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翔舟尋根之旅
九華山 黃山 西湖 普陀山 9 日巡禮 

 

出發日期：2019 年 06 月 15 日（星期六） 

 

第 01天  臺北寧波『MU2010  1115/1255』【天童寺(含來回電瓶車)、阿育王寺】『2.5HR』

朱家尖碼頭 
今日集合機場，搭乘豪華班機飛往寧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 14 個沿海港口城市和國家計劃單列城市之一，它不

僅是聞名中外的首批開放城市，而且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自古以來就有“繁榮商埠，東海明珠”之美

譽。抵達後隨即前往遊覽【天童寺】位於中國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太白山麓，是著名禪宗佛寺，故稱「天童禪

寺」，號稱「東南佛國」，位列佛教禪宗五山之第二。天童寺與日本佛教關係密切，日本曹洞宗尊天童寺為祖庭。

天童寺於 1983 年被國務院確定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2006 年被確立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前往

因寺內有座釋迦牟尼真身舍利寶塔而聞名海內外的【阿育王寺】，阿育王寺在鄞縣五鄉鎮寶幢，離市區東 20 公

里，鄮山（阿育王山）西麓。面對玉幾山，左瓔路，右寶幢。山秀林茂、翠崗蜿蜒，群陵起伏，佛家稱“六殊

勝八吉祥地“。後隨即前往碼頭。 

早餐：×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素食合菜 RMB50/人 

住宿：朱家尖梵客渡假村或同級 

 
第 02天 朱家尖碼頭『第一班船』普陀山【落迦山、大佛、南海觀音立像、紫竹林庵、普濟

寺、法雨寺、不肯去觀音寺】『晚班船』朱家尖碼頭 
早餐後，隨即前往碼頭搭船前往普陀山，普陀山，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中唯一座落海上的佛教勝地，秀麗的自

然景觀與悠久的佛教文化溶匯一起，成了名揚中外的“海天佛國”。巍峨莊嚴的普濟寺（前寺）、法雨寺（後寺）、

慧濟寺三大寺，是我國明末清初建築群的典型。抵達後專車前往參觀【洛迦山】位於普陀山東南約 5.3 公里處，

傳為觀世音菩薩發跡、修行之聖地。《華嚴經》載：“於此地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

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作《觀音大士贊》雲：“南海海深幽絕處，碧鉗嵯峨連水府。號名七寶洛迦山，自在觀音

於彼住……”。據民國《普陀洛迦新志》記載：“洛迦山，海中懸島，在普陀山東南。凡朝山禮佛者必兼謁是

山。 前往參觀【南海觀音立像】坐落於雙峰山南端的觀音跳山崗上。此處勢隨峰起，秀林蔥鬱，氣順脈暢，

碧波蕩漾。蓮花洋彼岸的朱家尖，隔海侍衛；雙峰山坡麓的紫竹林，潮音頻傳。立像臺座三層，總高 33 米，其

中佛像 18 米，蓮臺 2 米，台基 13 米，台基面積為 5500 平方米。佛像頂現彌陀，左手托法輪，右手施無畏印，

妙狀、慈祥，體現了觀音菩薩“慧眼視眾生，弘誓深如海之法身”。佛像採用新型仿金銅精鑄。觀音立像工程

浩大，為普陀開山以來之空前大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為“南海觀音”題詞，為普陀山增添了新的人文

景觀，成為海天佛國的象徵。“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渡人舟”的觀音大士，是世上佛教信眾的信仰核心。

