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19.12.21【五星緬甸】12 日
NT:98,000 元/人 含稅簽、導領小費、每人一張 SIM 卡
行程特色

參考航班
日期
12/21
01/01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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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
中華航空 CI-7915
中華航空 CI-7916

起飛地點
桃園
仰光

起飛時間
07 : 00
10 : 45

抵達地點
仰光
桃園

抵達時間
09 : 40
16 : 20

飛行時間
4 小時 15 分
4 小時 5 分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 / 仰光→喬達基臥佛寺→佛牙塔→樂伯幕尼佛寺→世界和平塔
集合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緬甸有『東方花園』、『寶石之都』雅稱的【仰光】。
抵達後，在導遊的親切招喚下，專車展開精采的旅程。
【喬達基臥佛寺 Chaukhtatkyi Pagoda】意即六層寺，內有世界最大的臥佛，
長 75 公尺、高 30 公尺，其腳底有 108 個圖案，代表人有 108 次輪迴，也象
徵天地萬物盡在其腳下（1907 年完工）。臥佛的眼睛以玻璃鑲成，並由一位
中國畫家點出眼珠，神態慈祥豁達。
【佛牙塔】佛陀遺留世間之遺物，塔內供奉著佛牙。佛牙塔乃 1996 年才造的，是仰光最新的一座塔，
塔內供著由北京請來暫放的一顆佛牙，將來還是要還的。
【樂伯幕尼佛寺】此佛寺佛高 37 英尺、寬 24 英尺、厚 11 英尺，此白玉原石係產於瓦城馬德雅山區，
號稱世界最大的白玉原石，總重為 670 噸，2000 年 5 月從瓦城運抵仰光，數十位工匠嘔心瀝血歷時 3
年多，方雕琢完成此一任務。
【世界和平塔 Kaba Aya Pagoda】翁山之弟烏奴為求世界和平而建。建於 1952
年，目的是舉辦 1956 年的第六屆世界佛教大會，這也是佛教界人士為了紀念
釋迦牟尼涅盤 2,500 週年而結集的一次會議，來自全球佛教教徒約二千之眾，
曾齊集於此，舉行為期一年的第六次集結法會。和平塔建有 6 個大門、6 尊大
佛，塔的正中央是一個小寶庫，供奉一尊一噸重的錫佛(也有人說是銀佛)，
左右兩旁供的是佛的兩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連的舍利子。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十里香 精緻風味料理
晚餐： 仰光 海鮮酒樓中華料理
住宿：5★SULE SHANGARILA 或 LOTTE HOTEL 或同等

