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氣山西五臺山懸空寺雲岡石窟平遙古城超值八天 
(無購物、無自費) 

【航空公司】：搭乘【中國東方航空】 
【出發日期】：7/25、8/15、12/12、12/26 
《參考航班》桃園太原     MU5012   1225/1545   
《參考航班》太原桃園     MU5011   0830/1125 

 

【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五座山峰分別供奉文殊菩薩的不同化身：東台望海峰供奉聰明文殊，西台挂

月峰供奉獅子文殊，南台錦繡峰供奉智慧文殊，北台葉斗峰供奉無垢文殊，中台翠石峰供奉孺者文殊。 

 

【懸空寺】距今巳 1400 年，全寺為木質框架式結構，有殿琮樓閣 40 間，在陡崖上鑿洞插懸梁為基，樓

閣間以棧道相通，寺不大，但巧奪天工，也頗為壯觀。飛架棧道，曲折迂回，三層迭起，猶如掛在懸崖

峭壁上，號稱恒山第一奇觀。 

 

【雲崗石窟】中國佛教三大石窟首席代表，始鑿于北魏年間，因其高處名雲岡，故取名雲岡石窟。雲岡

石窟是與敦煌的莫高窟、洛陽的龍門石窟、甘肅的麥積山石窟齊名的中國四大石窟之一。雲岡石窟共有

大小洞窟 53 個，石雕造像 50000 餘尊，被聯合國列為<人類共同遺產>。 

 

【平遙古城+電瓶車進出城】其【古城牆】，是中國四大古城牆之一，城樓、角樓雄偉壯觀，全城民居及

市井店鋪保存良好，仿若時光倒流返回明清時代。 

 



【餐食安排】 

早餐酒店內、午、晚餐-8 菜一湯+(2 瓶啤酒+1 瓶可樂)及各地特殊風味餐【最低餐標 40】。 

【住宿安排】 

太原【維也納酒店】 

 

維也納酒店（太原府西街店）閒時可散步遊覽汾河公園，信步可達山西博物院、柳巷購物商圈和萬達廣

場商圈。驅車 10 分鐘可達太原火車站，25 分鐘可達高鐵南站，30 分鐘可達太原武宿國際機場、晉祠攬

勝。地理位置優越，交通極其便利。2011 年開業  2017 年裝修  191 間房 

五台山【中垠大酒店】： 

 

五臺山中垠酒店位於五臺山風景區台懷鎮旁，距離黛螺頂、五爺廟、塔院寺等著名景點約 3 分鐘車程。

酒店客房整潔舒適，設施完善；還有餐廳、商品部等，服務周到。2011 年開業  2017 年裝修  106 間

房 

大同【錦江都城酒店】 

 

地處大同市城區東信廣場商業區。周圍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店內設施完備。裝修豪華，房間佈置溫馨

給賓客賓至如歸的感受。2018 年開業，房間數量（間）：105。 

平遙【平遙會館】 

 



位於古城四大街之一城隍廟街繁華地段，集旅遊休閒、食宿、演藝、商務於一體，令您驚喜感受當年晉

商生活的典雅與奢華。客棧的位置優越，車輛直達、交通便捷。共計三百餘間客房；分設為民俗五星、

四星、三星和豪華套房。會館內並設演藝廳、宴會廳、雅間、棋牌室。2012 年開業、  2014 年裝修、

房間數量（間）：  230。 

 

【行程特色】全程無購物、無自費。獨家贈送山西養生八寶福袋、每日一瓶礦泉水。 

                                                   ※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導遊會在車上販售土特產，敬請參考選購。 
第一天 桃園太原長風商務區車遊汾河公園 
今天集合於國際機場，由專人為您辦理登機手續，隨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山西省會太原。太原為山西
省-省會，有“龍城寶地”之譽，是一座文化底蘊深厚的歷史文化名城，建城已達 2500 多年，自然山水
與歷史文物薈萃。太原是中原的北大門，更是兵家必爭之地，有無數歷史遺跡。既有被歲月重新雕琢的
古老石窟，也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各種寺院。專車前往參觀【長風商務區】2009 年，太原市提出建設具