“南海觀音慈被大千，普陀新景光照千秋。之後前往【紫竹林庵】前方是一片廣闊的岬穀，海天一色，是攬勝

朝拜者必到之處。位於百步沙南、潮音洞西上，正對波光瀲灩的蓮花洋，與洛迦山隔海相望。山中岩石呈紫紅

色，剖視可見柏樹葉、竹葉狀花紋、因稱紫竹石。後人也在此栽有紫竹。五代後梁貞明二年。日僧慧鍔從五臺

山請得觀音像，歸國途中在此遇風受阻，在此建“不肯去觀音院”於紫竹林中。觀音院前有潮音洞。紫竹林旁

有光明池，南有觀音眺，對岸可見洛迦山島。前往參觀【法雨寺】，又稱後寺。在普陀山白華頂左、光熙峰下，

為普陀三大寺之一。創建於明萬歷八年，初名海潮庵，萬歷二十二年改名海潮寺，三十四年又名護國鎮海禪寺。

後毀於火。清康熙三十八年重建大殿，並賜“天花法雨”匾額，因改今名。隨後前往【普濟寺】，又叫前寺，

坐落在白華山南，靈鷲峰下，是供奉觀音的主剎。全寺占地 37019 平方米,建築總面積 15289 平方米。它的前身

為不肯去觀音院，創建於唐鹹通年間，現建築為清康熙、雍正年間所建。寺內有大圓通殿、天王殿、藏經樓等，

殿、堂、樓、軒計 357 間。大圓通殿是全寺主殿，人稱“活大殿”。 

PS:因為普陀山很多寺廟約下午 4-5 點便停止參觀；故導遊會儘量先帶客人先參觀這些寺廟，將沒有時間限制的

景區放在後面參觀，因此可能會多走一些路程；請旅客見諒！ 

若團員腳程比較快有多餘時間則另外請導遊帶參觀： 

【慧濟寺】參觀，又稱佛頂山寺。在普陀山佛頂山上。原為一石亭，供佛其中，明代僧慧圓創慧濟庵，至清乾

隆五十八年始建圓通殿、玉泉殿、大悲樓等，擴庵為寺。光緒三十三年清得大藏經，由文正和尚鳩工增廣，遂



成巨剎，與普濟寺，法雨寺鼎立，稱為普陀山三大寺。 

【觀音跳】景點位於普陀山龍灣崗東南瀕海處，由“觀音跳海石”和西方淨苑（又稱西方庵）組成，與洛迦名

山隔海相望。 

早餐：飯店內 午餐：素食合菜 RMB40/人 晚餐：素食合菜 RMB50/人 

住宿：朱家尖梵客渡假村或同級 

 

第 03天  朱家尖碼頭『5HR』蘇州【靈岩山寺、寒山寺、觀前街夜遊、金雞湖璀璨夜景】 
早餐後，專車前往蘇州。抵達後前往享用午餐。抵達後前往參觀【靈岩山寺】地處江蘇省蘇州市太湖之濱，木

瀆古鎮西北，位於有著“秀絕冠江南”之稱的海拔二百二十公尺（高三百六十丈）的靈岩山麓上；始建於西晉，

是一座具有 1600 餘年歷史的莊嚴古刹。靈岩山寺又名崇報寺，梁時名秀峰寺，唐代始稱今名。明弘治年間寺廟

遭毀。清康熙時重建。鹹豐時又毀於戰火，現存殿主要為印光法師于三十年代重建。  

該寺的中軸線上有天王殿、大雄寶殿、念佛堂三進殿堂，東部為多寶塔、鐘樓、香光廳等建築，西部為花園。

天王殿正中供奉天冠彌勒，後為持杵坐像韋馱，兩旁為彩塑四大天王像。大雄寶殿高 25 米，寬 20 米。正中供

奉釋迦牟尼佛像，高 6 米。兩旁侍立迦葉和阿難兩大弟子像。 

【寒山寺】相傳始建於六朝時期的梁武帝天監年間（502 年-519 年），初名「妙利普明塔院」，唐貞觀年間，傳

說當時的名僧寒山和拾得從天臺山來此作住持，遂改名寒山寺。 

寒山寺因唐朝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

船。」而聞名中外。宋朝太平興國初年，節度使孫承祐建七層浮屠[1]。嘉祐中改「普明禪院」。紹興四年僧法

遷重建。明朝洪武、永樂、嘉靖、萬曆各帝都重修寒山寺。嘉靖年間，僧本寂鑄大銅鐘和鐘樓。 

【觀前街】是一條聞名中外的集娛樂、餐飲、觀光於一體的步行商業街。 

【金雞湖璀璨夜景】比杭州西湖大的金雞湖，原先只是太湖的一個支脈，目前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湖泊公園，堪

