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主題：山西五台山、雲岡石窟、平遙古城 8 日 

★銷售金額： 40000NT (含小費、刷卡、無購物) 

★旅遊國家：中國 

★旅遊城市：太原、大同、五台山、平遙 

★旅遊天數：8 

★出發日期：2019/09/19 (星期四)-09/26(星期四) 

★出  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全程素食合餐  

 

⚫ DAY1  太原鉑爾曼五星級酒店或同等級 

⚫ DAY2  花卉山莊五樓或同等級 

⚫ DAY3  花卉山莊五樓或同等級 

⚫ DAY4  大同王府至尊大酒店或同等級 

⚫ DAY5  大同王府至尊大酒店或同等級 

⚫ DAY6  太原鉑爾曼五星級酒店或同等級 

⚫ DAY7  太原鉑爾曼五星級酒店或同等級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9/19(四) BR725 台北桃園 山西太原 09:10 12:40 

2019/09/26(四) BR725 山西太原 台北桃園 13:40 16:55 

 

 



第 01天 09/19 (四) 桃園國際機場太原國際機場『BR725 0910-1240』【煤

礦博物館、柳巷、夜遊汾河】太原鉑爾曼酒店 

 
【煤礦博物館】1989 年 10 月 1 日建成開館，位於太原市迎澤大街和晉祠路交匯處，為中國國家一級

博物館。 煤炭博物館分東西兩院。東院是博物館的主體，主要介紹中國煤炭分布以及煤炭自然形成

機制等；西院曾長期作為太原理工大學千峰校區，供太原理工大學現代科技學院使用。 

 

【柳巷】 柳巷據說是太原最古老的街巷，傳說明朝初年大將常遇春攻打太原時遇險，被一個柳姓女

子相救，後來將這裡命名為「柳巷」。如今的柳巷商圈，包括米市街、鐘樓街和五一路、解放路等周

邊，擁有多家大型商業購物中心、上百家品牌專賣店、當地老字號飯店以及各類酒吧、影院等娛樂場

所。 

 

 

   
 

 

早餐：X 午餐：X 晚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住宿： 太原鉑爾曼酒店或同等級 

 

第 02天 09/20 (五) 太原清涼寺、佛光寺五台山【菩薩頂、廣宗寺、顯通

寺、塔院寺】五台山花卉山莊 

 
【清涼寺】此寺建於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472年）。唐朝，不空法師曾在此作密宗道場。

清乾隆、民國年間重建，後徹底毀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仍存有清涼石，為清涼寺鎮寺

之寶。後由香港黃惠卿女士等籌資重建。民間曾傳說，清朝順治皇帝最後在此出家。 
 

【佛光寺】位於五臺山縣城東北 32 千米的佛光山山腰，距離台懷鎮 30 多千米。據史

料記載，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間（471-499）曾路過這裏，看到一團佛光，於是下令鼎新

寺院，名爲“佛光寺”。到了唐代，武宗皇帝大滅佛教，佛光寺被毀爲一片廢墟。現

存的東大殿，則是唐宣宗大中十年（856）重建的。 

 
【菩薩頂】是五臺山五大禪處之一，菩薩頂位於顯通寺北側的靈鷲峰上。從下往上仰
望層層臺階，猶如天梯，直達菩薩頂上的梵宇琳宮。相傳文殊菩薩就居住在山頂上，
故起名叫菩薩頂，亦稱文殊寺。原為青廟，初建於北魏，到了清朝順治年間，經過擴
大重修改為黃廟，由喇嘛主持。寺院規模宏大，占地 45畝，有殿堂房舍 430餘間，均
為清代重建。參照皇宮模式營造，瓦為三彩琉璃瓦，磚為青色細磨磚，非常豪華，為
五臺山諸寺之首。 
 
【廣宗寺】此乃法尊法師出家的道場，並有法尊法師舍利塔。 
 



【顯通寺】顯通寺是五臺山歷史最古、規模最大也是全中國繼洛陽白馬寺之後的第二
座的寺廟。該寺始建於漢明帝永平十一年，西元 68年，原名大孚靈鷲寺。北魏教文帝
時期擴建，因寺側有花園，賜名花園寺。唐代武則天以新譯《華嚴經》中記載有五臺
山，乃更名為大華嚴寺。明太祖重修，又賜額“大顯通寺”。現占地面積約 120畝，
各種建築 400餘座，規模浩大。 
 
