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與神神同同

聖聖境境普普陀陀山山、、龍龍塢塢

★★無無購購物物★★無無自自

行程亮點: 

普陀山：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中

裡秀麗的自然景觀與悠久的佛教文化相互融合

 

同同行行★★海海天天佛佛國國六六

塢塢茶茶鎮鎮、、九九街街夜夜景景、、升升等等

自自費費★★高高雄雄出出發發★★出出發發日日

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中，唯一座落於海上的聖地，也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裡秀麗的自然景觀與悠久的佛教文化相互融合，成了名揚中外的「

六六日日  

等等乙乙晚晚希希爾爾頓頓

日日::1100//1188((五五))  

也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這

「海天佛國」。 



天臺山：位於浙江省中東部，地處寧波、紹興、金華、溫州四市的交接地帶。素以“佛

宗道源、山水神秀”享譽海內外；1988 年被國務院批准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92

年被列為“浙江省十大旅遊勝地”，2015 年被評為全國 AAAAA 級旅遊區。 

兜率天宮：一生必去的地方，為中國佛教建築，亦為浙江省的地標性建築。 

 

世界文化景觀遺產～西湖：座落於杭州城西的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三面環山，一面

瀕市，湖體輪廓近似橢圓形，面積 6.03 平方公里，峰、岩、洞、壑之間穿插泉、池、

溪、澗，青碧黛綠之中點綴樓閣亭榭、寶塔、石窟，湖光山色，風景美如西子，被譽

為《人間天堂》。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貼心贈送:每日一瓶礦泉水(普陀山山上除外)。 

★導遊於遊覽車上會販售江南地區各式名產，您可依您實際所需向導遊訂購，自由選

購絕不強迫購買。 

 



航班參考: 

日期 航班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10/18(五)  BR796  高雄  寧波  10:10  12:10  

10/23(三)  B7267  杭州  高雄  21:10  23:20  

 

行程安排  

第 1 天 高雄／寧波～天童寺～天一閣～南塘老街～天一廣場～三江口夜景～寧波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前往高雄小港國際機場，並以電話與我們領隊或機

場服務人員報到，由我們為您準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寧波。  

寧波是一座美麗的港口城市，也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更是有著豐富資源的著名旅遊

城市。古色古香又富有動感，大自然的天趣與都市的躍動為一體。歷史悠久具有 7000

多年文明史的《河姆渡文化》的發祥地。唐代，寧波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

一，與揚州、廣州並稱為中國三大對外貿易港口。寧波人文薈萃、文風鼎盛。天一閣

藏書樓的歷史在亞洲位居第一；王守仁開創《陽明學派》流傳海外；黃宗羲的《浙東

史學》影響廣泛。  

天童寺：位於浙江省寧波市東 25公里的太白山麓，始建于西晉永康元年（300 年），

佛教禪宗五大名剎之一，號稱“東南佛國”。全寺占地面積 7.64 萬餘平方米，建築面

積達 3.88 萬餘平方米。有殿、堂、樓、閣、軒、寮、居 30 余個計 999 間。寺院坐落

在層巒疊嶂的太白山下，“群峰抱一寺，一寺鎮群峰”，東、西、北三方有六峰簇擁。

背枕巍巍主峰太白峰；左依東峰、中峰、乳峰；右靠缽盂峰，圓秀突起，狀如覆缽，

聿旗峰，陡驚峻險，似旌展揚。唯獨南面天闊山遠，一條鬱鬱蔥蔥萬松大道恭迎賓客

朝山進香。  

天一閣：《南國書城》天一閣，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欽的藏書樓，取《易經》中《天

一生水》的說法而名之，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也是亞洲現有最古老的圖

書館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閣內藏書達一萬三千多卷，其中大部分是明

代刻本和抄本，有不少是海內孤本；除了藏書豐富之外，天一閣在防火、通風、防潮

方面的設計也獨具特色，足以顯示當代工匠獨到的智慧。 



南塘老街：由寧波城旅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開發建設，位於浙江省寧波古城南門外，曾