稱 21 世紀蘇州《人間新天堂》的象徵，大型濱水空間的城市湖濱廣場、公園與住宅精美構建的玲瓏灣、富有生

態教育內涵的望湖角公園、綜合公共藝術與文化設施的的文化水廊、連接運河水網及延續姑蘇水城風貌的水上

鄰裡巷、林蔭道路與運河貫穿小島的水鄉住宅別墅群。這是蘇州近年來全新開發的一個新區，來這邊看看說不

定有遊目騁懷的驚喜與發現。 

早餐：飯店用 中餐：素食合菜 RMB40/人 晚餐：素食合菜 RMB40/人 

住宿：蘇州皇家金煦公寓或同級 
 

第 04天  蘇州『2.5』杭州【西湖『含遊船』、靈隱寺、虎跑泉、西湖新天地】 
早餐後，專車前往【杭州】杭州，簡稱「杭」，位於浙江省北部，是浙江省省會，副省級城市之一。由於處杭

嘉湖平原南緣，杭州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長三角地區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國東南部交通樞紐。目前杭州

市廣域面積約為 16596 平方公里，人口 642.78 萬；市區面積為 3068 平方公里，人口 393.19 萬。杭州自秦設縣治

以來，已有 2229 年的建城史。古時杭州曾被稱作「臨安」、「錢塘」、「武林」，是中國的六大古都之一，也是中

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和歷史文化名城，擁有「東南佛國」、「山水名城」、「中國茶都」、「絲綢之府」等富有傳統

人文特色的稱號。現今杭州亦博得「國際花園城市」、「中國最佳旅遊城市」、「中國最安全的城市」等殊榮，是

座深受海內外遊客喜愛的美麗城市。 

【西湖】西湖位於浙江省杭州西面，三面環山，層巒疊嶂，南北長 3.3 公里、湖岸周長 15 公里、湖面及湖中島

嶼面積分別為 5.68 平方公里及 6.3 平方公里，蘇堤與白堤橫跨湖面、孤山是杭州西湖中最大的天然島嶼，三者

將西湖分隔為外西湖、小南湖、裡西湖、後西湖及嶽湖等五湖；湖心亭、小瀛洲及阮公墩等三個人工島嶼佇立

於外西湖湖心，由此形成杭州西湖「一山、二堤、三島、五湖」的基本格局。 

【靈隱寺景區】靈隱寺位於杭州西湖靈隱山麓，背靠北高峰、面朝飛來峰，建於東晉鹹和 3 年(西元 328 年)，是

江南著名古剎之一，北宋時氣象恢宏的靈隱寺列為禪院五山之首，又稱為「雲林禪寺」；相傳靈隱寺的命名由來，

是在東晉咸和初有位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自中原遊浙江至武林(即今日杭州），看見這裡山峰奇秀而嘆曰：「此

乃中天竺國靈鷲山一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遂於峰前建寺，名曰靈隱」便在此建寺

並取名為靈隱寺，後來濟公在此出家靈隱寺也因此聞名，而杭州少見的古代石窟藝術瑰寶「飛來峰」的名稱也

是由此而來。 

【虎跑泉景區】相傳虎跑寺開山祖師性空和尚雲遊到此打算落腳，卻因為取水不易準備放棄，當晚便夢見神仙
說南嶽有童子泉，要派兩隻老虎把泉脈移來這兒。夢醒後果然有兩隻老虎正以前爪刨地挖泉，這便是「虎跑夢
泉」的由來。 景區內最著名的首推虎跑泉，泉水質地清澈富含礦物質，可以生飲，與杭州龍井茶是絕配。在景
區水松步道設有取水點，攜帶水桶來此汲水的民眾絡繹不絕。步道旁的雙虎雕像，是京奧福娃設計師韓美林的



作品。 現在上山可以看到被玻璃板保護的古老湧泉口，仍汨汨湧出清泉。續往山上前進，在水池畔有性空和尚
夢見兩隻老虎挖泉的「夢虎」雕像，以及岩壁上「虎移泉脈」的石刻。 園區還有供奉金色濟公活佛的濟公塔院，
台灣遊客到此必定參拜；弘一大師李叔同紀念館，紀念在虎跑寺出家的一代高僧弘一大師，館內展示其生平事
蹟與藝術創作。 

早餐：飯店用 中餐：素食合菜 RMB40/人 晚餐：素食合菜 RMB50/人 

住宿：紫晶大酒店或同級 
 

第 05天  杭州『3HR』黃山（雲穀索道、北海景區、『獅子峰清涼台：猴子觀海、八戒吃西瓜、

飛來柱..：始信峰、北海散花塢』） 

【北海景區】這裡的主要景觀包括夢筆生花、筆架峰、駱駝峰、上升峰、飛來鐘、姜太公釣魚等等。而獅子峰清

涼台，這裡是觀雲海的最佳地點，主要景觀有十八羅漢朝南海、觀音飄海、猴子觀海、八戒吃西瓜、飛來柱等。 

北海散花塢  (主要景觀：夢筆生花、筆架峰、駱駝峰、上升峰、飛來鐘、姜太公釣魚等) 

