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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雲岡石窟．秘魔岩．深度禮佛八日
行程特色

每日行程

航班安排

下載行程

分享至

關團

行程特色
五臺山又稱“金五台”，位於山西省忻州市五台縣境內，居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傳說是佛教中文殊菩薩的修行地。作為中國佛教寺廟建築最早的建造地之一，坐落於其間
的大孚靈鷲寺與洛陽白馬寺同為中國最早的寺院。自東漢永平年間起，五臺山內歷代修造的寺廟鱗次櫛比，據傳擁有寺廟128座，現存寺院共47處，其中台內39處，台外8
處，多為敕建寺院，數朝皇帝都曾前來參拜。著名的有：顯通寺、塔院寺、菩薩頂、南山寺、黛螺頂、廣濟寺、萬佛閣等。

五臺山並非一座山，它由五座山峰環抱而成。五座山峰的頂端平坦寬闊，好象土砌的平臺，分別稱為東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東台望海峰、南台錦繡峰、中台翠岩
峰、西台掛月峰、北台葉鬥峰），合稱“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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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山是中國唯一一個青廟（漢傳佛教）、黃廟（藏傳佛教）共存的佛教道場，漢、蒙、藏等民族在此和諧共處。青廟亦稱和尚廟，僧侶大都為漢族，一般穿青灰色僧衣，
稱青衣僧，五臺山大部分寺院屬於青廟，青廟中又有十方廟和子孫廟之分。黃廟亦稱喇嘛廟，屬於藏傳佛教。五臺山藏傳佛教均屬宗喀巴大師創立的格魯派，信教喇嘛均穿
黃衣，戴黃帽，稱黃衣僧。五臺山現有黃廟8處，即菩薩頂、羅睺寺、廣仁寺、萬佛閣、鎮海寺、廣化寺、觀音洞、上善財洞。

五臺山必去經典朝聖地點全覽：
☆

獨家安排秘魔岩：清涼山誌雲 不至秘魔岩 五臺山等於只到一半

☆

台懷鎮五大禪處：顯通寺、塔院寺、菩薩頂、殊像寺、羅喉羅寺

☆

特別安排西來寺，取八功德水

☆

五台安排小車登頂：東台望海峰、北台葉鬥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掛月峰、南台錦繡峰

☆

安排朝拜三大顯聖處：金剛窟、佛母洞、觀音洞

☆

參觀中國四大石窟之一：雲崗石窟

☆

佛教建築史上的明珠：懸空寺

大吉藏樂專業貼心的安排
☆

全程安排可口特色素食餐廳，讓您吃的安心

☆

全程安排準五星住宿

☆

全程安排優秀有經驗的導遊，讓您滿載而歸

☆

大吉藏樂專屬素食朝聖團，禮佛誠心素食者吃的方便

每日行程
第1天
行程

臺北桃園 /太原/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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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太原】專車經由八達嶺高速路前往【大同】(約400公里)，大同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歷代的軍事重鎮，是兵家必爭
之地。大同旅遊區也是山西省最豐富多彩的旅遊區之一。抵達後，享受風味晚餐，前往入住酒店休憩

用餐

早餐：機上享用

住宿

大同／準五星 金地豪生大酒店 或同級

午餐：機上餐點

晚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第2天
行程

大同／ 雲崗石窟(含電瓶車)、九龍壁-2.5小時-恆山懸空寺(含登臨費) /五臺山
【雲崗石窟】中國“石窟三聖”之一，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齊名，始建於1500年前，石雕造像
51000餘尊，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被譽為“東方石窟藝術寶庫”。 【懸空寺】參觀，被譽為恒山第一奇觀，
始建於北魏後期，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懸空寺建在恒山天險金龍峽口的懸崖峭壁上上接雲端，下
探深谷，大有淩空欲飛之勢。

說明

用餐

早餐：酒店內享用

住宿

五臺山／準五星 花卉山莊 (五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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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臺山 / 東台望海峰、北台葉鬥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掛月峰、南台錦繡峰/金閣寺