有區域影響力的國際化大都市，長風文化商務區應時而建，建築面積為 282．75 萬平方米。短短七年，
利用晉陽湖、城南濱東沿岸的區位優勢，以長風街為主的交通樞紐全部打通，帶動周邊的地產圈、經濟
圈的產業價值更是不言而喻。區域內集中了金融、貿易、服務、展覽、諮詢等多種重要城市職能，是城
市商業商務交流的重要平台，市民一個重要的休閒活動場所。【車遊汾河公園】汾河公園是在汾河太原城
區段內經過水利治理和綠化美化後而形成的濱水公園，總長超過 18 公里。公園呈狹長型，一側是公路，
一側是清澈的汾河水。公園內種植了大量的樹木，並用石子圍出了片片綠茵茵的草地，形成了一個沿汾
河的綠色生態長廊。汾河公園北起柴村橋北側，南至祥雲橋南側。太原人以水為墨、以綠為彩，繪就了

一幅新的汾河畫卷，建造了具有北方園林風格和汾河地域文化特色的濱水園。在這裡可以欣賞到著名的
汾河晚渡，當夕陽斜照、紅霞滿天，河面浮光耀金，舟行景隨，遊人泛舟其間或憑欄遠眺，如畫勝境，
可一覽無餘。晉汾古韻是以紀念治汾始祖台駘為主題的紀念性廣場。汾神台駘雕像高踞於廣場中心的基

座上，周圍噴泉和花壇環繞，莊重中不失活潑。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西域風味餐(餐 40) 

住宿：維也納酒店 或同級 準 ★★★★ 

 
第二天  太原(4H) 大同【廣武古城、遠觀漢墓群、善化寺（週一閉館）】 
【舊廣武城】坐落於雁門關下白草口處，廣武漢墓群南側，是山西省現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也是我國
現存最完整的一座遼代古城。據《遼史》記載，舊廣武城始建於遼、金，為雁門關之山前防禦據點。如
今城內還保存有明清時期修建的古城牆。城牆高 7.35 米，下寬 5 米，頂寬 3.4 米，外表全部磚砌，石條
作基。最上沿矮牆置垛口、望洞和射孔。城牆東、南、西三面設城門，不置北門。登上城樓可以望見遠
山上的廣武古長城。城內有的街道上還留有當年馬車駛過留下的凹痕。城內聳立著兩株挺拔茂盛的古柏
樹，據考證古柏樹已有 800 餘年的歷史，兩香柏一雌一雄，相距 4 米，在國內也屬罕見。 

【遠觀漢墓群】廣武漢墓群在朔州市山陰縣西南，舊廣武與新廣武城之北，共有 288 座。整個墓群南
依群山，北連朔州平川，從南向北俯瞰，由高到低，大小不一的封土堆星羅棋佈。最高封土十多米，最
低的也有三米多。其規模之大、數量之多為全國之首，1988 年被列為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並在漢
墓群南端修建了廣武漢墓群保管所。現在廣武墓群雖然未發掘，但從墓群西北端被水沖塌的四座墓室
看，為磚室墓，出土的文物有陶壺、陶罐、陶缽、陶奩及五銖錢等，從墓的形狀和出土文物考證：當為
東漢時期。 
【善化寺】位於山西大同南隅。俗稱南寺。創建於唐開元年間（713～741），原稱開元寺，五代晉初改
稱大普恩寺。後遇遼保大之亂，寺中建築大半毀於兵火。至金大定年間（1161～1189），圓滿和尚重修，
共修復三大殿、東西兩殿、羅漢堂、文殊閣、普賢殿、前殿、山門等八十餘間。明正統十年（1445），



大用和尚奏請藏經，又加整修，改名善化寺。本寺正殿大雄寶殿為遼代遺物，由殿內中央五間佛壇上之
五方佛及二十四諸天塑像手法觀之，可推定亦為遼、金時代遺物。山門為金代天會、皇統年間（1123
～1148）所建，山門左右各塑二天王像，門內東北側有金大定十六年重修大普恩寺之碑記。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雁北風味(餐標 40) 晚餐：大同火鍋(餐標 40) 

住宿：錦江都城酒店 或同級 準 ★★★★ 

 
第三天  大同【雲岡石窟(含電瓶車) 、九龍壁、大同博物館】 
中國佛教三大石窟首席代表【雲崗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 16 公里處武周山南麓，始鑿于北魏年間，因
其高處名雲岡，故取名雲岡石窟。雲岡石窟是與敦煌的莫高窟、洛陽的龍門石窟、甘肅的麥積山石窟齊
名的中國四大石窟之一。雲岡石窟共有大小洞窟 53 個，石雕造像 50000 餘尊，被聯合國列為<人類共
同遺產>。其中第二十窟前的露天大佛（釋迦牟尼坐像）是雲岡石窟中的代表作，高約 14 米，臉部線條
柔和，雙目有神，是我國古代雕塑中的精品。專車前往渾源縣。 
【九龍壁】位於山西省大同市和陽街，建於明洪武年間，原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的代王府的照
壁。大同九龍壁是中國現存九龍壁中建築年代最早、最大的一座，比北京故宮和北海的九龍壁早三百餘