黃山風景區是著名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素有《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

嶽》，天下第一奇山之稱。並與長江、長城、黃河並稱為中華民族的象徵之一。 

【獅子峰】在北海是黃山36大峰之一，海拔高1690米，整座山峰，酷似一隻俯臥的雄獅，獅頭昂向丹霞峰、鐵線

潭的上空，清涼台是獅子的腰部，曙光亭處是獅子的尾巴，獅子張嘴的地方是廟宇獅林精舍，這一帶景點多且集

中故有”不到獅子峰;不見黃山蹤”的說法。 

飯店出發至西海景區（約 1H）,遊猴子觀海、八戒吃西瓜、飛來柱等。 

獅子峰清涼台 (主要景觀：十八羅漢朝南海、觀音飄海、猴子觀海、八戒吃西瓜、飛來柱等)。 

『基本上會在獅林飯店用午餐』午餐後稍作休息後再出發前往遊覽。 

【始信峰】此峰三面臨空，懸崖千丈，璧立如俏，峰頂奇松遍佈，刻石滿目，峰下溝壑深幽，風雲變幻莫測，相

傳昔日古人對耳聞的黃山美景皆持懷疑態度，遊客至此終於「始信黃山天下奇」，故名始信峰。始信峰的主要景

觀有黑虎松、連理松、童子拜觀音、狗熊爬山、臥龍松、探海松、轅門松等。(主要景觀：黑虎松、連理松、童

子拜觀音、狗熊爬山、臥龍松、探海松、轅門松等) 