第二天

仰光→柏固(豎琴之都)（陶將村、干邦沙底里皇宮、瑞莫多佛塔、雪達良
臥佛、四面佛寺）→吉鍗祐 Kyaiktiyo PAGODA →風洞石廣場

早餐後，迎著清晨的微風，搭乘專車前往仰光北方 53 英哩的豎琴之都-柏固(PEGU)。柏固是距離仰光
市約 80 公里的鄉間小鎮，亦為緬甸宗教和文化的重鎮，史上著名的柏固王朝建都於此，是仰光周邊
一日遊的不二選擇。
【陶將村 Htaky Kyrnt】此地將有專人為您表演陶瓷的製作過程。
【聯軍戰士墓園】：此墓園是一座為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盟軍兩萬七千多名將士而建造
的，期間花草扶疏，景緻優美像極了一座森林公園。
【干邦沙底里皇宮 Kambamza Thridi Palace】東吁(鴛鴦)王朝皇宮所在，金碧輝煌的宮殿是內戰後，
仿原古蹟所重建的，由皇宮建築及規模與使用的建材看清楚的看出昔日的繁華!!
【瑞莫多佛塔 Shwe Naw Daw】建於釋迦牟尼圓寂 2000 多年後的阿育王時期，建築物塔高達 114 公尺，
是世界上少有的最高的佛塔建築。
【雪達良臥佛寺 Shwethalyaung Buddha】臥佛長約 60 公尺，高約 15 公尺，建於西元 994 年，後來
因戰禍而荒蕪，到了 15 世紀在達瑪西提國王(King Dhammaceti)的命令下獲得重建。相傳該佛像已隱
沒於叢林中達百年之久，於一八八一年外國人協助建築鐵路時發現，亦因此而更具神祕色彩。
【四面佛寺 Kyaik Pun Pagoda】相傳此佛寺為 1476 年達瑪西底國王的四位公主募集善款修建而成，
並發下宏願永保純潔赤子之身的民間傳奇神話，是您不可不去參觀的景點之一。
午餐後，前往緬甸佛教 3 大聖地之一的【吉鍗祐 Kyaiktiyo PAGODA 風洞石佛塔】
本日建議貴賓攜帶簡便一日份量的換洗衣物及重要隨身物品輕鬆前往山頂，大型行李物件則存放於山
下遊覽巴士內即可!!別忘了山上氣問較低，建議攜帶一件薄外套擋風禦寒喔!!
【吉鍗祐 Kyaiktiyo PAGODA 風洞石佛塔】位於仰光北方六十三英哩的緬甸最神奇之佛塔"吉鍗祐風動
石佛塔"，華人稱為"吉鐵窩 "是為緬甸的一個自然奇景，海拔 3000 多英呎高的山崖邊，需乘坐特殊
登山卡車上山(約 70 分鐘)，直達山頂，(當然如果您有興趣體驗搭乘風味獨特的人力軟轎登山時.輕
鬆享受沿途的優美風景.亦可於途中下車.自費體驗昔日皇宮大臣所搭乘的人力軟轎約 20USD/趟)。
吉鍗祐的【風洞石（Holy Rock）】是一塊幾乎是懸空在斷崖斜坡上的巨石，與地面形成的縫洞可以拉
線而過，自古至今仍屹立不倒，巨石上立有一座 17 英尺高的佛塔，風動石佛塔身 5.5 米，據說塔上

藏有釋迦牟尼佛祖的兩根聖髪，每當山風吹來，即搖擺不定，傳說已有 2500 年的歷史，當時建塔人
的智慧實令人嘆為觀止。緬甸佛教徒相信一生至少兩次登上吉鍗祐參拜才不虛此生，此地山形美景無
數，晨霧瀰漫，日落時分更是美極了。
早餐：飯店內使用早餐 午餐：ROYAL TASTE 中華料理
晚餐：住宿酒店 內用晚餐
住宿： 5★GOLDEN ROCK HOTEL 或 KYAIK HTO HOTEL 或 MOUNTAIN TOP 或 SANE TEI LIN 或同等

第三天

吉鍗祐 Kyaiktiyo PAGODA 風洞石→內比都→內比都大金塔

清晨您可再次前往風洞石廣場拍攝。再次感受如仙境般的寧靜，於酒店內享
用早餐後，搭乘登山卡車返回山腳下轉運站轉換專用遊覽車，繼續本日未完
的精采行程!!!
隨後專車前往自 2005 年起遷往位於仰光以北 320 公里、曼德勒(瓦城)以南 250
公 里 處 的 新 首 都 ， 2008 年 5 月 新 憲 法 公 投 確 立 定 都 、 命 名 " 內 比 都 "
【Naypyidaw】。抵達後，前往首都最大的【大金塔】參觀(請著長褲或免費
於當場借用傳統沙龍)，內有別於一般大金塔為實心建築，內比都大金塔為空心建築，富麗堂皇，內
有 4 尊價值不斐的玉佛恭奉於此，突顯出首都對於佛教文化尊崇的地位。
早餐：飯店內使用早餐
午餐： SANE LAE TIN 中華料理
晚餐：廣州酒樓 中華料理
住宿： 5★AUREUM-PALACE–CORPORATE 或 HILTTON NAYPYITAW HOTEL 或 THE LAKE GARDEN VIEW
RESORT 或同等