說明

【東台望海峰】位於台懷鎮東10公里，海拔2795米，夏日天氣晴好時，黎明登臨其上，可見雲海盡頭的
紅日噴薄而出。詩人趙朴初曾即景詠詞：東台頂，盛夏尚披裘，天著霞衣迎日出，峰騰雲海作舟浮，朝氣
滿神州。 【北台葉鬥峰】以驚險取勝，位於台懷鎮以北5公里，海拔高度為3058米，是五臺山中之最高
峰，也是華北地區最高峰。台頂氣候異常寒冷，通常9月見雪，4月解凍， 【中台翠岩峰】，翠岩峰位於
台懷鎮西北10公里，海拔2894米，台頂平廣，面積200餘畝。台頂巨石累累，即所謂“龍翻石”。中台頂氣
候嚴寒，變化多端，五台氣象站就建在中台頂上。 【西台掛月峰】，海拔2773米，台頂平如掌。每當明
月高照，山泉潺潺，頗有詩情畫意的境界，月墜峰巔之際，恰如懸鏡。台頂有座石砌的法雷寺，供獅子文
殊。 【南台錦繡峰】位於台懷鎮南12公里，海拔2485米。台頂像倒立的藻瓶，周圍一裡，細花雜草佈滿
了整個山巒，猶如綠色的地毯。 【金閣寺】位於中國山西五臺山的南台之北、中台之南。漢傳佛教密宗
祖庭，不空法師創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之一。金閣寺前院中供奉觀音銅像，為五臺山最高大的
佛像[2]。其為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所鑄，民國時期由薄泥貼金始為金佛。觀音銅像兩側為文殊菩
薩和普賢菩薩像。後院立有大雄寶殿，內供釋迦牟尼佛、藥師佛和阿彌陀佛，兩旁有十八羅漢[3]。金閣
寺各殿中塑像共有千餘尊，為五臺山佛教塑像最多寺院。

用餐

早餐：酒店內享用

住宿

五臺山／準五星 花卉山莊 (五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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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臺山 / 台懷鎮寺廟群：菩薩頂、顯通寺、塔院寺、羅睺寺、殊像寺、萬佛閣/ 黛螺頂(纜車上下)

說明

【顯通寺】為中國最早的寺廟之一，也是五臺山歷史最久遠、占地最大、影響最廣的寺廟。 【塔院寺】寺內釋迦牟尼舍利塔高聳雲霄，塔刹、露盤、寶瓶皆
為銅鑄，塔腰及露盤四周各懸風鈴，共252枚，微風吹過，叮噹作響，極富古刹情趣。 【羅睺寺】，寺內最吸引人的景觀— 花開現佛，殿中央的木制彩繪大
蓮花會徐徐綻開，露出藏在裏面的四尊阿彌陀佛像。此寺在蒙古臟傳佛教徒心中有無比崇高地位。 【萬佛閣】俗稱五爺廟是五臺山當地香火最旺盛的寺廟。
萬佛閣創建於明代重修於清代，現時殿宇多為清代所建。坐東向西的文殊殿係明萬曆四十四年創建，面寬三間，分上下兩層，三簷歇山頂，簷建繁複，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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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勾連，堅固牢實，裝飾性很強，五臺山殿建中別具一格。 【黛螺頂】位於台懷中心寺廟群以東的陡
峭山脊上，始建于明成化年間，明萬曆年間和清康熙、乾隆年間都曾重修。黛螺頂上的寺院內有五臺山5
座台頂的5種文殊菩薩法像，到這裏，可以一次性朝拜5尊文殊菩薩。分別為孺童文殊、無垢文殊、智慧
文殊、聰明文殊、獅子吼文殊 【菩薩頂】乃五臺山五大禪處之一，清室皇帝朝山所居之行宮，五臺山黃
廟領袖寺，建築之華麗居山中諸寺之冠。 【殊像寺】五臺山五大禪處之一，文殊菩薩的主廟，蕎面頭文
殊塑像及懸塑五百羅漢渡海圖全國聞名。

用餐

早餐：酒店內享用

住宿

五臺山／準五星 花卉山莊 (五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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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臺山 / 秘摩岩 / 清涼寺
【秘摩岩】清涼山至有雲，不至秘摩岩，等於沒有來過五臺山，秘摩岩小路崎嶇蜿蜒甚像一條龍躺在深獲
山谷中，爬到頂端，你會發現前人記載的顯聖之處，虔誠禮拜，不少信徒宣稱看到文殊菩賽顯聖。 【清
涼寺】，此寺自北魏創建以來即受到各任皇帝的重視，在此寺中有許多珍貴的文物，以及珍貴的文殊勝
跡，一是清涼石，二是清涼泉，三是古清涼，非常值得一看。

說明

用餐

早餐：酒店內享用

住宿

五臺山／準五星 花卉山莊 (五星樓) 或同級

午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晚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第6天
行程

