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愛中華 2017-2018 冬季系列 

海天佛國普陀山、江南名剎全覽五日遊 

●五星喜來登酒店(無購物無自費)● 

 
◆◇◆《特別安排世界遺產及世界遺產預備名單》◆◇◆ 

★杭州西湖景觀─2011 年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江南佛教聖地全覽～普陀山、寧波-阿育王寺、無錫-靈山大佛、杭州-靈隱寺 

★五星喜來登舒適居～三大城市入住喜來登酒店 

★雙點進出早去晚回～南京進寧波出，早去晚回不走回頭路。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海上佛國─普陀山風景區】 

  「普陀山」為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也是唯一座落海上的佛教勝地。位於錢塘江口、舟山群島東南

部海域，最高峰佛頂山海拔 292 公尺，其秀麗的自然景觀與悠久的佛教文化溶彙一起，成了名揚中外的

「海天佛國」。 

●【舟山跨海大橋】 

  又稱「舟山大陸連島工程」，是由岑港大橋、響樵門大橋、桃夭門大橋、西堠門大橋、金塘大橋等五

座跨海大橋結合而成，分別連接里釣島、富翅島、冊子島、金塘島等四座島，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島

陸聯絡工程，全長約 50 公里，總投資 115 億人民幣，耗時 10 年時間。五座大橋各有其建築特色，其中

金塘大橋，跨海全長約 18.5 公里，是繼東海大橋、杭州灣跨海大橋之後，中國第三長的跨海大橋，也

是目前世界上在外海環境中，跨徑最大的斜拉橋。此一大橋的全線通車，縮短舟山島與浙江的距離，同

時拉近寧波與普陀山的車程，為旅程帶來了相當的便利。 

◆◇◆《江南三大城市喜來登帶您美居江南！》◆◇◆ 

★【無錫─萬達喜來登酒店】 

  位於濱湖區中心地帶的無錫萬達喜來登酒店，毗鄰零售購物中心、餐飲及娛樂區，地理位置優越，可

近距離感受城市中央商務區的繁華氣息。酒店共設 342 間寬敞的客房與套房，誠邀您前來體驗無與倫比

的舒適享受。奢華的氛圍、考究的設施和卓越的服務將帶給您無上滿足和無限舒適之感。在喜來登甜夢 

之床的溫暖懷抱中進入夢鄉，盡情體驗寬大的雙墊層床墊、舒適的羽絨被和毛毯所帶來的極致享受。 

 



★【杭州濱江銀泰喜來登酒店】 
杭州濱江銀泰喜來登大酒店位於錢塘江沿岸，距離吳山廣場 5 公里，享有河流和城市天際線的景緻，設
有室內游泳池、露台以及餐廳。酒店每間寬敞的客房和套房的靈感來自杭州西湖十景，提供可供客人隨
時與外界保持聯繫的高速無線網路連接和平板電視，配有消除旅途勞累的舒適寢具和獨立花灑淋浴。酒
店提供 24 小時前台、禮賓服務、會議室和禮品店。設施齊全的健身房和健身設施滿足客人的健身需求。 

 
★【南京─金絲利喜來登酒店】 
  南京金絲利喜來登酒店坐落于被譽為“中國南方之都＂且擁有丰富歷史的南京市，依壯闊迷人的揚子
江畔而居。 酒店地處南京新街口金融和購物區的中心地帶，多家餐廳和夜總會均近在咫尺，而宏偉的
漢中門只需步行五分鐘即可抵達。 

 
★【安排景點】 
 普陀－慧濟寺、普濟寺、法雨寺、紫竹林、南海觀音、不肯去觀音院。 
 南京－中山陵、總統府、1912 街區。 
  杭州－船遊西湖、靈隱寺。 
  無錫─靈山勝景～大佛、靈山吉祥頌、梵宮、太湖黿頭渚公園～七桅帆船遊太湖。 
★【風味餐安排】 
 普陀－素宴風味(人民幣 50)。 
  杭州－本幫風味(人民幣 60)、樓外樓西湖風味(人民幣 120)。 
  南京─淮陽風味(人民幣 50)、南京風味(人民幣 50)。 
  無錫─太湖風味(人民幣 60)、乾隆宴(人民幣 50)。 
★【住宿安排】 
  寧  波－  ★★★★★ 東港喜來登酒店或同級。   
  杭  州─  ★★★★★ 西溪喜來登酒店或濱江銀泰喜來登酒店或同級。 
  南  京─  ★★★★★ 金絲利喜來登酒店或同級。 
  無  錫－  ★★★★★ 萬達喜來登酒店或同級。 
  PS：以上若遇飯店滿房，將以萬豪集團或其他國際連鎖酒店集團同等級飯店替代，保障旅客住宿品質。 
  普陀山－準★★★★★ 祥生酒店或雷迪森莊園。 
★【購物點】 
  全程無購物站(NO SHOPPING) 
★【自費活動推薦】 
  全程不推自費(NO OPTIONAL ACTIVITIES) 