經是舊寧波商貿文化聚集地的“南門三市”，位列寧波八大歷史街區之一，同時也是

寧波市“紫線規劃”保護區域。呈南北走向，以祖關山路為界，分為南、北兩街。街

區保留了 300 多米的傳統街巷，擁有文保單位 1處，文保點 6個。宋代著名學者袁燮

的後裔世居於此，區域內現存的袁氏家族居宅建築群規模最大，類型包括居住院落、

祠堂、學校等，其他還包括甬水橋、永善亭和關聖殿等文保建築。北街以傳統文化為

基調，以商業為內容，以城市旅遊為發展方向。南街主打“城市休閒”概念，突顯休

閒生活。  

天一廣場：位於市中心繁華商業街中山路南側，占地面積 20萬平方米，主體建築有 22

座歐陸風情濃鬱的現代建築群組成，總建築面積 22萬平方米。圍合式建築群中央為中

心廣場和景觀水域，同時設有總長 200 多米，最高噴高 40米的亞洲第一音樂噴泉和高

20米、寬 60米的大螢幕水幕電影。天一廣場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一站式”購物休

閒廣場。是國內一流的融休閒、商貿、旅遊、餐飲、購物為一體的大型城市商業廣場。

廣場集購物、休閒、娛樂、文化、旅遊於一體 ，被譽為寧波的商業航母，是寧波城市

又一張亮麗的名片，亦是八方遊客必到之所。  

三江口：是指餘姚江、奉化江匯合成甬江流入東海的沿江地帶，位於寧波市中心繁華

地段，素有《寧波外灘》之稱，是中國僅存的幾個具有百年歷史的外灘之一。 

餐 食： (午餐) 機上簡餐+中式合菜 (晚餐) 中式合菜(RMB.80/人) 

住 宿： 寧波遠洲大酒店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寧波～阿育王寺～舟山跨海大橋～普陀山景區～普濟寺～法雨寺～慧濟寺

(含纜車)～普陀山景區 

阿育王寺：屬禪宗寺院。位於寧波市區以東 16公里太白山麓華頂峰下，是我國禪宗名?

“中華五?”之一。是國內現存唯一以印度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寺。 阿育王寺在我國

佛教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尤其是因寺內珍藏佛國珍寶“釋迦牟尼

真身舍利”而聞名中外。它始建于西晉武帝太康三年(西元 282 年)，至今已有 1700 多

年歷史。據傳西晉時代，僧人慧達為求藏有釋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寶塔，到處尋訪，最

後走到此處，聽到地下傳來鐘聲，禱告之後，果然從地下出現寶塔。後人為保存釋迦

真身舍利，便蓋了此寺。  



舟山跨海大橋：是連接舟山主島與大陸之間的紐帶，大橋起自舟山本島的 329 國道鴨

蛋山的環島公路，經舟山群島中的裏釣島、富翅島、冊子島、金塘島四大島嶼，終點

位於寧波市鎮海區，與寧波繞城高速公路和杭州灣大橋相連接。舟山跨海大橋全長 48

公里，跨 4座島嶼，翻 9個涵洞，穿 2個隧道，整座大橋由岑港大橋、響礁門大橋、

桃夭門大橋、西堠門大橋和金塘大橋 5座大橋組合而成。 

普陀山：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中，唯一座落於海上的聖地，也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這

裡秀麗的自然景觀與悠久的佛教文化相互融合，成了名揚中外的「海天佛國」。  

普濟禪寺：普陀山三大禪寺之首的，又叫前寺，大圓通殿為普濟寺主殿，建築設計絕

妙精巧，人稱「疏朗博大、宏偉巍峨，百人共入不覺寬，千人齊登不覺擠」，故有「活

大殿」、「天下圓通殿之祖」的美譽。隨後搭乘纜車前往位於佛頂山上的【慧濟禪寺】，

寺內大雄寶殿用彩色琉璃瓦蓋頂，在陽光下呈現出「佛光普照」的奇景。  

法雨寺景區：又稱後寺，寺中觀音殿又名九龍殿，九龍十分精緻生動，殿內的九龍藻

井及部分琉璃瓦從南京明代宮殿拆遷而來，被譽為普陀山三寶之一；整座寺廟宏大高

遠，氣象超凡，不遠處的千步金沙空曠舒坦，海浪聲日夜轟鳴，北宋王安石曾讚之「樹

色秋擎書，鐘聲浪答回」。  

慧濟寺(纜車上下)：俗稱佛頂山寺，初建于明代，坐落於普陀山佛頂山上，普陀山以"

海天佛國"享譽海內外，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流中發揮出了重要作用。該寺因山制宜，

佈局包括天王殿后，大雄寶殿、大悲殿、藏經樓、玉皇殿、方丈室等俱在同一條平行

線上，與左右廂房相擁，頗有浙東園林建築風格，為其他禪林所少見。 

註：為使普陀山遊覽順暢，大件行李將寄存酒店，建議您於前晚準備好隨身行李，放置輕便換洗衣物及隨身物品，讓您

的旅程可更加圓滿，謝謝！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RMB.60/人) (晚餐) 普陀素宴

