里外獅子岩

(Sigiriya).共 五個窟 ,最 大窟長92米 、深巧米 、

最高貼7米 ,首個洞有長47呎的臥佛像 ,190串 佛

像瞣匿在狹長石聽下天然洞穴中 ,天 花板也佈油

壁查 ,描繪佛祖和伯伽羅人事蹟 .世 界各地佛教

徒視為最神聖地貼的佛牙寺 (SⅡ DⅢadaMa∥ gawⅡ ,

TemP比 ofthe乩cr田 ToothRe比 ),球 說佛陀圓

寂後進下左遊犬齒 (佛 牙),公 元四世紀時羯陵伽

王國(K㎡︳nga)的 公主
「
走私」逛往斯里由卡 ,成 為

斯里蘭卡王稜象徵 ,佛教徒的聖物 .Π

?几EG!llllS

鈣

66

ⅣL‵Y〕女9t招

p‘

SRI   臥
WVildlifcandSccnic

斯里蘭卡 一 奇異光彩 99

SriLankaisuniqucin仁hat ithnsaiⅥ ultitudeofeco
systcmsandh孔bitats thatcombinesseve〔algeographic
loCa仁ionSinto onc仁 inyisland.This tour isall出 b°ut
showcasingt比 wondrousbe利呼 this m句esticiSlch伈 to

offeryou.SriL孔nk↙Sn°raandfaunaoΠ℃r sightseers孔

richdiversity,embr孔 Cingthcm inakaleidoscoPeof
colours.

斯里南卡乃印度洋上一顆黑珍珠 ,以佛教立國 ,包容

印度教 、基督教 、伊斯商教 ,多元宗敬信｛η︳令人心境

平和 ,相信與自然共生 ,不破壞不污染環境 ,動植物

繁盛 ,物產豐富 ,令島國披上一層奇異光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