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t Putuo & Emei 11 Days Tour
普陀峨眉11天心靈之旅普陀峨眉11天心靈之旅
Mt Putuo & Emei 11 Days Tour

保證出發日期：2020年3月11日, 8月05日, 11月01日(5人成團，天天出發) 節假日除外
2020 Guaranteed Departure: 11 March, 05 August, 01 November  (Min.5 pax, Daily Departure)

【普陀山】與山西五臺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華山並稱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是觀世音菩薩教化眾生的道場。 這裡四面環海，風光旖旎，幽幻獨特，被譽為「第一人間清淨地」。 
來到普陀山，普濟寺、法雨寺和慧濟寺是當地香火鼎盛的三座寺廟，佛頂山的步道，百步沙、千步沙聽聽禪音和海浪相互交錯的美妙，或者是指懷著一顆虔誠之心，吃一
頓齋飯，都蘊涵著佛教清幽的意境。 普陀山西山新村和龍灣新村有當地的民宿，住上一晚，當一次真正的島民，都不枉來一次普陀。

【峨眉山】位於神秘的北緯30度附近，雄踞在四川盆地西南部，以其「雄、秀、神、奇、靈」和深厚的佛教文化，成為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 峨眉山實際上是包括大峨、
二峨、三峨、四峨四座大山；但人們常說的峨眉山，主要指的是大峨山。 山體南北延伸，綿延23公里，面積約115平方公里。 最高峰萬佛頂海拔3099米，而山下
的平原地區海拔僅400余米，相對高差在2600米以上，遠遠超過了久享盛譽的五嶽和黃山等眾多國內旅遊名山。 峨眉山不僅自然遺產豐富，素有「植物王國」、
「動物樂園」和「地質博物館」之稱，並有「峨眉天下秀」之讚譽。 而且文化遺產深厚，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以供奉普賢菩薩著稱。 目前以佛教文化為核
心，全山有僧尼約300人，大小寺廟近30座，著名的寺廟有報國寺、伏虎寺、萬年寺、清音閣、華藏寺等。 正是這樣的神秘、豐富與深厚，峨眉山才能「高出五嶽
，秀甲九州」，才有了「峨眉者，山之領袖；普賢者，佛之長子」的千古詩篇，令人悠然神往。

行程特色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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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參團費  
Local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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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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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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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CTU

成都
CTU

5人
$2380

10人
$1880

5人
$2480

10人
$1980

5人
$590

10人
$550

5人
$590

10人
$550

報名條款/Book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報名訂金每人$800，訂金不退 $800 non-refundable deposit per person when make a booking
·團出發前60天以上繳交全款 Full payment requires at least 60 days before tour departure
·強烈建議客人買個人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團費包含 / Package Inclusions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Tour Code : PE11Tour Code : PE11

‧國際機票, 機場稅及燃油稅
‧簽證及相關費用
‧小費 USD$110 /人   報名時預付
‧自費項目：宋城千古情 USD$80/人，川劇變臉秀 USD$70/人
‧個人消費及以上“費用包含”中未提及的
‧旅遊保險(強烈建議客人購買各類保險) (如：醫療，失竊，旅程取消
等 ，保障個人利益)

‧Air ticket, taxes and fuel surcharges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Tipping (>2yrs): total USD$110 /person  (prepay)
‧Optional programs: The Romantic Show of Songcheng USD $80/person 
‧Personal expenses and anything not stated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酒店：10晚行程中列明的酒店住宿(双人标间)
‧餐飲：行程中列明的餐食(早,午及晚餐)
‧門票：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点门票
‧交通：專車接待
‧第7天：杭州/成都單程內陸機票
‧導遊：优秀中文導游(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10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 share)
‧Meals as indicated (B=Breakfast, L=Lunch, D=Dinner)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Transportation
‧Mandarin-speaking local tour guide 