【塔院寺】內有一座西藏式的白塔（舍利塔），從任何角度看來都很顯眼，是五臺山
的標誌。在五臺山眾多佛塔中，塔院寺大白塔最著名，其他諸塔猶如眾星捧月一樣簇
擁著它。大白搭東側，還有一座高兩丈余磚構文殊髮塔，外抹白灰，通體白淨，狀如
寶葫蘆。相傳文殊菩薩顯聖遺留的金髮，就藏其中。上師就是在此繞塔開悟之寺院。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晚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住宿：五台山花卉山莊５星樓 

 

第 03天 09/21 (六) 五台山【東南西北中五台】)換成小巴士【殊像寺、普壽

寺】 

 
【北台葉鬥峰】海拔3058米，是五臺山群嶺中的最高峰，山頂上的寺院叫靈應寺。殿

內供奉銅鑄「無垢文殊菩薩」像。 

 

【東台望海峰】海拔2795米，台頂建有望海寺和佛塔。寺內供「聰明文殊菩薩」。 

 

【西台掛月峰】海拔2773米，台頂有法雷寺，寺內供「獅子吼文殊菩薩」。距台懷鎮

西北9.72海浬，獅子本是文殊菩薩的坐獸，其性情剛烈，威武不屈，獅子的吼聲如雷，

這也是與法雷寺的寺號相呼應。 

 

【中台翠岩峰】海拔2894米，山頂上的寺院叫演教寺。寺內供「孺童文殊菩薩」，在

這裡，文殊成了敬父母，忠君主，集儒之大成的佛門神童。 

 

【南台錦繡峰】海拔2485米，台頂有普濟寺，謂文殊菩薩對眾生一律平等對待，普渡

眾生。寺內供「智慧文殊菩薩」。夏秋時節，這裏簡直成了花的海洋。各色交織在一

起，五彩繽紛。整個台頂，猶如異常美麗的巨大地毯。山上的花卉，品種很多。 



 
【殊像寺】文殊閣內供的“蕎麵頭文殊菩薩” 騎著猗狻的巨大塑像，高 9.87米，是
五臺山台懷鎮諸寺中最高的一尊彩塑文殊像。其中，狻猊高 3.95 米。狻猊四蹄蹬地，
昂首豎耳，張口捲舌，雙眼圓睜。面部、腰間、腿上呈藍底白點，頸上長滿深綠色的
穗纓。它雄壯敦實，精神抖擻，作行走姿勢，給人一種活潑奔騰之感，憶師恩法會正
就是採用此畫像。 
 

 
【普壽寺】在五臺山，也是道場最鼎盛時期，這裡曾是大華嚴寺的組成部分。後來，
大華嚴寺更名為大顯通寺，加之道場逐漸式微，大顯通寺又分離出若干個小寺廟，普
壽寺即為其中之一。“文革”中，寺廟被公社衛生院取用，殿宇佛像毀壞殆盡。五臺
山當代名尼通願老法師，生前曾一再申請恢復重建普壽寺，興辦五臺山尼眾佛學院，
但未能如願。 
   1991年通願老法師圓寂後，其衣缽弟子如瑞法師、妙音法師秉承先師的遺願，在原
寺廟的廢墟上，白手起家，本著建寺與辦學並重的方針，臥薪藏膽，勵精圖治，旨在
提高尼眾自身素質，培養愛國愛教、解行並重的佛教研究管理人才，為全方位辦好佛
教教育，弘揚中國佛教文化，構建和諧社會，維護祖國和平統一、民族團結、建設社
會主義精神文明，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作貢獻。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與建設，使普壽寺
成為一個集修行道場與佛學教育於一體的全國最大的尼眾佛學院，也是夢參長老授課
之寺院。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晚餐: 素食合餐 餐標(50) 

住宿：五台山花卉山莊５星樓或同等級 

 

