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版 1080806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MU 2946 高雄 南京 11:10 13:25 

第六天 MU2945 南京 高雄 08:00 10:25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旅遊品質有保障!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了解也供旅客選擇，此推銷無壓

力，自由選購。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您有更多時間悠閒觀光! 

特別安排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 1 天 
高雄南京【牛首山(含景交車)～無憂廣場+佛頂塔+佛頂宮+禪境大觀

(巨型 360 度自轉臥佛)+千佛舍利地宮】九華山 

集合於高雄國際機場出境大廳，待服務人員辦妥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前往【南京】。 

■【牛首山】「一座牛首山，半部南京史」。牛首山自古景色優美，素有「春牛首」的美譽，佛禪文化源遠

流長，是中國禪宗牛頭一系的開教處與發祥地，以佛頂宮、佛頂塔、佛頂寺為核心建築，長期安奉世界佛

教最高聖物-佛頂骨舍利。 

■【佛頂塔】佛頂塔是佛頂聖境的標誌性建築之一，建築高度約 88 米，建築面積 5065 平方米，九級四

面，與明代弘覺寺塔相為呼應，重現歷史上牛首山“雙塔”的恢弘格局。整個佛頂塔造型巨集偉，盡顯唐

風古韻，登塔望遠，可盡收牛首山四季美景。 



■【佛頂宮】作為佛頂聖境區的核心之一，佛頂宮坐落于牛首山西峰之處，建基於歷史遺留礦坑之上，總

建築面積約 13.6 萬平方米，與佛頂塔共同構成牛首西峰新景象，與牛首東峰遙相呼應，再現牛首“雙峰

雙闕”並峙的宏偉盛景。整個佛頂宮以佛祖頂骨舍利供奉為主題，外部分為大穹頂和小穹頂兩個部分，寓

意外供養和內供養。 

■【禪境大觀】頂部是娑羅穹頂，圖案來源於佛陀涅槃時的娑羅樹杈。穹頂採用了全覆蓋的透光膜和燈光，

可以營造出清晨的第一縷晨曦、正午熱烈的日光、傍晚的彩霞和入夜的月光。中心為全銅鑄造的釋迦牟尼

臥像，全長 7.5 米，表面仿以漢白玉材質，能 360 度緩慢地旋轉，表現了佛祖寧靜、安詳的涅槃境界。 

■ 早餐：X     ■ 午餐：機上餐食     ■ 晚餐：九華山風味 RMB50 

■ 住宿：中國品牌~遠航君瀾大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九華山風景區【祗園寺、化城寺、九華街、通慧禪林、肉身寶殿、旃

檀禪林】齊雲小鎮 

■【九華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地藏菩薩的道場，首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 九華山北俯長江，南

望黃山，東監太平湖，以佛教文化習俗和奇麗的自然風光享譽海內外。九華山素有九十九峰之稱，千米

以上的高峰 20 多座，為首的是十王峰。山間秀溪縈環，銀瀑飛，景色迷人。 

■【祗園寺】◎全國重點寺院，規模居九華山四大叢林之首◎ 寺廟始建於明嘉靖年間（西元 1522 年-1566

年），規模很大，寺前的石板路上刻滿錢幣浮雕，傳說和印度信徒用金錢鋪地買下波斯祗陀太子園林迎

請釋迦牟尼說法的典故有關，祗園寺也因此得名。 

■【化城寺】佛經有指地化城之說。該寺位於九華山化城峰西南，化城盆地中心，故名化城寺。平地高

臺上建寺，地位突出，氣勢非凡。寺前高懸趙樸初題寫的《九華山歷史文物館》橫額，遒勁秀美；四根

石柱上刻有兩副名聯，對仗工整。一曰「大聖道場同日月，千秋古剎護東西」；二曰「華峰前香雲縹

緲，化城寺裡花雨繽紛」。 

■【九華街】◎是九華山人文景觀薈萃之地◎ 位於九華山的核心位置，九華老街，店鋪古樸，寺廟林立，古

蹟眾多；僧俗共處，香煙繚繞；石板道穿街走巷，連接各寺院，一派蓮花佛國景象。 

■【通慧禪林】通慧庵始建于清初，為化城寺東序寮房之一。通慧庵的右側是通慧禪林，供奉有仁義法

師肉身。1988 年住持比丘尼仁義重修，恢復道場，香火日盛。該寺坐東朝西，由 5 座民居式殿宇組

成，新建有宮殿式大雄寶殿。依山就勢，高低錯落，翠綠擁抱，環境清幽。 

■【旃檀禪林】清康熙年間（1662-1722 年）為化城寺七十二寮房之一，後逐漸擴展成寺。旃檀禪林由

並排的三座建築組成，從左至右依次是大悲寶殿、華嚴寶殿、大願寶殿。主殿大悲寶殿落成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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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吉兆。此殿格調獨特，雄