第四天

內比都→(4hrs)蒲甘→浦甘佛塔巡禮→華麗馬車逍遙遊→民俗線控木偶劇
場秀

早餐後，專車前往有四百萬佛塔之城美稱及緬甸第一個王朝【蒲甘王朝】的
首都－【蒲甘】，浦甘王朝古皇城建於西元 849 年，曾是第一王朝首都，有
“四百萬佛塔”之稱。佛塔之城-『浦甘』(Bagan City)，自西元 1 世紀起便
有建築，當時是孟族的居住地，1044 年，Bamar 族阿奴律陀取得王位，即將
浦甘王朝進前到前所未有輝煌時期，並將國教改為小乘佛教的重大變革，阿
奴律陀的兒子奇安紀薩(Kyanzittha)更使浦甘成為傳說中的「四百萬佛塔之
城」，將國力達到頂峰。
【華麗馬車逍遙遊】傍晚時分，趁著太陽西下後的涼爽，搭乘一段當地特有華麗馬車巡禮一番，享受
英式貴族的優閒，感覺有如走進時光隧道。
往西可以拍攝浦甘平原，高低落錯的寺廟剪影，也是觀賞落日之處
【緬甸傳統木偶神話劇場表演】晚上依傍著伊洛瓦底江，在燈光優美氣氛悠閒的環境下，享用一頓豐
盛的緬國風味晚餐，並欣賞緬甸傳統舞蹈及木偶神話劇場表演。
早餐：飯店內用早 午餐： SUN SET 緬中式風味料 晚餐：NANDA 花園餐廳+線控木偶劇場 緬式
餐
理
風味料理
住宿： 5★AUREUM PALACE 或同等

第五天

浦甘→早市場→波巴山→浦甘佛塔巡禮

【早市場】清晨拜訪 Nyaung U Market(Mani Sithu Market)絕對是件開心的事，一攤攤的水果、乾
貨、魚肉、日用品都充滿新鮮感。魚攤賣的是伊洛瓦底江的魚，許多婦女就用頭頂著一隻隻大魚回去。
郊外著名景點：
【波巴山 Popa】 高 737 公尺的 Popa 山據說在 25 萬年前噴發過，如今是座休
火山，筆直的凸出於 Myingyan 平原上，相當醒目，緬甸人視它為佛經裡的須
彌山。Popa 其實是「花」的意思，相傳這座山過去滿山遍野都是奇花異草，
現在則是猴子的天堂，處處是討食的猴子，附近的攤販售有花生，但小心一餵
就脫不了身。Popa 山上、山下都有廟宇，香火鼎盛，切記不要穿紅色、黑色
衣服前往。通往 Popa 山沿路上，有許多小孩販賣在溪旁撿拾的 Popa 石。這些

