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山峨嵋.三昧禪林.重慶大足石刻.武隆天坑 8 天 

出發日期：2019 年 06 月 07 日 

PS: 香港重慶【1.4不飛】 

第 01天  高雄香港重慶  KA453 1025/1155+KA840  1340/1605 『2.5HR』武隆 
  集合於『高雄機場』，經由專人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航班機，飛往有「霧都」之稱－重慶。 

依山而建，被長江和嘉陵江環抱，有『山城、江城』之稱。每當夜幕降臨，重慶城區裡的萬家燈火與水色天光

交相輝映，燦若星河，成為迷人的－山城夜景。抵達後專車前往『武隆』。 

早餐：×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4星 渝珠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 02天  武隆【天生三橋（環保車+觀光電梯下+坑底電瓶車）、龍水峽地縫景區（環保車）】  
 今日遊覽【天生三橋】， 

*天龍橋-即天坑一橋，橋高 200 米，跨度 300 米，因其位居第一，頂天立地之勢而得名。一橋橋中有洞，洞中

生洞，洞如迷宮，即壯觀又神奇。 

*青龍橋-即天坑二橋，是垂直高差最大一座天生橋。橋高 350 米，寬 150 米，跨度 400 米，夕陽西下，霞光萬道，

忽明忽暗，似一條真龍直上青天，故名青龍橋。 

*黑龍橋即天坑三橋，橋孔深黑暗，橋洞頂部岩石如一條黑龍藏身於此，令人膽戰心驚。 

  黑龍橋景色以其流態各異的“三迭泉”、“一線泉”、“珍珠泉”、“霧泉”四眼寶泉而獨具特色。 

  2007 年 6 月作為中國南方喀斯特－武隆喀斯特的組成部分被列入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 

  張藝謀在此拍攝「滿城盡帶黃金甲」而名揚天下。 

 搭乘環保電瓶車遊覽地質奇觀【龍水峽地縫景區】，景區玲瓏剔透，精雕細琢，全長 2 公里，最窄處僅 1 米，

從谷頂到谷底高差可達 200—400 米。景區內遊覽線路全棧道設計，科學合理；穀頂穀底之間設有國內第一部

80 米室外景區觀光電梯接送，觀之外面秀色盡收眼底；天然洞內碧潭中噴泉流水，棧道穿 30 米瀑布水簾，奇

哉妙哉。地縫中老樹藤蘿盤繞，泉水流瀑掛壁，險峻幽深，怪石崢嶸，明澗湍急。抬眼望，壁立千仞，天光曦

微，讓人昏昏然不知身之何處。可以說，觀龍水峽地縫，可知百萬年地質變化。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4星 渝珠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 03天  武隆【芙蓉洞（纜車）、芙蓉江（纜車+遊船）】『2.5HR』重慶【瓷器口古鎮、洪

崖洞】『1.5HR』大足 
 【芙蓉洞】，位於距武隆縣江口鎮 4 公里處的芙蓉江畔，於 1993 年 5 月被發現。在世界已發現的 80 餘種岩溶

洞穴沉積物中，芙蓉洞內發現的物種就有近 70 餘種，被中國洞穴協會會長朱學穩教授稱為“一座斑斕輝煌的地

下藝術宮殿和內容豐富的洞穴科學博物館”，世界洞穴協會主席安迪先生評價為“世界最好的遊覽洞穴之

一”，是中國地下最美麗的地方。 

【瓷器口古鎮】，此為千年古鎮，重慶縮影。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嘉陵江畔的古鎮磁器口，轄區 1.8 萬人，面積

1.5 平方公里，距繁華的主城區僅 3 公里，是不可多得、古色古香的傳統文化歷史街區，是人文薈萃、風景優美、

獨有“一江兩溪三山四街”地貌的旅遊勝地，是交通便利、休閒娛樂、重溫老重慶舊夢的好去處。 

【洪崖洞】，原名洪崖門，是古重慶城門之一，位於重慶市解放碑滄白路，地處長江、嘉陵江兩江交匯的濱江

地帶，是兼具觀光旅遊、休閒度假等功能的旅遊區 。以其巴渝傳統建築和民俗風貌特色而被評為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2006 年，由重慶市政府總投資 3.85 億元興建而成。 

主要景點由吊腳樓、仿古商業街等景觀組成。建築面積 4.6 萬平方米。洪崖洞是重慶市重點景觀工程。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準 5星大足華美達酒店或同等級或同級 
 