偉壯觀。殿內供奉 9.19 米千手千眼四面觀世音菩薩像。 

■【齊雲小鎮】是一個集旅遊觀光、休閒度假、健康養生於一體的特色旅遊小鎮，是齊雲山生態文化旅

遊區的重點工程和標誌性旅遊產品之一。小鎮規劃總建築面積 30 萬平方米，包括善水商業街、精品客

棧、藝術創作基地等特色項目。主街區涵蓋園林、民宿、餐飲等旅遊業態。 

※禮佛注意事項※ 

❶.進門：遊客應當從左右兩邊的廟門進入，因從中間門檻跨進去，甚至站在或坐在門檻上，都是對佛祖菩薩大不敬。 



❷.禮佛：拜佛時先雙手合十，然後在佛像前右手蒲團跪地，然後將雙手掌心向上與肩同寬，頭扣下至蒲團，頭抬起來時手

掌翻過來伏在地，起身在何十。 

❸.上香：如果是信徒，不必多說，自然是在香爐裡插三炷香，所謂"燒三炷高香"。如果僅僅是隨緣，也依定要插正，否則會

被視為對佛祖不敬的。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 晚餐：齊雲小鎮風味 RMB50 

■ 住宿：中國品牌~祥福瑞精品客棧或同級 

   

第 3 天 
齊雲小鎮黟縣【臥虎藏龍取景地～宏村古民居】屯溪【徽州文化

博物館、城市規劃館、徽韻歌舞秀】 

■【宏村古民居】◎位於中國安徽省南部的黃山腳下，是一座有著大量明清時期歷史建築的古村落。村中

還構建了完善的水系和頗具特色的「牛」形布局，是徽州民居的典型代表。2000 年，包括宏村在內的

皖南古村落在第 24 屆世界遺產委員會上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2001 年，宏村古建築群被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徽州文化博物館】◎此館非景中店，內有銷售安徽當地特色商品，購物無壓力，自由選購◎ 館舍建築以天

人合一為主導思想，以徽州文化為基本內容、徽州地理山水為背景、徽州建築風格為基調的一組多功能

綜合建築及徽派風景園林。館舍地域開闊，周圍龍山平緩環繞，高低層次錯落有致。環境優美，水景小

品，點綴其間，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相映成趣。★徽州文化博物館逢每週一休館，因中國的博物館為國家所有，除

原本固定休假日外會有某些特定因素不定期休館，但不會事先對外通知，如遇此情況將無法安排參觀，敬請見諒！ 

■【城市規劃館】安徽省黃山市城市展示館開館，按照黃山過去、現在、未來的展陳思路，劃分為印象

黃山、人文黃山、現代黃山、生態黃山、多維黃山五大主題展區。城展館重點打造的展項共有五項，分

別是「一幅畫、一朵雲、一條街、一個夢、一中心」，其中 CG 動畫影片-序廳動態畫、大型雲海互動藝

術裝置-夢想雲、大型手繪角色動畫長卷影片-《無徽不城鎮》、CAVE720 度全景體驗劇場-夢立方四大

展項是目前在國內城市展示館的首次運用，在展示創意和體驗效果上具有鮮明的藝術性、科技性、標誌

性和唯一性。★城市規劃館逢每週一休館 

■【徽韻歌舞秀】既包含了四季變化的奇美黃山，董永七仙女的美麗愛情傳說，又有解讀歷經風風雨

雨，造就了徽商雄霸中國商界將近 400 年的歷史原因，更有反映國粹京劇是由徽班進京演變而來的真實

史料故事。全劇共分五幕，每一幕相對獨立，又互相關聯。通過史詩般的場景，以音樂，舞蹈，雜技，

現代徽劇，京劇，花鼓燈，民歌聯唱，歡歌載舞等多種表現手段，奉獻給觀眾一台多姿多彩，美輪美奐

的文化大餐！★徽韻秀週一停演，如遇停演則換【船遊新安江】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 午餐：徽菜風味 RMB50     ■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 住宿：中國品牌~香茗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屯溪黃山風景區 (雲谷纜車上下)【始信峰（遠觀）、獅子峰、猴子觀

海、北海景區、排雲亭】 

※溫馨小提醒※ 

❶. 山上遊覽時以緩步為宜不可過速，一定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邊走邊看比較危險。 

❷. 雲谷/太平/玉屏三條登山纜車會有不定期維修狀況,團體操作順序以當時狀況為準! 