石頭是火山噴發的產物，當岩漿流下山時會夾雜許多土石，岩漿冷卻變硬後體積改變，和包在裡面的
小石間的縫隙變大，形成一個天然的鈴鐺。每個小朋友都不停搖晃石頭，表示他撿的石頭比較響。
『浦甘』(Bagan City)佛塔之城-，在 40 平方公里廣，背臨伊洛瓦底江平原， 自西元 1 世紀起便有
建築，當時是孟族的居住地，1044 年，Bamar 族阿奴律陀(Anawrahta)取得王位，即將浦甘王朝發展
到前所未有輝煌時期，並將國教改為小乘佛教的重大變革，阿奴律陀的兒子奇安紀薩(Kyanzittha)
更使浦甘成為傳說中的「四百萬佛塔之城」
，將國力達到頂峰。13 世紀的官方數據顥示，當時有 4446
座建築，在浦甘平原最強盛的二百年間，曾佈滿多達 12,000 座金碧耀眼寺廟。據 1978 年的統計，浦
甘平原上現存有 2230 座保存完好或半傾圮的佛教建築，這個數目經過 225 年大火災、1972 年大地震
劫難後的結果，僅是過往的 1/2 或更少。廣潤的平原上，抵達後將安排您來一趟佛塔巡禮：
【阿南達佛塔 Ananda（城外）】蒲甘最美的塔，最能代表緬甸早期的佛塔建築，精巧對稱的設計敷著
白泥雕飾，令人讚歎！Ananda 公認是浦甘平原上最美的佛殿，精巧對稱的設計敷著白灰，不論牆內、
外的灰泥雕飾，或是經典的 Chinthe 都讓人讚歎。相傳 1105 年奇安紀薩國王在 8 位印度聖人幫助下，
完成這座平原上最傑出的佛殿。從 Ananda 的平面圖可以發現，這是希臘十字(Greek Cross)建築，這
是之前不曾出現的設計，同時還結合了孟族佛殿風格，令專家訝異。Ananda 是四方對稱的設計，4
個大殿面對四方，各有一尊高 9.5 公尺的立佛，目前只剩南、北兩面的佛像是原造的，設計者在廊壁
上開有圓型天窗，使光線可照在佛面，極具巧思。
【古彪基佛塔 Gubyaukgyi（城外）】以精美壁畫聞名的佛塔，此塔讚頌佛祖五百五十輪迴的動人事蹟。
學者只能從 Gubyaukgyi 頂上和 Mahabodi 造型相似的塔頂，推斷它應也屬 13 世紀的建築。Gubyaukgyi
以內部 544 幅精美的壁畫聞名，所以又被稱為「Great Painted Cave Temple」，這 544 幅佛生圖以一
格格長寬約 12 公分的小格排列，內以線描勾勒出輪廓，雖然年代久遠，依然可以看出令人驚歎的精
細工夫，可惜許多壁畫被一個 Dr.Thomann 在 1899 年給偷走了。
【大比紐佛塔 Thatbyinnyu Pahto（城內）】蒲甘最高的佛塔－，此塔並有『神廟』之譽，Thatbyinnyu
名稱源自佛陀無所不知，學問精深之意，由 Alaungsithu 國王建於 12 世紀，為浦甘中期成熟技術的
代表作。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瑪拉典基 緬式風味料理 晚餐： QUEEN HOUSE 中華料理
住宿： 5★AUREUM PALACE 或同等

第六天

浦甘→曼德勒(瓦城) →多寶之城→馬哈木尼佛寺→舊皇宮→柚木宮→庫
克多佛塔(塔林) →曼德勒山觀落日

今日專車前往有多寶之城的緬甸第二大城－【曼德勒(MANDALAY)】因曾經是阿瓦（AVA）王朝的首都，
所以當地華僑習慣稱之為【瓦城】，人口卻比仰光多（500 多萬）。曼德勒是緬甸的歷史名城，位居緬
甸的心臟地帶，是緬甸內陸地區交通樞紐，更是古代緬甸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薈萃之地，
【MANDALAY】
一詞含有文明、禮貌、優雅昇平充滿智慧之意，原名梵文【耶德那崩】意為多寶之城，抵達後，展開
精采的旅遊行程
【馬哈木尼佛寺 Mahamuni Pagoda】年代可追溯到西元前 1 世紀，傳說是佛祖在世時親自監工打造, 所
以臉型和佛祖一模一樣。高達 4 公尺的 MAHAMUNI 佛是緬甸人最尊崇的佛像，每天湧入無數善男信女
跪地膜拜唸經祈求，您也可自行購買金箔，入佛前拱門，為佛加身金泊(但女性不能為佛貼金箔)。含
80 座白塔（此地產石灰塔都漆白色）和一座乳塔（代表母性的乳形塔）。
【曼德勒皇宮】緬甸最後一個王朝－雍笈牙王朝之【翡翠皇宮】又名耶德那崩，也是曼德勒皇宮，此
為緬甸王朝威力遍及中南半島時期，建築面積最大之皇宮，內有各樣皇室用品及文物雕刻，也是緬甸
王朝的【故宮】。
【古皇城 Mandalay Fort】曼德勒故宮，王朝時的古城，此為雍笈牙王朝第十代君王敏東國王於西元
1857 年興建，於 1859 年竣工完成的新都城，此為緬甸王朝威力遍及中南半島時期，建築面積最大之
皇宮，內有各式各樣皇室用品及文物雕刻，長寬各 2 公里的正方形區域，四周圍著高 8 公尺、厚 3
公尺的城牆，及寬 70 公尺、深 3 公尺的護城河，可謂固若金湯。原皇宮其實已毀於 1945 年的大火，
今日所見的建築是嶄新的仿作。現存皇宮為西元 1989 年至西元 1995 年所復建完成的，共復建 66 座

