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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觀音菩薩道場．三大禪林．六大顯聖處．深度五日
行程特色

每日行程

航班安排

下載行程

分享至

選擇出發日期

行程特色
普陀山是全國最著名最靈異的觀音道場，佛教聖地，寺院無論大小，都供奉觀音大士。可以說是“觀音之鄉”了。每逢農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分別是觀音菩薩誕
辰、出家、得道三大香會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煙繚繞，一派海天佛國景象。普陀山是東海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南北狹長，面積約12.5平方公里。島上風光旖旎，
洞幽岩奇，古刹琳宮，雲霧繚繞。普陀山與九華山、峨嵋山、五臺山合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而且又以山、水二美著稱的名山，普陀山這座海山，充分顯示著海和山的大自
然之美，山海相連，秀麗雄偉。

最深度的朝聖就在大吉藏樂
Ø 安排參訪普陀山三大禪林：普濟寺、法雨寺、慧濟寺
Ø 最殊聖六大顯聖地：梵音洞、潮音洞、觀音洞、紫竹林、不肯去觀音院、觀音古洞
Ø 傳說中觀音菩薩道場：洛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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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佛陀舍利所在地：阿育王寺
Ø 普陀山西天景區(觀音古洞、二龜聽法石、五十三參石、磐陀石、千年古樟、心字石)
Ø 特別安排：普陀山唯一肉身菩薩所在之處 - 古佛洞

大吉藏樂與眾不同的優質安排
Ø 大吉藏樂專屬素食朝聖團，特別安排素食餐廳，禮佛誠心素食者吃的安心
Ø 大吉藏樂安排距離最近的寧波櫟社機場進出，前往普陀山僅二個小時車程，相較上海、杭州進出，動輒4-5小時車程舟車勞頓，節省時間最輕鬆。
Ø 大吉藏樂安排華信航空，晚去晚回，朝聖時間足足四日成本大幅提高，相較於東方航空午去晚回，遊覽時間不到三天半匆匆忙忙，朝聖時間更充裕。
Ø 大吉藏樂非一般走馬看花觀光行程，安排普陀山島上住宿兩晚，並前往洛迦山深度朝聖。
Ø 洛迦山安排8點船搭~11點離島，相較其旅行社操作只停留2小時朝聖時間更充裕！
Ø 市場上普陀山朝聖低價團，多為島上住宿一晚或是上普陀山島遊覽半日~一日後離島，住宿於島外酒店。
(備註：島上住宿費用為島外3倍)
大吉藏樂嚴選行程、酒店、航班、餐廳，專業操作、專辦朝聖，只給朝聖者最好的規劃與品質，不打價格戰~口碑大受好評，歡迎有緣者一同見證。
大吉藏樂長年深耕普陀山享出團優勢，有別於其他旅行社16人方可成團，我們10人即可成團！
²²²²²²²²10人以下特別安排~Mini Tour²²²²²²²²

4~5人成團 NT.33900 一車一導遊 (團費包含小費)
6~7人成團 NT.32900 一車一導遊 (團費包含小費)
8~9人成團 NT.30900 一車一導遊 (團費包含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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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第1天
行程

台北桃園／寧波

說明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飛航班前往寧波。抵達後專車前往晚餐後入住酒店。寧波市位於浙江省東部，長江三角洲南翼，北臨杭州灣，西接紹興，
南靠台州，東北與舟山隔海相望，全市總面積9816平方公里。

用餐

早餐：N/A

住宿

寧波／準五星 歐華君亭酒店 或 伯豪華府 或同級

午餐：N/A

晚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第2天
行程

寧波／朱家尖碼頭—15分鐘船程--普陀山西天景區 (觀音古洞、二龜聽法石、五十三參石、磐陀石、千年古樟、心字石)／佛頂山慧濟寺(纜車上下)／法雨寺／
古佛洞／梵音洞