年，大小約是北海的九龍壁的兩倍。大同九龍壁於 2001 年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同有「龍壁
之城」的美稱。 
【大同市博物館】是一座地標性綜合博物館，隸屬於大同市文物局。現有館藏文物七萬餘件，是晉北地
區最大的博物館，為國家二級博物館。大同市博物館是由中國著名建築設計大師崔愷先生設計。整個建
築設計力圖通過對異型建築空間的升騰動態進行典型刻畫，將大同的歷史文化融入其中，大膽吸收大同
自然地貌——大同火山群、龍壁文化和雲岡石窟空間演化的文化元素。建築造型宛若行將騰飛的巨龍，
昭示著龍城大同，合博大精深之文化，呈龍騰虎躍之勝勢。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晚餐：大同風味(餐標 40) 

住宿：錦江都城酒店 或同級 準 ★★★★ 

 

第四天  大同(1H)渾源【外觀應縣木塔、懸空寺(不含登臨費)】(3H) 五臺山 
【外觀應縣木塔】釋迦木塔位於應縣城內西北佛宮寺內，俗稱應縣木塔。建於西元 1056 年，至西元 1195
年增修完畢。是我國現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構塔式建築。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懸空寺】（不含登臨費）位於北嶽恒山腳下的金龍峽，距大同市約 70 公里，北魏了然和尚所建，距今
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此寺是恆山十八景之首，依山而建，鬼斧神工於金龍峽內西岩峭壁上，寺廟建
築皆為木結構，巧妙的利用力學原理，好似懸掛半空中，驚險萬分，譽為”天下巨觀”。 
【五臺山景區】五台山位於忻州市五台縣境內，五座頂如平台的山峰相簇擁，風光秀美，是著名的避暑
勝地。此外，這裡也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寺院林立，位列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由於是中國唯一的黃
廟（藏傳）青廟（漢傳）共存的道場，在五台山不僅能看到漢傳的僧人，也能看到藏傳的喇嘛。  
如果把五根手指看作聳立的「五台」，那麼掌心處便是台懷鎮。台懷鎮是五台山景區的地理中心和食宿大



本營，絕大多數寺廟也都集中在這裡，是遊客的必到之處。遊玩五台山一般吃住在台懷鎮，行程三天最
合適，時間不趕，也基本可以把主要的寺廟都看完。來到五台山必做兩件事，一是去各大寺院禮佛祈福，
二是朝拜五台（大朝台）。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晚餐：五台風味(餐標 40) 

住宿：中垠大酒店 或同級 準 ★★★★ 

 或同級 準 ★★★★  
第五天  五臺山景區【菩薩頂、塔院寺、顯通寺、萬佛閣、殊像寺、龍泉寺、黛螺頂(步行上下大智路】 
【五台山】是文殊菩薩道場，五座山峰分別供奉文殊菩薩的不同化身：東台望海峰供奉聰明文殊，西台
挂月峰供奉獅子文殊，南台錦繡峰供奉智慧文殊，北台葉斗峰供奉無垢文殊，中台翠石峰供奉孺者文殊。 
首先前往【菩薩頂】在五台山靈鷲峰上，相傳菩薩頂為文殊居處，故又名真容院，亦稱文殊寺。創建于
北魏，歷代重修，明永樂以后，蒙藏教徒進駐五台山，大喇嘛居于菩薩頂，于是菩薩頂成了五台山黃廟
之首。這里也是每年農歷六月初四到六月十五的黃教法會主場地，可以看到喇嘛們“鎮魔”的盛況。繼
前往【塔院寺】內有五台山的標志性建筑──大白塔，塔高約 50 米，通體潔白，塔頂上懸有兩百多個銅
鈴，聲音清脆悅耳。在白塔的東邊還有一座小白塔，相傳此塔內藏有文殊菩薩顯聖時遺留的金發，所以
又稱文殊發塔。 