第 04天  大足石刻【寶頂石刻(含電瓶車)/北山石刻】『2HR』遂寧【廣德寺、靈泉寺】  
 【大足石刻】位於中國西南部重慶市大足區境內，是唐末宋初時期的摩崖石刻，以佛教題材為主，其中以寶

頂山摩崖造像和北山摩崖造像最為著名。大足石刻是中國著名的古代石刻藝術，1999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其組成部分寶頂山摩崖造像、北山摩崖造像於 1961 年分別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大足石刻最初開鑿於初唐永徽元年（西元 650 年）（尖山子摩崖造像），歷經晚唐、五代（西元 907～959 年），

盛於兩宋（960～1278 年），明清時期（14～19 世紀）亦有所增刻，最終形成了一處規模龐大，集中國石刻藝術

精華之大成的石刻群，其內容為釋儒道三教合一，堪稱中國晚期石窟藝術的代表，也是中國南方石窟藝術中的

頂尖之作。 

 【廣德寺】中國皇家禪林，位於四川省遂寧市船山區城西三裡許的臥龍山。 

始建于唐朝開元年前（西元 713 年前），原名石佛寺；大曆二年（767）更名為保唐寺； 

大曆十三年（778），敕名“禪林寺”；德宗建中初年（780），敕名善濟寺； 

昭宗天複三年（903），敕名“再興禪林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敕名“廣利禪寺”。 

明武宗正德年間敕賜“廣德寺”。一千三百餘年來，廣德寺歷盡滄桑，幾度被毀，又數次重建。 

有“西來第一禪林”之譽，為四川著名的觀音道場。 

【靈泉寺】位於觀音故里四川遂寧市船山區，乃隋代古寺。初名聖佛寺，宋代為資聖院，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

重建後，寺方以山名。 靈泉寺是四川省著名佛寺，有著悠久的佛教歷史文化。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希爾頓歡朋酒店或同級 
 

第 05天  遂寧『1HR』安岳【圓覺洞摩崖造像】『2HR』榮縣(榮縣大佛) 『2.5HR』峨

嵋山【報國寺、伏虎寺（含換乘車）】 
【圓覺洞摩崖造像】位於四川省安嶽縣，文物遺址年代判定為唐代、宋代。1961 年 7 月 13 日公佈為四川省第

二批歷史及革命文物保護單位[1]。1980 年 7 月 7 日重新公佈為四川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2]。 

2006 年 5 月 25 日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臥佛院摩崖造像合併。 

名稱：安嶽石窟 

 

【榮縣大佛】位於四川省榮縣縣城東郊，為唐代所刻，佛像坐南面北，是一尊釋迦牟尼摩崖石刻造像，佛身通

高 36．67 米，頭長 8.76 米，肩寬 12.67 米，膝高 12 米，腳寬 3.5 米，是世界第一大釋迦牟尼佛（現世佛）。 

大佛寺占地 2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2000 平方米，全系古建築或仿古建築。山上山下綠樹成蔭，悠久的人文景觀

和美麗的自然風光融為一體，形成川南地區頗富吸引力的風景名勝古跡之地。 

 
【報國寺】在峨嵋山麓，是峨嵋山最大的一座寺廟，又是登山的大門，是遊峨眉山的起點。該寺始建於明代萬

曆年間，「報國寺」由康熙禦賜名，由當時的縣令手書。 

【伏虎寺】報國寺左行 1千米，過虎溪三橋即為，由於寺內殿宇隱于叢林之中，故有『密林隱伏虎』之稱。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世紀陽光酒店 5星樓或同等級或同級 
 

第 06天 峨嵋山【金頂（含觀光車+往返纜車）】『1.5HR』樂山大佛(船遊) 『1.5HR』彭

州 
【峨眉山】搭乘金頂纜車登上峨嵋金頂，觀看名聞遐邇的峨嵋雲海，只感覺氣勢磅礡，變化萬千，令人感動。

結束後返回雷洞坪，並乘車前往仙峰寺—這段路是峨嵋山上猴子最多的地方，樹上、草叢間，所有地方到處都

是猴子，訪如置身猴國一般；寺廟周圍迎接遊客的不是和尚，而是一群活蹦亂跳的猴子，所有遊客經常被逗的

手舞足蹈，樂而忘倦。 

 

 



【樂山大佛】遊船遊江參觀，樂山位於青衣江、岷江和大渡河的三江匯合處。 

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一尊高達 71米的大佛。面對這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的確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