說明

早餐後搭船前往普陀山西天景區，【觀音古洞】在普陀山梅嶺西麓。洞似一大型石室，天然生成，洞內有
一石柱懸垂至地，洞上及洞周石壁雕有觀音像。洞旁建一庵，明萬曆年間為茅篷，清康熙年間成庵宇，道
光、光緒、宣統年間又陸續興建，1983年，大殿內普陀山觀音洞由浙江美術學院雕成觀音坐像一尊，目
光慈祥，妙相莊嚴。【二龜聽法石】位於磐陀石西，五十三參石下端的岩崖上。有兩石酷似海龜，一龜蹲
踞崖頂，回首顧盼，似有等候之意；另一龜緣石直上，昂首延頸，筋膜盡露，一副著急相。兩龜的形態極
為傳神，令遊人歎為觀止。相傳兩龜受龍王之命前來探聽觀音菩薩說法，只因聽得入了 迷，忘了歸期，
遂化身為石。也有傳說，兩龜原為一雌一雄，因塵緣未絕，在聽法時眉來眼去，顧盼傳情，所以被罰作石
龜，給修行不誠者作戒。前者傳得奇，後者傳得妙，各有千秋。【五十三參石】二龜聽法石上端，大者側
立百尺，小者相累若卵，縱橫拱峙，參差錯列，不僅生態各異，而且移步變形，令人有望而生岌岌可危之
感。是普陀山奇石最薈萃之處。【磐陀石】在普陀山梅嶺峰梅福庵西行不遠處，一片開闊的山頂平臺上，
有一對看似搖搖欲墜，實則穩如磐石的巨石——磐陀石，相傳這裡就是觀音大士的說法處。 【千年古
樟】在原來的普慧庵（也就是現在普陀山療養院）門外，有一顆樹齡逾千年的古樟樹，這就是普陀山聞名
的“千年古樟”。它歷經千年的滄桑變化，至今仍茂密蓊鬱，枝葉如蓋。如果你來到它的目前，就會發現它的枝幹上掛著許多紅色的條帶，原來這都是有心之
人為祈福而敬上的，如今，來普陀山的古樟下祈福，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和習俗，吸引著來自各地的有緣人。前殿廣場近崖邊的一排欄杆鐵鍊上，掛滿鏽跡
斑斑的同心鎖無數，似乎印證著永結同心、海枯石爛的決心，在古樟面前結鎖，則更顯虔誠。【心字石】心字石坐落在西天門下方，廣約300余平方米，圓
渾平滑，中鐫一巨大的“心”字，此字長5米，寬7米，周邊近50米，中心一點可容八九人同坐，整個字可容近百人打坐，真可謂“心懷博大”，為普陀山最大的
石刻文字。 【慧濟寺】與普濟寺、法雨寺鼎立，稱為普陀三大寺，寺處于高山之顛，幽深絕俗。 【法雨寺】為普陀三大寺之入山門依次升級，觀音殿又稱
九龍，九龍雕刻十分精緻生動。 【梵音洞】梵音洞歷來為普陀山的重要景觀。梵音洞與潮音洞南北相對，它和潮音洞的潮音，各俱特色，合稱為“兩洞潮
音”。在這裡有不少信徒有見到聖蹟。

用餐

早餐：酒店內使用

住宿

普陀山(島上)／準五星 普陀山莊 或 祿緣閣精品酒店 或同級

午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晚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第3天
行程

普陀山／8:00-11:00 洛迦山觀音大士修行地(搭船)／不肯去觀音院／潮音洞／紫竹林／南海觀音大像／觀音跳

說明

早餐後前往【洛迦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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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孤懸海中的一小島，遠看似一尊臥佛躺在蓮花洋上，面積
0.36平方公里。相傳為觀世音菩薩修行之地，有“不到洛迦，就不算完普陀”之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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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朝山禮佛者必兼謁是山。” 【不肯去觀音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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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竹林】在普陀山東南
部的梅檀嶺下，紫竹林旁有光明池，南有觀音眺，對岸可見洛迦山島。 【南海觀音立像】立像台座三層，總高33米，其中佛像18米，蓮台2米，台基13米，
台基面積為5500平方米。佛像頂現稱陀，妙狀慈祥，體現了觀音菩薩“慧眼視眾生，弘誓深如海”之法身。 【觀音跳】海石巨大扁平，危懸崖側，臨風而臥，
俗墜且止。相傳此石為觀音菩薩初開普陀山之弘法聖地，從洛迦山一躍而至時的借力之石；又說此石是菩薩眺望大海，反觀自身，修證圓通時所踏之石，故
又名“觀音眺海石”。今此石仍巔有菩薩足印沉陷石面，殊勝非常，為來普陀山信徒必朝觀音聖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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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

早餐：酒店內使用

住宿

普陀山(島上)／準五星 普陀山莊 或 祿緣閣精品酒店 或同級

午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晚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第4天
行程