第 04天 09/22 (日) 【黛螺頂(含覽車)、金界寺上師塔院】【懸空寺】 

 
【黛螺頂『含纜車』】始建于明成化年間，明萬曆年間和清康熙、乾隆年間都曾重修。

黛螺頂上的寺院內有五臺山5座台頂的5種文殊菩薩法像，到這裏，可以一次性朝拜5尊

文殊菩薩。黛螺頂寺內有多間殿堂、僧舍20餘間，站壇殿是該寺的主要建築。殿內所

供的釋迦牟尼佛不是常見的盤坐模樣，而是站立佛壇之上。殿內 還供有五文殊像，分

別：孺童文殊、無垢文殊、智慧文殊、聰明文殊、獅子吼文殊。是五台五個文殊聖像

http://www.wu-tai-shan.com/
http://www.wu-tai-shan.com/


的集中之處，有山下走到山上共有1080個臺階，這條路叫“大智路”。 

 

【金界寺上師塔院】乃能海上師以前所居之處，內有老上師師徒三尊的舍利塔，皆為

大威德成就，為格魯在漢地弘傳的漢密一代大師。 

 

【懸空寺】距大同市約８０公里，據說是北魏時一位叫了然的和尚所建，距今已有１

４００多年的歷史。這裡山勢陡峻，兩邊是直立百金米、如同斧劈刀削一般的懸崖，

懸空寺就建在這懸崖上，給人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覺。抬頭望上去，但見層層疊疊

的殿閣，只有十數根像筷子似的木柱子把它撐住。那大片的赭黃色岩石，好像微微向

前傾斜，瞬間就要塌下一似的。是一座建築形式非常罕見的佛、儒、道三教共處的寺

廟群。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晚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住宿：王府至尊大飯店或同等級 

 

第 05天 09/23 (一) 大同【雲岡石窟『含電瓶車』、上下華嚴寺、善化寺、大同

城牆夜景(含登城牆)】 
 

【雲岡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北崖，依山開鑿，東西綿延1000米，現存

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石雕造像51000餘軀，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

之一。據文獻記載，北魏和平年間（西元460年至465年）由一個著名的和尚曇曜主持，

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大佛最高者17米,最小者僅幾釐米。  

 雲岡石窟以氣勢宏偉，內容豐富，雕刻精細著稱於世。雲岡石窟雕刻在吸收和借鑒印

度犍陀羅佛教藝術的同時，有機地融合了中國傳統藝術風格，在世界雕塑藝術史上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雲崗幾十個洞窟中以曇曜五窟開鑿最早,氣魄最為宏偉。第五、六窟

和五華洞內容豐富多采, 富麗瑰奇,是雲崗藝術的精華。 

 

【善化寺】整個佈局唐風猶存。主要建築沿中軸線坐北朝南，漸次展開，層層迭高。

前為山門，中為三聖殿，均為金時所建。遼代遺構大雄寶殿坐落在後部高臺之上。是

我國現存規模最大，最為完整的遼，金寺院。特別是二十四天王像，披紗衣華似來自

天竺國土，或身著鎧甲，襯皮毛以抵禦北國寒風。堪為國之瑰寶。 

 



【上下華嚴寺】上華嚴寺與下華嚴寺。兩寺僅有一巷之隔，同屬大同城內第一古刹。

上華嚴寺創建于遼道宗清寧八年（1063），天祚帝保大年間（1121～1125）毀于戰火，

現存建築系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依舊址而重建，為中國僅存的金代寺院。其中，

以大雄寶殿的建築最為壯觀，比例、造形均富典型的遼金建築風格，為中國現存兩座

規模最大的遼金佛殿之一（另一座為遼寧義縣奉國寺大殿）。殿內須彌壇上供奉五方

佛，左右堂壁繪有清代壁畫，畫前羅列四大天王及天部尊像十尊。殿中並保存大同西

北角城樓‘幹樓’的模型一座，系清代名雕刻家李彥貴的精心傑作。 

  殿前有遼代石佛坐像與道宗太康二年（1076）所立的陀羅尼石幢。下華嚴寺建于遼

興宗重熙七年（1038），其正殿為薄伽教藏殿，系中國碩果僅存的古木殿，亦為中國

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教藏殿。殿內須彌壇呈‘ㄇ’形，其上有三十一尊塑像，法相

莊嚴，造型流麗，衣飾飄帶流暢自然，均屬遼代泥塑珍品。而以合掌、露齒微笑的觀

音菩薩像最為生動。此外，殿內四壁造有三十八間精巧的木制藏經櫃，收藏有經書一

萬八千餘冊，其中的天宮壁藏最受矚目，系依想像中的天宮式樣所造的木雕模型，頗

為精巧。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晚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住宿：大同王府至尊大飯店或同等級 