五臺山 / 佛母洞 /文殊金剛洞 / 觀音洞

說明

【金剛窟】，金剛窟，是佛與佛子的密壇。迦葉佛時，羅薩王將金銀寫成的三藏顯密經續以自己身上的寶
貝裝飾後伏藏於此。以後印度的持明大成就者佛護尊者（中觀應成派初祖）在此虹化。 【觀音洞】相傳
這裡是五臺山惟一一個觀音菩薩顯聖之處，因此此地香火鼎盛，香客絡繹不絕 【佛母洞】，佛母洞又名
千佛洞，千佛洞分內外兩洞，外洞大而明，內洞小而幽，中間有一個扁圓形孔穴相通。內洞的洞壁上山岩
經水溶化，呈葫蘆形狀，後人稱為母腹。佛教宣揚進入小洞就是投胎佛母，受其恩育，複出小洞就是洗掉
人生一切煩惱，獲得無上歡樂幸福。
*佛母洞由於排隊人潮眾多費時長清晨前往相當辛苦，請斟酌自身情況參加，不前往退費100RMB。
*金剛窟為管制區域，若當日不開放參觀現場退回門票費用20RMB

用餐

早餐：酒店內享用

住宿

五臺山／準五星 花卉山莊 (五星樓) 或同級

午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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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第7天
行程

五臺山 / 南山寺/ 壽寧寺 / 碧山寺/ 八功德水西來寺/ 太原

說明

【壽寧寺】始建於唐貞觀時期，初名集虛觀，後毀。明代重建為雷神廟。該寺坐西向東，呈復合四合院佈
局，依山而建，總占地面積940.95平方公尺。中軸線上建築依次為天王殿（前殿）、大雄殿（正殿）、觀
音殿（後殿）。明崇禎壬申年（1632）邑人宋興祖（大理寺正卿）捐資新建觀音殿。清乾隆壬申年
（1752）修建大雄寶殿。清道光十年（1830）修建天王殿。 【西來寺】五臺山八功德水西來寺是一座具
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的千年古刹，位於我國著名的佛教聖地五臺山西台的北側。距西台只有三裡，海拔二
千五百米。神聖的八功德水全世界只有兩處，一處在印度一處就在五臺山，此水可以說是人間聖水了具有
消災增慧神奇而不可思議。按佛經，八功德水。一澄清，異此方混濁。二清泠，異寒熱。三甘美，異鹹淡
劣味。四輕軟，異沉重。五潤澤，異臭腐褪色。六安和，異急暴。七除饑渴，異生冷。八長養諸根，異損
壞諸根，及沴戾增病沒溺等。 【碧山寺】又名廣濟茅蓬、普濟寺、護國寺、北山寺，位於山西五台山，
漢傳佛教著名的十方禪寺，碧山寺為典型漢傳佛教寺院，中軸線上依次為天王殿、雷音寶殿、戒壇殿、藏
經殿。 【南山寺】始建於元朝，整個寺院共7層，下三層名為極樂寺，中間一層名為善德堂，上三層稱作
佑國寺。寺內的石雕和泥塑內容包括佛教傳說、道教典故以及林木花草等圖案，堪稱五台山一絕。站在佑
國寺最高層可以遠眺五台山的其他四台。

用餐

早餐：酒店內享用

住宿

太原／準五星 龍城國際酒店 或同級

午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晚餐：中式素食合菜50 RMB

第8天
行程

太原 / 雙塔寺、醋文化園區 / 臺北桃園

說明

【雙塔寺】雙塔寺又名永祚寺，位於太原東南郝莊村南之向山腳畔，創建於明萬歷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是一位名叫佛登的高僧奉皇帝之旨修建的。因
寺內雙塔高聳，故俗稱雙塔寺。它坐南朝北，依山構築，居高臨下而視野開闊。 雙塔寺現存主要建築均為磚構，由前院、後院、塔院三部分組成。塔院現存
雙塔、過殿和後殿。後院現存大雄寶殿、三聖閣、排堂、方丈等建築。寺內大雄寶殿及東西配殿皆系無量殿形制，以青磚雕仿木結構建造。前院牡丹滿園，
被稱為太原的“小洛陽”， 有明代所植的名貴牡丹，稱作“紫霞仙”。每到開花季節，花色鮮艷，花香馥郁。 【醋文化園區】是山西省第一家動態展示陳醋生產
工藝流程以及老陳醋歷史文化內涵的博物館。醋園收集了我國西漢以來各種釀醋器具和700個醋療藥方，原生態展示了古法釀造老陳醋的場景。 午餐後搭專
車前往機場，由專人辦理離境手續，搭機返回桃園機場，回到甜蜜的家。

用餐

早餐：酒店內享用

住宿

溫暖的家

午餐：中式素宴50 RMB

晚餐：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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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航空

BR726

桃園TPE

09：20

太原TYN

12：40

長榮航空

BR725

太原TYN

13：40

桃園TPE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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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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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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注意事項：
》訂金每席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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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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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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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