說明

南天門／大乘庵／普濟寺／阿育王寺／天童禪寺(含電瓶車)／寧波
早餐後前往參觀【南天門】南天門在普陀山南的南山上，與短姑道頭平列。南天門孤懸入海，與本島一水
相隔，架有石橋，橋身似龍，名環龍橋。【大乘庵】是供奉釋迦牟尼的一所庵堂。卧佛殿正中的七彩繪釋
迦牟尼盤像，長7.6米，為全山第二尊佛像，神態端莊安詳。卧佛殿樓上為千佛樓。整體規模不大，但在
佛教界影響卻不小，尤以是東南亞為甚。【普濟寺】建於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是普陀山的主寺，寺
內規模宏大，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稱。三重爲主祀觀音的大圓通殿。殿內容千人而不覺擁擠，爲全
國圓通殿之冠。 【阿育王寺】是著名禪宗寺廟，南宋禪院五山之一，阿育王寺是中國國內現存唯一以印
度阿育王命名的古寺。阿育王寺內舍利殿藏有「釋迦牟尼真身舍利」。 阿育王寺在中國佛教史，中國佛
教交流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地位。【天童禪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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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餐

早餐：酒店內使用

住宿

寧波／準五星 歐華君亭酒店 或 伯豪華府 或同級

午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晚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第5天
行程

寧波／奉化／雪竇寺彌勒大佛／蔣氏故居～豐鎬房、小洋房、玉泰鹽鋪／台北桃園

說明

早餐後前往【雪竇寺彌勒佛道場】，彌勒大佛像高三十八米(興建費約台幣八億元)。中國人對彌勒佛情有
獨鍾，布袋和尚大肚和笑臉具有特別的親和力。彌勒佛是五代後梁時的奉化人布袋和尚法名契此，長于奉
化長汀村，號長汀子，出家後常在奉化各大寺院遊走，風景秀美的雪竇山是他常來常往之地。雪竇山千年
來香火興盛，在海內外影響也與日俱增。【蔣氏故居】位於奉化市溪口境內的蔣氏故居系群體建築，它包
括豐鎬房、小洋房、玉泰鹽鋪、文昌閣等。其中蔣氏父子祖居「豐鎬房」，大門、素居、報本堂、獨立小
樓系原有清代建築，其餘都系蔣氏1929年擴建。「文昌閣」初建于清雍正九年，因閣內供奉首奎星故又
名“奎閣”， 有“奎閣淩霄”之稱，是清代溪口十景之一。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後每到溪口，常在此小住，成
了他們的私人別墅。文昌閣一樓爲會客室，二樓是蔣介石、宋美齡的臥室和起居室，蔣經國舊居「小洋
房」爲三間二層樓房，建於1930年，由於結構小巧，所用建築材料水泥也稱爲“洋灰”，因而得名“小洋
房”。 「玉泰鹽鋪」是蔣介石祖父、父親開設的鹽鋪，乃蔣介石出生之地，現有樓房三間，平房三間，以
及廚房、廁所等附屬建築。大門爲石砌框架，門額上書“清廬”二字，大門西側界牆刻著蔣介石題寫的“玉泰
鹽鋪原址”六個大字。傍晚搭機回到台灣溫暖的家。

用餐

早餐：酒店內使用

住宿

溫暖的家

午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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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機上餐點

航班安排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到達機場

到達時間

華信航空

A E989

桃園TPE

16：10

寧波NGB

18：00

華信航空

AE 990

寧波NGB

19：00

桃園TPE

20：45

其他說明
團費包含：
1. 交 通 : 豪華客機經濟艙來回機票、機場稅、附加燃料費。
2. 餐 膳 : 旅行表中所列之餐食費
3. 住 宿 : 觀光大飯店住宿費用(二人一室)
4. 遊 覽 : 旅遊交通車輛、景區門票、旅遊票卷費用。
5. 保 險 : 旅遊責任險：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500萬+ 20萬醫療險。
依規定14歲以下(未滿)、70歲以上(滿)，最高投保金額NT$200萬元+20萬元
6. 其 他 : 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

團費不包含：
1. 司機、領隊、導遊小費每日200元
2. 桃園機場來回接送、床頭、行李小費
3. 新申辦護照1400元、新申辦臺胞證1600

注意事項：
》訂金每席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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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行程皆需隨團進出，團體旅遊法定成團人數為當團滿10位以上始出發！
》報名時請先自行確認護照之有效期限在本行程回國日起算六個月以上，
》申辦新護照者，護照申辦為四個半工作天(不含假日)，簽證工作天依各國家簽證規定發給。
》經報名後，本公司會請業務專員將於報名24小時內與您聯絡並洽談相關事宜及收取訂金。
》報名刷卡繳交訂金或團費後，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產生效力，若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書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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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專線：02-2563-1880

聯朋旅行社 交觀甲6354 品保北1356

傳真專線：02-2563-1882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99號5樓之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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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service@mastertour.top

TE L: 02-2563-1880 FA X : 02-2563-1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