早餐：飯店用 中餐：素食合菜 RMB70/人 晚餐：自助晚餐 RMB140/人 

住宿： ★★★★北海賓館或同級 
 

第 06天  黃山【海曙光亭（欣賞日出）、太平索道、西海大峽穀：一線天、排雲亭、夢幻

景區】九華山 
PS:本日若要觀賞黃山日出，需於零晨3-4點出發前往暑光亭觀賞黃山美麗的日出。『視當天天氣情況如何！』 

清晨前往北海曙光亭，欣賞氣象萬千的黃山日出，結束後返回飯店享用早餐。 

早餐後前往隨後搭乘太平索道前往黃山。之後深入黃山地區遊人最稀少、景觀最奇麗多姿的【西海大峽谷】主要

景觀有仙人曬靴、仙女曬鞋、天女彈琴、天狗聽琴、負荊請罪、武松打虎等。 

西海大峽穀是由刀劈斧鑿般的峰林、無數尚未命名的怪石、以及許多不知名的奇松所組成的懸崖幽谷景區，已於

2005年夏季完成三期開發工程，除非在山上時間充足，否則無法前往，跟其他動輒人滿為患的景區比起來，此地

的環境清幽絕對可以滿足喜愛深度之旅的黃山客。步行於高低起伏的峽穀棧道盤旋觀賞，偶然回頭遠望波瀾壯闊

的峽穀雲海，以及變幻無窮的綺麗彩霞，黃山之行再無遺珠之憾。由領隊、導遊群伴您步行於高低起伏的峽穀棧

道盤旋觀賞，偶然回頭遠望波瀾壯闊的峽穀雲海，及變幻無窮的綺麗彩霞，讓您的黃山之行再無遺珠之憾。之後

前往西海【排雲亭】，這裡是觀賞黃山巧石的最佳地點，有「巧石陳列館」的美稱，同時也是整個黃山觀賞落日

最棒的地方。 

午餐於西海飯店享用，稍作休息後出發。前往黃山最新開發，環境清幽的【夢幻景區】， 

首先沿著驚險的盤山棧道前往夢幻觀景台，這裡主要的景觀有勝利峰、夢幻一線天等，黃山有多處稱為一線天的

景觀，但夢幻景區的【一線天】長達40米，是全黃山最長的一個；兩側聳立的岩石間夾著一條狹窄的通道，最窄

處僅能容一人側身通行，洞中時則幽暗，時有陽光灑下，氣氛詭譎。 

註1：山上氣候多變，若因下雨、起霧、颳風等天候因素致景觀不清，敬請見諒！ 

註2：山上各景點及飯店之間皆為徒步行走，大件行李將寄放於山下飯店，山上步道以階梯居多。 



註3：山上景區範圍廣大，因個人腳程不一，所以能欣賞到的景點需視貴賓視個人體力狀況而定，貴賓亦能就其

身體狀況選擇遊覽一部份。 

早餐：飯店用 中餐：素食合菜 RMB70/人 晚餐：素食合菜 RMB50/人 

住宿：五溪山色大酒店或同級 
 

第 07天  九華山 【百歲宮(索道上下)、天臺寺正頂(索道上下)】『4HR』 
享用早餐後，前往參觀【百歲宮】， 百歲宮原名摘星庵。16世紀初，來自河北的無瑕和尚在雲遊了五臺山和峨眉