■【黃山】◎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中華十大名山，天下第一奇山◎ 

黃山位於安徽省南部黃山市境內，有 72 峰，主峰蓮花峰海拔 1864 米，與光明頂、天都峰並稱三大黃

山主峰，為 36 大峰之一。黃山是安徽旅遊的標誌，是中國十大風景名勝唯一的山嶽風光。黃山原名黟

山，因峰岩青黑，遙望蒼黛而名。後因傳說軒轅黃帝曾在此煉丹，故改名為黃山。黃山代表景觀有四絕

三瀑-《四絕》：奇松、怪石、雲海、溫泉；《三瀑》：人字瀑、百丈泉、九龍瀑。黃山迎客松是安徽

人民熱情友好的象徵，承載著擁抱世界的東方禮儀文化。 

■【始信峰】位於北海以東，此峰三面臨空，懸崖千丈，壁立如削，峰下溝壑深幽，風雲變幻莫測。 

■【獅子峰】為 36 大峰之一，海拔 1690 米，整座山峰，酷似一隻伏臥的雄師，頭西尾東。 

■【猴子觀海】當地居民習慣稱為猴子望太平，是黃山的一處奇石景觀。猴子觀海位於黃山風景區北海

景區黃山獅子峰前，風雲變幻、光影交錯，曼妙玄幻的太平夜景蔚為壯觀。 

■【北海景區】北海群峰薈萃，石門峰、貢陽山，都屬海拔 1800 米以上的高峰，形如屏障，隔開南

北。東海門在光明頂與石門峰之間；西海門位於白雲大峽谷東側山顛；白雲峽谷自回音壁始直下深淵，

全長 12.5 公里，神秘莫測；峽谷西側，群峰峻峭，下臨深壑，奇松怪石，雲霧縹緲，氣象萬千；紫

雲、石床、九龍諸峰，都在遠眺之中。 

■【西海景區－排雲亭】是西海觀賞黃山巧石最理想的地方，故有巧石陳列館之稱。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 午餐：山上中式合菜 RMB60     ■ 晚餐：屯溪風味 RMB50 

■ 住宿：中國品牌~復華麗朗度假村(高級標準間)或同級 

    

第 5 天 
屯溪【屯溪老街、唐模古村落（檀幹園、小西湖、同胞翰林坊、八角亭、槐

蔭樹）】南京【老門東南京風情街區】 

■【屯溪老街】伴隨著徽商的發展而興起的。古老的徽州文化在老街上展現它那迷人的風采，堪稱優秀

民族文化傳統的藝術長廊。老街的魅力傾倒了影視界，至今已有百餘部影視作品是在老街拍攝，業內人

士稱之為活動著的清明上河圖。 

■【唐模古村落】唐模村，原為歙縣所轄，現屬徽州區。是唐朝越國公汪華的太曾祖父叔舉創建的。至

今還保存了完整的古村落空間格局和歷史風貌。走在唐模的景區當中，那種恬靜的田園風光，襯托著歷

史古樸的房子，青山綠水粉牆黛瓦，充滿著非常濃郁的徽派氣息！400 年香樟樹、唐朝就有的千年古銀

杏樹，共同證明了這個古村落的歷史傳承，走遍安徽，縱然看過多個牌坊，但最具代表性的《徽州牌坊

一個半》，指的就是許國大學士的八角牌坊，以及在這裏的同胞翰林。這個牌坊是在康熙年間兩兄弟同

時考中進士，朝廷為了紀念這個罕見的榮耀，樹立同胞翰林石坊。 

■【老門東-南京風情街區】是南京老城南地區的古地名，位於南京夫子廟箍桶巷南側一帶。歷史上的老

城南是南京商業及居住最發達的地區，如今按照傳統樣式複建傳統中式木質建築、馬頭牆，再現老城南



原貌。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 晚餐：古都風味 RMB50 

■ 住宿：中國品牌~維也納國際酒店(東麒路店)或同級 

   

第 6 天 南京高雄 

此時 6 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的時

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搭乘兩岸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或餐盒      ■ 午餐：X     ■ 晚餐：X 

■ 住宿：溫暖的家 

 

  

A.新辦護照者： 
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至

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謄

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之戶

籍謄本正本乙份 。 
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

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規格
相同。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敬請注意！)  
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

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