※此行程為聯營商品 

※符號標示：◎入內參觀 ●下車參觀 ◆路過參觀 ★特別安排   
第一天  台北/南京(中山陵～含電瓶車、總統府、1912 街區) 
 今天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直航班機前往鍾山龍蟠、石城虎踞的古都－南京。 
◎【中山陵】為國父孫中山陵寢所在地，它運用寬廣的石階連成大尺度的整體，巧妙的結合南京鍾山形
勢，莊嚴而宏偉；且全部使用藍色琉璃瓦，更添肅穆、哀思的氣氛。 



◎【南京總統府】最早為明朝初年的歸德侯府和漢王府。清朝這裡改為兩江總督署，清朝康熙、乾隆皇
帝下江南時均以此為「行宮」。1949 年以後的 50 年，總統府一直作為機關的辦公場所。自 20 世紀 80
年代以來，機關單位陸續搬遷，並於 1998 年在總統府舊址之上，開始籌建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館。
目前，博物館總占地面積為 9萬平方米，共分三個參觀區域。中區（中軸線）主要是國民政府、總統府
及所屬機構；西區是孫中山的臨時大總統辦公室、秘書處和西花園，以及參謀本部等；東區主要是行政
院舊址、馬廄和東花園。一系列展館和史料陳列，則分佈在這三個區域中。 
●【1912 街區】《南京 1912》這個名字從 600 多個徵集方案中脫穎而出，一下子打動了所有人的心。
的確，民國曾是南<京歷史上最繁華最鼎盛的時期，是南京城美麗又辛酸的一段綺夢。南京 1912 位於南
京市長江路與太平北路交匯處，由 17 幢民國風格建築及共和、博愛、新世紀、太平洋四個街心廣場組
成，總面積三萬多平方米。這片青灰色與磚紅色相間的建築群，風格古樸精巧，錯落有致地呈Ｌ形環繞
總統府，成為以民國文化為特徵的南京長江路文化街的新亮點。 

餐 食：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淮陽風味(人民幣 50)  晚餐／南京風味(人民幣 50)  

旅 館：南京金絲利喜來登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南京─無錫 約 190 公里 車程約 2.5 小時)   
        景點：南京/無錫(靈山勝景～大佛、靈山吉祥頌、梵宮、太湖黿頭渚公園～七桅帆船遊太湖、 
        清明橋水弄堂街區) 
◎【靈山勝景】中國著名的文化勝地，是目前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完整，也是唯一集中展示釋迦牟尼佛偉
大一生的佛教文化主題景區，也是世界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佛教文化建築景觀群。 
◆【靈山大佛】高 88 米，為中國第一高青銅立佛，於照壁廣場，可見三山環抱，靈山大佛巍然屹立，
氣勢雄偉壯觀。大佛南面太湖，背倚靈山，左挽青龍，右牽白虎，地靈形勝，風水絕佳，為難得之佛國
寶地。 
★【靈山吉祥頌】是一場以釋迦牟尼的故事為主線的表演，融入了高科技的聲、光、電和投影技術，展
現佛陀覺悟之路，開啟眾生智慧之門。270 度的旋轉舞臺由奧運鳥巢開幕式的原班人馬設計，劇本由國
內頂尖導演團隊傾力共鑄，世界音樂大師何訓田精心譜曲的原創音樂《如來如去》猶如天籟之聲。夢幻
華美的古印度宮殿群、神秘悠遠的空靈歌吟、36 聲道天籟之音與時空的完美結合、國際一流 200 米無縫
環型巨幕多媒體影像展映、全球之最的，超大規模多彩穹頂多層次旋轉劇場……，帶來的是心身共鳴的
永久震撼。 
◆【靈山梵宮】令人稱奇的靈山梵宮，依山而建，總高三層，採用退台式佈局，層層推進。梵宮以南北
為軸線，東西對稱為分布，頂部為五座錯落有致的華塔。建材採用堅固的花崗岩、大理石，綜觀靈山梵
宮，景觀佈局莊嚴和諧，建築外型氣勢恢宏。 
靈山大佛之『大』、九龍灌浴之『奇』、靈山梵宮之『特』共同構成了靈山勝境的三大奇觀。 
◎【太湖黿頭渚公園】為中國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地跨江、浙兩省，形如一隻佛手。它是春秋吳越文化
發源地，有「包孕吳越的美譽」，特別為您安排搭乘★七桅帆船駛入煙波浩渺的太湖，一覽風光旖旎的
湖光山色。 
●【清明橋水弄堂街區】穿城而過的京杭古運河在清名橋歷史文化街區留下了一段“運河絕版地、江南
水弄堂＂的絕妙景致，堪稱一覽江南水鄉生活風貌的現代版“清明上河圖＂。  清名橋歷史文化街區
位於無錫老城南門外古運河與伯瀆港交匯處，以古運河為中軸、清名橋為中心，北起跨塘橋，占地 18.78
公頃。古運河和伯瀆港兩條歷史文化軸在這裡交匯碰撞，形成了清名橋核心區獨特的自然屬性和藝術性
格，至今保持著路河並行的雙棋盤城市格局，聚集著工業遺存、特色祠堂群、工商文化等歷史遺存的清
名橋兩岸的水弄堂，已成為展示無錫江南水鄉古韻今風、體現文化遺產保護的旅遊風光帶。 