隨後前往【顯通寺】該寺位于五台山中心區、菩薩頂腳下。也是五台山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一座寺
院，俗稱“祖寺”。全寺占地面積 43700 平方米，現有大小房屋 400 多間，大多為明、清時期的建筑。
它和洛陽的白馬寺同為中國最早的寺廟。 
而後前往【萬佛閣】位于塔院寺山門石階東側，是塔院寺的屬廟。萬佛閣的主要建筑有文殊殿、五龍王
殿和古戲台。文殊殿是一座坐東朝西的兩層建筑，殿內下層供著文殊、普賢、觀音三位菩薩像，上層殿
內所供為地藏王菩薩，大殿的左、右、后三面牆壁上有無數的木制小格，格內是小巧的泥塑貼金佛像，
萬佛閣之名亦是由此而來。 
隨後前往【殊像寺】五臺山禪院林立歷史悠久，五臺山最重要的一座就是殊像寺，殊像寺被認為是文殊
菩薩在五臺山的正宗祖庭，該寺創建於元代，於明代弘治年間和萬曆年間重修，與顯通寺、塔院寺、菩
薩頂、羅睺山共成為五臺山五大禪處，此處又稱為五臺山青廟（寺院分為青廟和黃廟兩種，青廟住和尚，

黃廟住喇嘛）。 
隨後前往【龍泉寺】坐落於五台山台懷鎮南 5 公里處小車溝村九龍崗山腰。相傳，昔有九龍作惡，文殊
菩薩將其壓在山下，清澈的水底可見九條小龍的影子，寺因此而得名寺。清末民國初年又重建，現存建
築多屬民國初年建築。 
【黛螺頂（寺）】，位於台懷鎮中心寺廟群區以東，位於陡峭的半山脊黛螺頂上。黛螺頂（寺）也是人們
通常所說的「小朝台」。前往黛螺頂可以選擇一條叫「大智路」的台階路，一共有 1080 級台階，全長約
500 公尺，信眾們相信，這是條通往智慧的道路，走過這條道路的人都能聰明，能增長智慧。沿著台階
路登頂之後，就看到了黛螺頂的牌樓、石獅和山門了。黛螺頂（寺）的中軸線上由西向東依次有天王殿、
旃檁殿（站壇殿）、五文殊殿和大雄寶殿。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晚餐：佛國素齋(餐標 40) 

住宿：中垠大酒店 或同級 準 ★★★★ 



 
第六天  五臺山(5H)平遙【崇善寺、山西省博物院（週一閉館）】 
【崇善寺】位於太原東部的上官巷內，和省博物館只有一路之隔，門前是一條頗為安靜的小巷。該寺始

建于隋末唐初，最初本是隋煬帝楊廣的行宮，明代洪武十四年（西元 1381 年），明太祖朱元璋第三子朱
棡為紀念其母后馬皇后，在原寺基礎上進行了擴建。擴建後的寺廟規模頗為龐大，外觀也極顯赫。清代
同治三年（西元 1864 年），崇善寺毀於一場大火，現僅存大悲殿、山門、鐘樓和東西廂房。 
【山西博物院】位於太原市秀美的汾河西畔，占地 168 畝，建築面積 5.1 萬平方米，總投資近 4 億元人
民幣，是目前國內屈指可數的大型現代化、綜合性博物館之一，為國家“九五”重點建設工程，也是山
西省建國以來投資規模最大的文化基礎設施。博物院建築群由主館與四角輔樓組成。主館造型如鬥似鼎，
四翼舒展，象徵著豐收富足與安定吉祥，並以現代技術手段詮釋了古人對建築“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的
審美取向。為山西省最大的文物收藏、保護、研究和展示中心，山西博物院薈萃了全省文物精華，珍貴
藏品約 40 萬件。其中新石器時代陶寺遺址文物、商代方國文物、兩周時期晉及三晉文物、北朝文物、
石刻造像、山西地方陶瓷、金元戲曲文物、明清晉商文物等頗具特色。此外，我院的圖書館占地面積 1000

多平方米，基礎設備、設施完備，管理制度完善，院藏圖書計 16 萬餘冊，古籍 11 萬餘冊，其中善本
888 函、5043 冊。最近還被文化部社會文化司圖書館處評為“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山西博物院
的基本陳列以“晉魂”為主題，由文明搖籃、夏商蹤跡、晉國霸業、民族熔爐、佛風遺韻、戲曲故鄉、
明清晉商等 7 個歷史文化專題和土木華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圓世界、瓷苑藝葩等 5 個藝術專題
構成。它緊緊抓住山西歷史文化長河中的“亮點”重點展示，並打破傳統陳列模式，以物代史，史物結
合，形成了具有鮮明個性，廣受讚譽的陳列風格。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晚餐：靈石風味(餐標 40) 