大小宮殿，遊客只對兩個地方感興趣，一是高 33 公尺的瞭望塔，攀上 121 階旋轉階梯的瞭望塔台，
俯瞰整個皇宮全景。另一處就是正殿，包含議事大廳及 Thibaw 王和皇后一起問政的鏡廳，廳前還陳
列一些皇室及皇宮建築的舊照片。
【柚木宮 Shwenandaw Kyaung 】末代王於 1880 年所建，除了梯子全為柚木
所造，雕工十分精細，現為高僧住所。簡介： 對於喜歡雕刻藝術的人，推薦
多花點時間瀏覽 Shwenandaw Kyaung。這棟傳統的緬式木造建築前身是 Mindon
王的住處及 Thibaw 王的會客室，整幢建築可說是一大型木雕藝術品，連每根
支橕的柱角都雕刻精美。屋內壁上敘訴佛陀輪迴的繁複雕刻，遠比巴洛克藝
術還華麗，從壁面一直延伸到屋外小平台圍欄上都是鏤空雕藝，還敷以金箔，
使 Shwenandaw Kyaung 雖已現老態，但卻不損古典風韻。
【庫克多佛塔 Kuthodaw Pagoda】建於 1859 年，佛塔四周圍繞著 729 座白色
的經書亭，每座亭內有一塊石碑，稱功德碑，每碑刻有佛經一章，每片石碑
寬 3.5 英呎、高 5 英呎、厚 5 英呎。石碑上經文有除了緬文外還有古老的 PALI
文，是故連同庫克多佛塔在內總計有 730 座大小佛塔，此一巨大工程共耗時
5 年完成，也因此此座石碑經書院有【塔林】之稱。此為世界上最大的書，
也是佛教文化的精華所在，更是佛教徒與東西方學者眼中佛教的瑰寶。據估
計，這些經文若以 1 個人 1 天念 8 個小時來計，要 450 天（相當於一年零三個月）才能唸完全部的經
文。據記載，第 5 次佛教大會時，Mindon 王請了 2400 位和尚，以接力的方式唸誦經文，共念了 6 個
月才唸完。
【曼德勒山 Mandalay Hill】搭車登上『曼德勒山』（MANDALAY HILL），此山高 230 公尺，有 1739 級
石階，如需要赤足登山(約 45 分鐘）
，石階蓋有廊頂，還算涼爽，也可坐囉哩車（一種卡車式的公車）
上去。此地共串聯八座佛塔；並有巨大白麒麟塑像鎮守十分壯麗，抵達山頂後沿途參觀白色佛塔、佛
像及一尊鍍金之柚木佛陀雕像。據傳說佛祖路過曼德勒山時，曾在山上用手指著山下說：
「2400 年後，
這裡會有繁榮的大城」
， 所以 MINDON 王於 1857 年建立了這依山傍水的安樂地，此山是鳥瞰曼德勒市
全景的最佳地點，也是觀看夕陽落入伊落瓦底江的迷人景緻的最佳觀景點。
早餐：酒店內使用
午餐：SAWADEE(友好)中華料理
晚餐：港泰餐廳 中華料理
住宿：5★HILTON 或 MERCURE MANDALAY HILL RESORT 或同等