(RMB.60/人) 

住 宿： 普陀山祥生大酒店(5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普陀山～不肯去觀音廟～南海觀音大佛～潮音洞～舟山～(車程約 3.5HR)

天臺山 

不肯去觀音院：唐鹹通四年（西元 863 年），日本慧鍔和?到五臺山朝拜，在中台精舍

看見一尊檀香木雕成的觀音佛像，莊嚴端雅，栩栩如生。返日途中慧鍔和?就在潮音洞



旁築庵常住，日夜禮佛，不再回日本，這座庵堂就稱為「不肯去觀音院」，慧鍔和尚

也就成了普陀山的開山始祖。  

南海觀音大佛像：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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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峰山坡麓的紫竹林，潮音頻傳，身臨其境，如臨極樂國土，塵

念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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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眼視為生，弘誓深如海之法身。  

天臺山景區：中國佛教天臺宗的發源地、道教南宗祖庭和活佛濟公的故鄉，以：佛宗

道源，山水靈秀而著稱，也是中華十大名山之一，首先遊覽的是國清寺，古寺坐落於

四面環山恍若世外桃源的幽靜之中。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RMB.60/人) (晚餐) 濟公宴

(RMB.60/人) 

住 宿： 天臺山大酒店(準 5星) 或 天臺友力大廈酒店(準 5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天臺山景區～國清寺～濟公故居～瓊台仙谷～(車程約2H)紹興～魯迅故居

～紹興 

國清寺：初名天臺寺，有章安、灌頂、荊溪、湛然於此相繼傳燈，成為天臺宗發祥之

地。國清寺當時與潤州棲霞寺、荊州玉泉寺、濟州靈岩寺齊名，稱《天下四絕》，而

國清居首，皆智者所造 36寺之一。唐德宗貞元年間，日僧最澄訪國清受道，歸日本後，

立日本天臺宗。以後圓珍、圓載相繼來國清寺求法，在中日交流史上留下光輝篇章。  

濟公故居：位於浙江天臺古城北門外永甯村石牆頭，是濟公活佛的出生地，浙江省歷

史文化名城景點。濟公故居向世人展現一軸充滿南宋時代氣息，蘊含濟公文化內涵，

具有浙東地方建築風格的仕宦人家宅第格局的畫卷。故居占地 16畝，建築面積 6310

平方米，由三大主體組成：濟公李氏祖居為南宋浙東“三進九明堂”形制建築，是濟

公出生之地、成長之所，故居內有廳堂、臥室、書房、佛堂、祖堂，內部擺設陳列的

古家俱、畫像、圖片以及有關濟公的生平、研究資料，再現了南宋時濟公李府的生活

形態，使人們加深對歷史上真實濟公的瞭解。  

瓊台仙谷景區：位於縣城西北 8公里處。這裏是典型的花崗岩峽谷景區，素有小黃山

之譽。  



紹興：已有 2500 多年建城史，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聯合國人居獎城市，中國優

秀旅遊城市，國家森林城市，中國民營經濟最具活力城市，也是著名的水鄉、橋鄉、

酒鄉、書法之鄉、名士之鄉。紹興素稱“文物之邦、魚米之鄉”。  

魯迅故居整座屋宇是江南特有的那種深宅大院，它是老臺門八世祖周熊占(1742—1821)

在清朝嘉慶年間購地興建的，同時建造的還有過橋臺門，仍可見當年的氣韻。為中國

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RMB.60/人) (晚餐) 紹興黃酒宴風

味(RMB.80/人) 

住 宿： 金昌開元大酒店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紹興～兜帥天宮+龍華寺～柯岩風景區(鑒湖、魯鎮、柯岩)～(車程約 1.5H)

杭州～龍塢茶鎮+九街夜景～杭州 

兜率天宮：為一生必去的地方。建築面積六萬餘平米，建于寶林山峰頂（海拔 321 米）。

兜率為梵文音譯，意為歡喜快樂。兜率天位於佛教欲界六重天的第四重天，為天界最

殊勝的天。彌勒菩薩即在兜帥天宮內為天眾說法。本著“上有天宮，下有故宮”定位

原則而建築的兜率天宮，主體建築高 81 米，由下到上依次為七重寶恒、善法堂、蓮花。

七重寶恒寬 99米，長 160 米，高 39米。七重寶恒外廊為佛教故事浮雕，內為禮佛大

廳及佛教藝術博物館等。善法堂高 38米，內供 33米高世界最大的室內坐佛—天冠彌

勒像。善法堂頂端為佛教的象徵—巨型紫金蓮花。蓮花直徑 68米，高 18米，為世界

之最。蓮花內為金碧輝煌的千人大法堂。兜率天宮是迄今為止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佛教