 

 

第 06天 09/24 (二) 大同【應縣木塔(含登塔)】【雁門關】 太原 
 

【應縣木塔】 中國現存最高大、最古老的木結構佛塔，就在大同市應縣「佛宮寺」內。

「佛宮寺」原是一座很具規模的寺廟，現已塌陷損毀，獨留這座原名叫「釋迦塔」的

木塔巍然屹立。「佛宮寺」是遼代蕭太后之父，蕭孝穆（陳六）為了替太后宣揚功德



主持興建的。已近千年，這座佛塔至今安然無恙，創中國建築史上抗震、避雷、防腐

等多項奇跡。 

【雁門關】雁門關又名西陘關，位於中國大陸山西省忻州市代縣縣城以北約 20公里處

的雁門山中，是長城上的重要關隘，與寧武關、偏關合稱為「外三關」。2001年，雁

門關（長城/雁門關段）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之一。與函谷關、仙霞關、劍門關並稱中國四大古關口。 

  

 

早餐：X 午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晚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住宿： 太原鉑爾曼酒店或同等級 
 

 

第 07天 09/25 (三) 太原平遙古城【平遙古城、喬家大院、雙林寺】 太原 
 

【平遙古城】平遙曾是清代晚期中國的金融中心，並有中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縣

城格局。清代晚期，總部設在平遙的票號就有二十多家，占全國的一半以上，更被稱

「古代中國華爾街」。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創建於清道光年間、以「匯通天下」而聞名

於世的中國第一座票號「日升昌」，隨後建立的票號有二十多家。平遙目前基本保存

了明清時期的縣城原型，有「龜」城之稱，因有六道城門，南北門為龜首尾，東西四

門象徵四足。街道格局為「土」字形，建築布局則遵從八卦的方位，體現了明清時的

都市計畫理念和形制分布。城內設四條大街、八條小街和72條小巷。古城以南大街為

中軸線，城東有城隍廟，城西有平遙縣署，城左立文廟、城右立武廟，東道觀西佛寺，

對稱布局；城內外有各類遺址、古建築300多處，有保存完整的明清民宅近4000座，街

道商鋪都體現歷史原貌，被稱作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的活樣本。 

 

【喬家大院】喬家大院，位於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是清代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

宅第[1]。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以後曾有兩次增修，一次擴建，於民國初年建成了一

座宏偉的建築群體，體現了中國清代北方民居的典型風格。1985年，當地政府在古宅

的基礎上建成了祁縣民俗博物館，1986年11月1日開館，正式對外開放，2001年，喬家

大院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AAAAA級旅

遊景區。 



 

【雙林寺】雙林寺位於山西省平遙縣城西南 6公里的橋頭村，是一座歷史悠久的佛寺。

雙林寺也是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的一部分。雙林寺初名中都寺，建寺年代沒有

確切記載。寺內現存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姑姑之碑》記記載：「中都寺重

修於北齊武平二年（571年）」。宋代取佛經「雙林入滅」之說，更名雙林寺。雙林寺

占地約 15000平方米，坐北朝南，禪院在東，寺院居西，中軸線自南至北依次為堡門、

天王殿、釋迦殿、大雄寶殿、娘娘殿，兩側有地藏殿和土地殿、羅漢殿和珈藍殿、鐘

樓、鼓樓、千佛殿、菩薩殿、貞義祠。寺內現存彩塑 2056尊，大小各異，藝術價值極

高，是元明彩塑的精華。 
 

   

 

 

早餐：X 午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晚餐：素食合餐 餐標(50) 

住宿： 太原鉑爾曼酒店或同等級 
 

第八天  太原【雙塔寺】 太原臺北  BR725   13/40-16/55  
 

【雙塔寺】永祚寺，意喻「永錫祚胤」，始建於明朝萬曆中葉，當時僅有文峰塔，為

「永明寺」。朱敏淳請五台山顯通寺主持福登和尚，來太原主持擴建。建造雙塔，並

補充大雄寶殿、三聖閣、方丈殿等。順治十五年（1658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康熙三十年（1691年）陸續建造並成現狀。1927年補建。1985年啟用的太原市市徽就

採用了永祚寺圖案。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 素食合餐 餐標(50)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團費優惠價 出 團 日 期                             共計 6 日 

40000 2019/09/19-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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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02)2545-3144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2 樓之 1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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