第七天

曼德勒(瓦城) →薩根山遺址群→明宮佛塔→白象仙女佛→柚木大橋

今日於酒店享用一頓豐盛的早餐後，展開精采的旅遊行程，專車前往曼德勒西北方的薩根山風景區參
觀，此處風景優美，古蹟處處怪石林立，伊洛瓦底江延綿南流，此處山明水秀，是一絕佳的旅遊勝地，
亦為佛教聖地之ㄧ，此處山下綠樹成蔭，山上百塔如林，廟宇、庵院遍佈於山間綠樹叢林之中，頗有
人間仙境之意味，
【薩根山(實皆)】位於曼德勒西南方 21 公里的薩根山小鎮，座落於伊洛瓦底江西岸，著名的實皆山
(薩根山) 風景優美，處處古蹟，還有一座造型奇特的貢慕都佛塔（乳塔）
，塔外有 800 根油燈柱。此
山為禪修聖地，在此您可遠窺伊洛瓦底江，山上寺院、佛塔數目眾多，其中一處所住了幾千名僧人，
是緬甸最大寺院。
【明宮佛塔 Mingun Paya】伊洛瓦底江畔的【明宮】，為世界上最大之磚造佛塔之ㄧ，此佛塔建造於
1808 年，於此您可看到號稱全世界最大的鐘，此鐘高約 3.7 公尺、直徑約 5 公尺且重達 90 公噸，當
時建造這佛塔時，國王建造了此巨大的明宮大鐘，以彰顯世界之大，緬甸之最的雄偉氣勢，來到此塔
你清楚的感受到緬甸人對佛祖的重視，再此你亦可登上塔峰觀看蜿蜒環繞的伊洛瓦底江，景緻優美而
壯觀。
【牛車鄉村遊】於此可體驗享受搭乘由 2 隻黃牛拉的牛車，一覽田園美景，有如穿越時光隧道回到
過往的年代，重溫兒時夢想一般 (別忘了!!不吝嗇的給ㄧ點牛車夫小費，鼓勵ㄧ番他的辛勞與服務)。
【白塔 Mya Thein Tan Pagoda】
【白象仙女佛塔】此塔建造於 1808 年，緬甸佛教皇帝 BO DAWN 所建造，據說此塔中有藏有藍寶石達
緬斤 10 萬斤，當然信不信就再各位貴賓囉。
【柚木大橋 U－Bein】又名為【情人橋】；此橋橫跨依洛瓦底江的支流 Taungthaman 河，全部由柚木

所建成，全長 1200 多公尺；已經屹立 2 個世紀之久，是兩岸居民的重要橋樑。又稱為「情人橋」
。柚
木橋是 Amarapura 市長 U-Bein 所建，因緬甸盛產柚木，而柚木又是造橋蓋屋的最佳建材，
（不長蛀蟲
又堅固）此橋除了柚木未用任何鋼筋水泥。在乾季時是立在一片乾涸的耕地上，雨季時則如水上的一
片圍籬。走在橋上還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垂釣人，也是兩岸居民交流生活的重要橋樑。
【金箔打造.玉石切割商店街】參觀金箔製造廠及聞名於世的刺繡、雕刻及玉石工廠逛逛。
早餐：酒店內使用
午餐：雲傣 中華料理
晚餐：金鴨子 1 餐廳 中華料理
住宿：5★HILTON 或 MERCURE MANDALAY HILL RESORT 或同等

第八天

曼德勒 / 黑河(東芝) →賓德雅萬佛洞(PINDAYA) →茵萊湖(Inle Lake)