建築，也將力爭成為浙江省的地標性建築。  

龍華寺：位於紹興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山—會稽山脈的西端，寶林山的峰頂。會稽山是

中國五大鎮山之一，是中國佛教文化名山，也是彌勒信仰的發祥地。  

柯岩風景區：位於柯山腳下，包含柯岩、鑒湖、魯鎮三部分。柯岩是整個風景區的核

心，三國時期，這裡曾是一處採石場，擁有姿態各異的石宕、石洞、石潭、石壁等奇

景。鑒湖是紹興的“母親湖”，建有東漢笛亭、南洋秋泛、五橋步月、葫蘆醉島等景

點。魯鎮本是魯迅筆下虛構的小鎮，魯鎮景區則是為了還原魯迅筆下的“魯鎮”而建

的一個鄉村小鎮主題公園。魯鎮依傍著鑒湖，有商鋪客棧、文化展館、台門戲臺等。  



龍塢茶鎮+九街：歷時一年將原工業廠房升級改造為民國建築風格的龍塢茶鎮•九街，

與周邊山水、茶園爭相輝映，相得益彰。「九」不僅取義陸羽在《茶經》中對茶所概

況的「九事」和「九德」，更代表龍塢茶鎮所規劃的四橫五縱共九條茶主題街巷。以

品牌餐飲、咖啡吧、24小時便利中心、烘焙工作室、茶主題酒吧、影院等生活配套，

形成集吃、住、行、游、購、娛一體的茶體驗街區。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RMB.60/人) (晚餐) 龍塢狀元宴

(RMB80/人） 

住 宿： 余杭萬麗酒店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杭州～船遊西湖～長橋公園～虎跑泉～京杭大運河+香積寺～蕭山機場/高

雄 

西湖風景區：西子湖是坐落杭州城西的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三面環山，一面瀕市，

湖體輪廓近似橢圓形，面積 6.03 平方公里，湖面上有白、蘇二堤，將湖面分成外湖、

裏湖、嶽湖、西裏湖、小南湖五個部分，湖中有孤山、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四島，

環湖山巒迭翠，花木繁茂。峰、岩、洞、壑之間穿插泉、池、溪、澗，青碧黛綠之中

點綴樓閣亭榭、寶塔、石窟，湖光山色，風景美如西子，被譽為《人間天堂》。  

長橋公園：位於浙江省杭州西湖的東南角，南山路長橋旁。公園沿湖延伸，佈局精巧，

意境深邃，有《杭州市花公園》的名稱。  

京杭大運河：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最古老的運河，與長城並稱為中國古代的

兩項偉大工程。大運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

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 1794 公里。

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

發展起了巨大作用。京杭大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聞名於全世界，是中華民族

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 

香積寺：始建於北宋年間，原名興福寺，北宋大中祥符年間，更名香積寺。元朝末年，

香積寺被一場大火毀了，後來又重建多次，但最終還是被災害毀掉。清朝康熙五十二

年，香積寺內建了兩座寶塔。1963 年雙塔列為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8 年東塔被毀，

僅存西塔。它曾是大運河湖墅地區著名的寺廟。當年大運河上船隻往來繁忙，是杭嘉

湖一帶佛教信徒從運河到靈隱、天竺朝山進香的必經地，在運河及杭州佛教界擁有很

高地位。  



驅車前往杭州蕭山機場，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RMB.60/人) (晚餐) 中式合菜+機

上餐食 

住 宿： 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國曆 10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 

團費報價:$34500 元/人   訂金:5000 元/人 

(全程兩人一室,無自然單間)  

 

※團費包含：含含接接送送、、導導遊遊領領隊隊司司機機小小費費、、保險 500 萬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全程食、宿、交通、旅遊景點門票、機場稅金燃油附加稅。 

※團費不含：個人證件辦理費用、行程中如有自費項目費用、國際電話、飯

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飛馬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 號 
電話：05-5331100  傳真：05-5346600 
～飛馬的用心，希望您來體驗，深得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