感覺。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信一雅閣酒店（四星）或同級 
 

第 07天  彭州三昧禪林【三昧水聖地、上、中、下三昧水寺（含換乘小車）】 『1.5HR』成

都【昭覺寺】 
【三昧禪林】出成都西北，由成彭公路驅車五十公里，沿鎮國寺塔西側的石級小道，進山約 7、8 哩，便見聖境

三昧水。三昧水有 5 處可觀，千佛崖、石牌樓、下三昧、中三昧和上三昧。 

 此五處沿至德山自下而上，由一條曲折的石級小道串聯在一起。 千佛崖摩崖造像盤踞於至德山麓的千佛崖上。

造像至今尚存 37 龕，千姿百態，栩栩如生。  石刻中“引接衆生”的延命觀音，滿身纓珞飄帶．千手各執法器；

以手支頭的羅漢，仰天依坐，神氣清逸，體態安然；手執文卷的判官，頭戴雙翅官帽，神動欲語……一尊尊充

滿著宗教和神話色彩的石刻像，初創于唐，以後歷朝增刻，至於清末，終於集成了龐大的千佛崖石像群。 

【昭覺寺】位於成都市北郊 5 公里，素有川西“第一叢林”之稱，在唐貞觀年間（627-649）改為佛刹，名建元

寺，宣宗時賜名“昭覺”。宋崇寧年間（1102-1106）佛果克勤（宋高宗賜號圓悟禪師）說法于寺，複名昭覺。

南宋紹興初年，敕改昭覺為禪林。 

 明崇禎十七年（1644 年）毀於兵火。清康熙二年（1663 年）重修。殿宇規模宏大，林木蔥蘢，為成都著名古

刹之一。1983 年，昭覺寺被國務院確定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是四川重點佛教寺院，也是我國重點的

佛教活動場所，不僅有川西“第一叢林”之稱，更有川西“第一禪林”之譽。 

早餐：酒店用 中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保利皇冠假日（五星）或同級 

 

第 08天 成都【寶光寺、黃龍溪古鎮】香港高雄  KA887 13：55/16：55+KA456 18：
55/20：25 
【寶光寺】位於成都市北郊十八公里處的新都區，是我國歷史悠久、規模宏大、結構完整、環境清幽的

佛教寺院之一。此寺相傳建於東漢，因史料不足，難以斷論。同時在北京通州和黑龍江同樣有寺廟命名

為寶光寺。同時寶光寺也是屬於成都十景之一。 
【黃龍溪古鎮】屬四川省歷史文化古鎮及省級旅遊風景區。古鎮不僅風光秀麗、環境優美，還是馳名中

外的天然影視攝影基地。古鎮主要特色是：古街、古樹、古廟、古水陸碼頭、古建築和古樸的民風民俗。

是國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國民間藝術(火龍)之鄉、國家級環境優美小城鎮。 

素有“影視城”、“中國好萊塢”之稱。  

早餐：酒店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 × 
 

※大陸地區因飛機、火車班次時刻經常誤點或取消；故以上行程或餐食若有變更，將有所調整。若遇不可抗拒

之情況，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團費優惠價 出 團 日 期                             共計 8 日 

    元 2018/06/07-06/14 

    訂金:5000元          單人房差:      元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兩地機場稅、

燃油稅、安檢費）+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費用不包含：  



1.個人之護照（新辦）代辦費用 1500 元、台胞證新辦 1700 元（卡示新證五年免簽）。  

2. 行程表內未含之自費活動費用及個人意願自行安排之行程費用。 

3. 私人性質之小費(如床頭小費)、行李服務費及飯店內之個人花費。 

4.以上價格不分攤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優惠票價格。 

 

 

 

 

走一趟具有深度且優質之旅，找回不同的人生觀，改變您的一生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真誠的服務！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交觀﹙甲﹚字第7167號       旅品字No:北1755  

 台北客服專線：(02)2545-3148分機102  傳真：(02)2545-3144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77號2樓之1 
 高雄客服專線：(07) 974-4210  傳真：(07)380-6314  807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99號1樓 

 台東辦事處 :  (089)  345-169  ，0963-712-062         台東市更生路308號 

 台中辦事處 : (04)2315-1036，(04)2315-1046, 0937-487095  台中市西屯區大有東街18號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BLOG：http://blog.yam.com/hctravel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高雄辦事處: annn0124@gmail.com 

榮獲品保協會『2013金質旅遊行程-西藏13天』『2012金質旅遊行程-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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