今日搭機飛往位於緬甸北部海拔 4700 多英尺的著名的山中大城，人稱高原山城，和曼德勒、浦甘一
樣是緬甸 7 大區之一的東芝，也是撣 Shan 邦省會。
【賓德雅萬佛洞 Pindaya Cave】在賓達雅小鎮，也叫千佛洞或蜘蛛精洞，原是蜘蛛精盤據之處，後
有僧人在洞內打坐修道並供奉許多佛像，目前洞內約有一萬 2 千多尊佛像。萬佛山放了上萬個大大小
小的菩薩雕像。洞內最有名的是會流汗的黑色佛像與敲起來會發出鐘聲的石筍（距離 Heho 機場約兩
小時車程）
【茵萊湖】安排搭乘當地特有的長尾船前往佔地寬約 9 英里、長約 14 英里的茵萊湖遊覽，途中百鳥
越頂、來往交錯，形成一幅美麗鄉村景觀，在此幸運的話還可看到少數民族於水上市場的交易情形(每
週一次)及全世界唯一單腳划船水上民族的特殊景象，保證讓您大呼不虛此行。在落日餘暉的伴隨下，
搭船前往今晚夜宿的湖上酒店，特殊的木造式建築，給您享受茵萊湖的寧靜與美麗的恬靜，本日晚餐
安排享用於酒店餐廳內享用，燭光蛙鳴伴隨著您，享受難得的優閒寧靜。
早餐：酒店內使用
午餐：MEMOTO 中華料理
晚餐：酒店餐廳內用 中華料理
住宿： 5★NOVOTEL 或 PRISTINE 或 SERENITY 或同級

第九天

天上仙境~茵萊湖→水上市場→靈貓寺→五佛寺廟→長頸族

【茵萊湖 Inle Lake】安排搭乘當地特有的長尾船前往佔地寬約 9 英里、長約 14 英里的【茵萊湖】
遊覽，途中百鳥越頂、來往交錯，形成一幅美麗鄉村景觀，在此幸運的話還可看到少數民族於【水上
市場】的交易情形(每週一次)及全世界唯一單腳划船水上民族的特殊景象，保證讓您大呼不虛此行。
【靈貓寺 Nga Phe Kyaung(Jumping Cat Monastery) 】寺裡和尚養了一群貓，這些貓都會表演跳圈
把戲，令人印象深刻。其實這座廟是以收藏眾多珍貴的佛像與佛塔著名，大殿中央就矗立 75 座佛塔，
令人印象深刻。(客人自己給小費後，請導遊去說才會跳，大約一場 5000 緬幣，現靈貓皆已年老，表
演以不定期)
【五佛寺廟 Phaung Daw Oo Pagoda】此廟為撣省南部最神聖的廟宇。內有供奉五尊神像，已被參拜
教徒用金薄紙貼滿而不清原形。據說在 1975 年繞境出巡時發生颶風，船翻覆後只尋獲四尊，而其未
尋獲的 神像居然神奇在寺廟中出現。
【長頸族】緬甸北部的少數民族-長頸族人，實地了解他們的生活情形與民俗
風情。在茵萊湖邊的小村中, 可順訪『長頸族』
，飯店老闆為招徠觀光客，而
由邊界深山處帶來供養的。擁有長脖子為最美原則，族中少女於 5 歲開始在
脖子在箝上 10 個小銅圈, 隨著歲數增長而往上加，直到 25 個為止。在此您
可和長頸族美女合影留念。(此項目由當地土產藝品珠寶店，提供免費欣賞）
早餐：酒店內使用
午餐：口福中華料理
晚餐：酒店餐廳內用 緬式風情晚餐
住宿： 5★NOVOTEL 或 PRISTINE 或 SERENITY 或同級

第十天

黑河(東芝) / 仰光→翁山市場→瑞德貢大金塔、佛教博物館→皇家湖

早餐後，返回黑河國內機場，搭乘國內線班機返回緬甸。
【翁山市場 Bogyoke Aung San Market】前英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之 Scott Market，仰光當地最大的
傳統開放市場，該處除了有專售工藝品、古董、寶石、玉器、傳統緬甸服飾等外，更是您尋寶探秘的
好地方，但是請注意購買珠寶、古董、寶石、玉器記得索取購物證明喔!!以免進出海關時有不必要的