餐 食：早餐／飯店內自助式  午餐／太湖風味(人民幣 60)  晚餐／乾隆宴(人民幣 50)  

旅 館：無錫萬達喜來登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無錫─杭州 約 200 公里，車程約 2小時 40 分)   
        景點：無錫-杭州(船遊西湖、靈隱寺、南山路) 
◎【船遊西湖】西湖周長 15 公里，面積 5.6 平方公里。湖中蘇堤、白堤等把湖面分隔為外湖、里湖、 
岳湖、西里湖、小南湖 5部份。自古以來西湖的魅力就吸引了中外無數的遊客。特別安排船遊西湖，帶
您慢慢品味西湖之美。 
◎【靈隱寺】創建於東晉咸和元年（326 年），距今已有 1670 多年歷史。印度僧人慧理來到中國傳教，
後因此處景色奇幽，以為是「仙靈所隱」，就在當地建立寺院，取名為「靈隱」。五代時吳越國王錢俶
篤信佛教，對靈隱寺的建設倍加關心。當時靈隱寺達到了九樓、十八閣、七十七殿堂、僧眾三千的規模，



成為江南地區的佛教名剎。著名僧侶永明延壽、大慧宗杲等人，都曾擔任此寺的住持。傳說中的濟顛和
尚也在此寺出家。 而淨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亦曾擔任此寺的住持，開靈隱寺為淨土道場之風。南宋時
期僧人普濟在靈隱寺編撰《五燈會元》，成為禪宗經典之一。 
●【南山路】位於西湖湖畔，已是杭州著名的 PUB 一條街，此地多種不同特色的餐廳及 PUB 林立，更能
襯托出西湖最美麗的一面。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翰林府邸古鎮風味(人民幣 50)  晚餐／樓外樓西湖風味(人民幣 120) 

旅 館：杭州濱江銀泰喜來登大酒店 或 杭州西溪喜來登度假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杭州─朱家尖 經跨海大橋 約 230 公里 車程約 3.5 小時；朱家尖─普陀山 坐船約 15 分鐘)   
       景點：杭州-朱家尖 普陀山(普濟寺、不肯去觀音院、南海觀音、紫竹林) 
◎【普濟寺】為普陀山供俸觀音的主剎，又稱前寺，坐落在白華山南，靈鷲峰下，歷史悠久，寺內的海
印池、八角亭、永壽橋等景點都令人流連忘返。現為普陀山佛教活動中心，凡重大佛事活動均在此舉行，
也是普陀山佛教協會所在地。 
◎【不肯去觀音院】據歷代山誌記載，后梁貞明二年（公元 916 年），日僧慧鍔從五台山奉觀音像回國，
船經普陀洋面受阻，以為菩薩不願東去，便靠岸留下佛像，由張姓居民供奉，稱為「不肯去觀音院」，
是為普陀開山供佛之始。 
◎【南海觀音】穿過紫竹林，海潮聲從遠處傳來，行走其間塵念全消，遠遠可看到海天佛國象徵之「南
海觀音立佛」，這裡是佛家弟子必到之處。此標誌性「南海觀音」巨型露天銅像，建於 1997 年，為濃
郁的佛教文化氣氛人文景觀增添光輝，一年四季香火興旺，且地處普陀山南端龍灣山崗，勢隨崗起，碧
波蕩漾、水天一色。 
●【紫竹林】紫竹林在普陀山東南、梅檀嶺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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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飯店內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八菜一湯)(人民幣 50) 晚餐／普陀素宴(人民幣 50)  

旅 館：普陀山祥生大酒店 或 舟山普陀山雷迪森莊園  或同級 

 
第五天 (普陀山─朱家尖 坐船約 15 分鐘；朱家尖至寧波 經跨海大橋 車程約 1.5 小時)   
       景點：普陀山(慧濟寺～纜車上下、法雨寺) 朱家尖 寧波/桃園 
◎【慧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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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稱為普陀山三大寺。 
◎【法雨寺】法雨寺又稱后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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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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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光緒年間又陸續建造
殿宇。現存殿宇 194 間，計 8800 平方米，分列六層台基上。入山門依次升級，中軸線上有天王殿，后
有玉佛殿，兩殿之間有鐘鼓樓，又後依次為觀音殿、御碑殿、大雄寶殿、藏經樓、方丈殿。觀音殿又稱
九龍殿，其中九龍藻井及部分琉璃瓦從南京明代宮殿拆遷而來。九龍雕刻十分精緻生動。 
最後搭車前往寧波國際機場，辦理登機手續，搭乘直航班機返回台北，結束此次江南普陀山六天遊 

餐 食：早餐／飯店內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八菜一湯)(人民幣 50) 晚餐／機上簡餐 

旅 館：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