山以後，來到這裏修行，活到126歲。相傳他死後三年才被發現，屍體卻未腐爛。衆僧十分驚奇，虔心供奉，改

摘星庵爲百歲宮。明崇禎皇帝封無暇爲“應身菩薩”，將其屍體裝金，同時擴展廟宇。百歲宮從此名聲大振，成

爲九華山四大叢林之一。 

午餐後前往參觀【天臺寺】 古語有雲：“不上天臺，等於白來”之說。地藏寺歷史悠久。相傳唐時金地藏曾在

此居住，絜瓶僧常從羅漢墩來此與地藏晤談，留有“金仙洞”遺跡。宋時高僧宗呆筆下的天臺寺已是“踏遍天臺

不作聲，清鐘一杵萬山鳴”了。 

從古拜台向上，走完十王峰下一段弧形山路，沿龍頭峰下的青龍背旁向前即至天臺正頂，到達天臺寺前。至寺前

回首一看，左有龍頭峰，右有龍珠峰，對面十王峰。龍頭峰下為青龍痛，在門旁駢立如屏，又名玉屏峰。龍珠峰，

又名天臺網，上有一顆巨大滾圓的岩石，名“龍珠口”。傳說九華是“活的龍脈”，青龍居此高處，這顆“龍珠”。

則是它戲耍的寶物。十王峰迎面而來，謂之“十王朝地藏”。寺前岩壁上，有“非人間”等巨字摩崖石刻。寺門

在龍頭峰、龍珠峰間的渡仙橋下，由橋底登石階十余步，即進入寺門。拱形橋上的橫樑鐫“中天世界”四個大字。 

全寺由三組居民式殿堂組成。橫臥嶺凹間，東面以峰脊（青龍背） 屏障，南以玉屏台作為牆身，西南和北面以

突兀的面。殿宇的底部架空，下置蓄水井。整個建築借高聳的懸崖峭壁來隱蔽，卸防風寒，又十分堅固。山門在

大殿山牆南面，是一直徑3.4米的卷拱下洞，進深4.2米。進寺門，過彌勒像後，一目了然，三進殿堂通連，寬敞、

明亮、整齊。大殿（亦為萬佛樓）寬10米，深13米，各種木質佛雕像懸滿梁間，被香火熏得似鐵鑄佛像。 

早餐：飯店用 中餐： 素食合菜 RMB40/人 晚餐：素食合菜 RMB50/人 

住宿：東崖賓館或同級 
 

第 08天  九華山【祇園寺、化城寺、旃檀林、大悲樓、通慧禪林、肉身寶殿】『4HR』

南京 
享用早餐後，前往參觀【祇園寺】， 九華山“四大叢林”之一，位於九華街入口處。初建於十六

世紀中期、明代嘉靖年間，清代多次重修和增建。祗園本來是印度佛教聖地，相傳釋迦牟尼在祗園

宣揚佛教二十餘年。祗園寺就是取這個故事而得名。祗園寺通道刻滿金錢，以象徵釋迎聖跡。隨後

前往【化成寺】，九華山歷史最悠久的開山主寺，是地藏菩薩的道場，九華山的“總叢林”。東晉

僧人杯渡曾在此築室爲庵。唐至德年間改建，定名爲化城寺。“化城”源出於《法華經》中的佛教

故事。傳說釋迎牟尼與小徒下鄉佈道，忽爲山險所阻，小徒饑渴交加，坐地不起。釋迦牟尼手指前

方說：“前有一城，速去化齋。”小徒頓爲振奮。所謂城實乃佛祖點化而成。【旃檀林】全國重點

寺院。又稱“旃檀禪林”。位於九華街西南。始建於清康熙年間，為化城寺七十二寮房之一。據傳

初建時，僧人伐寺後琵琶形山嶽上古樹，見其木質堅硬，紋絡纖細，酷具異香，喻之為佛家珍品——

旃檀樹。謂琵琶形山嶽與佛經記述的南印度牛頭山（以盛產旃檀樹聞名）相似，因以名寺為“旃檀

林”。旃檀禪林為磚木結構，由 4 座廳堂式民居和宮殿式大雄寶殿組合而成。旃檀林老大殿將按原

貌移建於大願寶殿西南側芙蓉峰麓，占地 350 平方米。屆時旃檀禪林將成為規模宏大的殿宇建築群。

古刹重光，新殿輝煌。隨後參觀【大悲樓】又稱大悲寶殿。是慧深法師於 1992 年在國家級重點寺

廟旃檀林東側擴建的梵刹寶殿，1993 年 8 月 6 日，大悲樓上正樑剪綵，正樑剛一落位，便下起了滂

沱大雨，此正巧應對了俗話所說的雨淋“萬年梁”，爲大吉兆。主殿高六丈三尺，殿內長、內寬、

內高均爲 19 米，以與菩薩二月十九日誕辰、六月十九日出家、九月十九日成道的三吉日悉心相應。

【通慧禪林】始建與清初，為化城寺東序寮房之一。1988 年住持僧仁義重修，恢復道場，香火日盛。

該寺座東朝南，由 5 座民居式殿宇組成。通慧禪林相傳比丘尼仁義在五臺山受戒出家前曾潛心中

醫，懸壺濟世，後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回國後雲遊四方，1995 年在九華

山坐化。1995 年 11 月比丘尼仁義法師 85 歲時圓寂。其徒遵師囑，將其遺體坐缸存放。1999 年 1

http://destguides.ctrip.com/china/jiuhuashan/sight6902/
http://destguides.ctrip.com/china/jiuhuashan/sight6902/


月開缸，其肉身完好，今裝金供奉於通慧禪林，擬建悅殊殿以安放。大殿以南及後殿大花廳仍稱“通

慧庵”。之後前往參觀【肉身寶殿】坐落於九華街西神光嶺頭，周圍古木參天，濃蔭蔽日。 寶殿以

塔爲龕，原名金地藏塔，俗稱“老爺頂”。建築面積 705 平方米。屬全國重點寺院。    相傳西元 794

年，金喬覺圓寂，依浮屠之法，生殮缸內，葬於神光嶺上。三年以後，僧徒圍著殮 缸造塔，後又

在寬闊的塔基上興建殿宇，殿頂與塔頂相接。便形成如今著名的肉身寶殿。 

早餐：飯店用 中餐： 素食合菜 RMB40/人 晚餐：素食合菜 RMB50/人 

住宿：掛五 南京國際會議中心酒店或同級 
 

第 09天  南京【佛頂宮（含電瓶車）】桃園國際機場『MU5001 1430/1625』 
【佛頂宮】屬於深坑建築，佛頂骨舍利長期供奉之所，長 220 米，寬 160 米，總體高度 89.3 米，單體建築面積

約 13.6 萬平米。其外部空間分為大穹頂、小穹頂和佛頂摩崖三大部分；內部空間共九層，地上三層、地下六層，

由禪境大觀、舍利大殿和舍利藏宮三大空間構成。整個佛頂宮不僅是珍藏佛祖頂骨舍利、接受信眾瞻禮參拜的

主要場所，是將舍利文化、世界佛禪文化以各種藝術手法集中呈現的文化展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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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考 售 價 出 團 日 期                共計 9 日 

43,000 06月 15日(六）~ 06月 23日(日)   單房差 10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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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文英 : 0981-636-918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77號2樓之1  台北客服專線： (02)2545-3148  客服傳真：(02)2545-3144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99號1樓  高雄客服專線： (07) 974-4210客服傳真：(07)380-6314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BLOG：http://blog.yam.com/hctravel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尋根之旅、西藏青藏鐵路-藏傳寺院巡禮13日- 翔舟 榮獲品保協會『2013金質旅遊行程』~ 
~最後的香格里拉-純不丹王國 11 日快樂之旅- 翔舟 榮獲品保協會『2012 金質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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