麻煩唷。
PS.請旅客貴賓注意!!如有購買寶石、玉器、仿歷史文物等紀念商品等，切記需索取購物發票或證明
等文件，以便出入海關時檢查使用!!
【大金塔 Shwedagon Pagoda、佛教博物館】此塔建立於 2500 年前，高度近 100 公尺，是當今世界上
最高的佛塔。塔頂及外觀以六十六噸純金建造而成，頂上金質寶傘下有一直徑 27 公分的黃金鑽球，
鑲滿鑽石及各色珠寶多達七千於顆，塔週環立 68 座小塔圍擁著大塔而形成金色塔林。參觀位於塔內
擁有完整佛教歷史古物的『佛教歷史博物館』參觀已故高僧遺留下來的法器、舍粒子及佛經。稍後前
往大金塔街，瀏覽各式各樣的供佛器具。
【皇家湖 Royal Lake】遊覽仰光自然景觀所在『皇家湖』此湖為人工湖，當地風景之美，據說此地
也是情人談情說愛的佳去處，湖上建有國宴會場鴛鴦石龍船，造型優美特殊，是不可不去的觀光指標，
也是國宴聚餐的指標性去處。
早餐：酒店內使用
午餐： SAN SAW WIN 中華料理 晚餐：鴛鴦石龍船自助餐+民俗舞蹈晚宴秀
住宿：5★SULE SHANGARILA 或 LOTTE HOTEL 或同等

第十一天 仰光→蓬萊仙島水中佛寺→八角迷宮→樂伯幕尼佛寺(白玉佛寺) →班都
拉公園
【蓬萊仙島水中佛寺 Kuaktan Pagoda】此塔浮於伊洛瓦底江支流的仰光河面上，據緬甸習俗為了表
示對佛祖的尊敬上岸時請打赤腳，您可在此購買鮮花供奉佛祖，獻上您最誠心的敬意。參觀之餘並可
聆聽導遊詳細精湛解說水中佛教寺的由來及意義。其四周圍有野生的魚可餵食，這些碩大的魚對人不
會害怕，甚至可以在餵食中可接觸到牠們，此亦為奇景之一。
【八角迷宮(BOTATAUNG PAGIDA)】又名為波德通寶塔，此為古老的佛塔之ㄧ
位於仰光河畔的，於西元 1949 重建，採玻璃鏡面裝潢修飾，目眩神迷，塔內
有八卦型走廊，壁龕內供奉內有佛祖遺物(佛髮一根、舍利子兩顆)，值得一
訪究竟！
【樂伯幕尼佛寺(白玉佛寺)】此佛寺佛高 37 英尺、寬 24 英尺、厚 11 英尺，
此白玉原石係產於瓦城馬德雅山區，號稱世界最大的白玉原石，總重為 670 噸，2000 年 5 月從瓦城
運抵仰光，數十位工匠嘔心瀝血歷時 3 年多，方雕琢完成此一任務。
【班都拉公園 Mahabandoola Garden】 除了緬甸的國父翁山（Bogyoke Aung San）之外，緬甸還有
一位國家英雄班都拉（Bandoola）
，他因為平定阿薩姆（Assam）叛亂有功，被國王封為 Mahabandoola，
之後在英緬戰爭中，班都拉也發揮軍事長才數度重創英軍，贏得全國人的愛戴，但不幸在 1825 年的
激戰中中彈殉國。緬甸人為紀念他，便在仰光市區建了這座公園。班都拉公園中最重要的精神象徵便
是緬甸的獨立紀念碑，這座高大的方尖碑純白莊嚴，園內光木扶疏，氣氛悠閒。
早餐：飯店內使用早餐
午餐：富麗華餐廳 中華料理
晚餐：王府餐廳 中華料理
住宿：5★SULE SHANGARILA 或 LOTTE HOTEL 或同等

第十二天 仰光 / 桃園
本日，輕鬆於酒店內享用豐盛的早餐後，整理心情收拾行囊，專車前往仰光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
飛返國門，與團員們互道一聲珍重，帶滿滿豐富的記憶回到溫暖的家，結束此次的黃金假期-緬甸古
蹟之旅。
早餐：飯店內使用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景點順序或餐食安排，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有所變動時，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

緬甸簽證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護照效期需 6 個月以上）
2.兩吋彩色白底照片 1 張(請勿跟護照及身份證相同，衣服不可以純白色，頭到下巴長度需 3.2～3.6
公分)。
3.工作天數:約 10 天(不含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