住宿：平遙會館四星房 或同級  ★★★★ 
 

第七天  平遙【平遙古城+電瓶車進出城、古城牆、日升昌票號、古縣衙、明清街、鏢局、文廟、明清

街】(1.5H)太原【寶源老醋坊】 
前往遊覽被聯合國列為人類共同遺產的【平遙古城+電瓶車進出城】，其【古城牆】，是中國四大古城牆
之一，城樓、角樓雄偉壯觀，全城民居及市井店鋪保存良好，仿若時光倒流返回明清時代。平遙早期便
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商業重鎮，為了方便商人與貨品的進出，特別規劃為東西各兩座．南北各一座的６道
城門，每道城門還包括兩道交錯的小門，兩門之間空著露天的天井，形似一個大甕，因此稱為甕城。遊
客可以沿著掛滿旌旗的【登城馬道】拾級而上，慢慢體會個中奧妙。【日升昌票號】便是坐落於西大街上，
1823 年創立的曰升昌，在 1995 年改成中國票號博物館，館內將清代票號的形成、發展與原始的票號模
樣，原汁原味的呈現在遊客面前。平遙城的街道佈局，嚴謹方正，兩兩對稱，【東城隍、西縣衙】、【南觀
音、北關帝】。【左文廟、右武廟】，【東道觀、西佛寺】，因此要玩樂這座名城並不困難，只要把握【南大
街、西大街、北大街與東大街】這 4 條主要幹道，便能在城內暢行無阻、玩樂一整天。隨後前往【古縣

衙】縣衙分左中右三路，中軸線上從南向北依次為衙門、儀門、牌坊、大堂、宅門、二堂、內宅等，並
向外一直延伸到南橫街上。現在縣衙的大堂等建築正在複修中，我們所能看到的僅為二堂、內宅及二堂
右側的耳房等，這些院落仍基本保存了明清衙門的特征，氣勢莊嚴。南大街俗稱【明清街】，是平遙最熱
鬧的街道。各種古玩鋪、紀念品鋪，這裏幾乎都找得到。 
【寶源老醋坊】。清徐縣是山西老陳醋的發源地，被稱為“中國醋都”。寶源老醋坊採用明清建築風格，
青磚、灰瓦、古木雕刻，完全還原明清醋坊老陳醋生產工藝，釀醋器具、工具和服飾，從釀醋原料到成
品一步步再現了古代釀醋工藝。身著明朝服飾的工作人員一項一項的像遊客演示著老陳醋傳統釀造的道
道工藝。這裏還有很多種類的山西老陳醋，遊客可以根基自己的喜好，購買一些作為禮物回家送人。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晚餐：太原風味(餐標 40) 

住宿：維也納酒店 或同級 準 ★★★★ 
 

第八天  太原桃園 
早上專車前往太原武宿國際機場，搭機返回桃園。結束山西 8 天之旅。 
 

早餐：酒店餐盒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 行程內容順序僅參考，依當地旅行社做最後確定，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其他備註： 

1.行程內容因國際或國內班機變動而有所調整。  

2.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3.行程內容順序以當地旅行社所安排為主。 

4.按摩等自費行程,請貴賓視服務人員狀況酌給小費以示鼓勵及獎勵辛勞。 

5.因綠色環保各地酒店取消一次性用品，請自行攜帶牙膏、牙刷及洗漱用品。 

6.以上報價已分攤 60 歲以上的老人及小童優惠門票價格，如產生優惠票，恕不退回。 

7.前往大陸地區，行動電源有清楚明顯標示 30000 mAh 以下，可放隨身行李攜帶，若超過中國海關一律沒收。若您的行動

電源無詳細的標示 mAh 容量，請攜帶商品說明書或包裝盒說明，否則海關將視同於超過 30000 mAh，予以沒收！ 

8.根據中國民用航空局有關規定，旅客不得隨身攜帶或在手提行李、托運行李中運輸打火機、火柴，如旅客隨身攜帶或在手

提行李、托運行李中有打火機火柴的，請取出並自行處置。否則，將可能面臨中國公安機關 5000 元人民幣以下罰款、拘留

等行政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