溫馨提示：
‧請香：每座寺院內都有正規的請香處，不要相信所謂的發財香智慧香長壽香，把單純的燒香變成複雜化，貴族化，誤導香客成套的，高價格的購買。 心誠，則每座寺院佛前燒三支香足矣；
2.大門：無論是哪個寺、哪個庵，你都不可以從正進去的，那是給出家人走的；
3.墊子：選擇磕頭的墊子，也千萬別認為正中間的一定是好的，那也是為出家人準備的；
4.手心：磕拜的時候，手心得向上，那是對佛祖的尊敬。 手心向下是拜祖先的；
5.香火：去專用的點香處點燃香火，可別去插香的地方取火，也不要圖方便用自己的打火機點火；
6.許願：通常你要記得告訴佛祖你叫什麼，家住何處，有何事相求，事成後何處還願；大多數信士不管來到哪個殿前直接就磕頭許願,實不知佛菩薩有求必應,有求才有

應.如果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求的是哪位佛菩沙那麼佛菩薩怎麼應呢? 所以當自己跪拜時請先瞭解佛菩薩名號；
7.還願：只要心誠。不過如果你每逢寺院即燒香許願，一旦靈驗後，忘了還願，那可不是什麼太好的事。 建議你可以四處燒香拜佛，以示敬意。 但許願的話，選一兩

位佛祖就可以了；
8.法器：佛門中有很多法器，諸如木魚、凳幾，拜完佛祖後，可以稍稍撫摸，以求點佛氣。 不過千萬注意，別摸在我佛貴體上。

杭州-普陀山-橫店-千島湖-成都-樂山-峨眉山-都江堰杭州-普陀山-橫店-千島湖-成都-樂山-峨眉山-都江堰
Hangzhou - Mt Putuo - Hengdian - Qiandao Lake - Chengdu - Leshan - Mt E’mei - DujiangyanHangzhou - Mt Putuo - Hengdian - Qiandao Lake - Chengdu - Leshan - Mt E’mei - Dujiangyan $1880起



Day1 抵達杭州 
歡迎來到被BBC譽為世上最美城市之一的 杭州。我們的接機人員位於機場的抵達廳舉牌等候，隨後送往酒店休息。
酒店: 蘭州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 Crowne Plaza Lanzhou or equivalent

Day2 杭州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 前往【西湖】是杭州美的代名詞一條美麗的風光帶，"西湖十景」環繞湖邊，漫步蘇堤、白堤。
乘坐【西湖遊船】外觀三潭印月，船游蘇堤春曉、白堤、蘇堤、斷橋；飽覽西湖景色，體驗溫婉柔美的杭州風情。 
隨後前往參觀西湖的十景之一的【雷峰塔】位於杭州西湖南岸夕照山上。每當夕陽西下，塔影橫空，別有一番風情
，故被稱為「雷峰夕照」。午餐後，前往位於西湖風景區西南方的【宋城景區】這是一個宋文化主題公園。景區內
有仿古街市，體驗宋朝市井風情，充滿宋代風情的仿古茶樓、雜貨鋪、打鐵鋪、酒坊等隨處可見。街上有木偶戲、
皮影戲等表演，還會遇到披甲士兵巡街或是緝拿逃犯，給人一種奇妙的穿越感。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 - 自費】更
是宋城一絕，值得一看。 【黃龍洞景區】位於西湖北面，又叫「黃龍洞圓緣民俗園」，是杭州的老牌景區。 這裡不
僅是城市公園，也是當地人和遊客常來求姻緣的好地方。
‧West Lake Scenic Area‧West Lake sightseeing boat‧Leifeng Pagoda‧Songcheng Scenic Area
‧The Romantic Show of Songcheng (optional)‧Huanglongdong Scenic Area
酒店: 杭州禦雲黃龍酒店或同級Dragon Hotel Hangzhou or equivalent

Day3 杭州 - 普陀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驅車前往朱家角蜈蚣峙碼頭乘坐快艇到【普陀山】。抵達後遊覽【普陀山西天景區】景區主要包括千年古樟
、西天門、達摩風、心字石、梅福庵、磐陀石等旅遊景點。隨後徒步前往【心字石】位於西天門下石坡上。此石平
整光滑，石上鏤刻一巨大的「心」字，心」字的中心一點可坐八九人，整個字可容百人打座，是普陀山上的大型石
刻文字。【磐陀石】是由上下兩塊石頭壘疊而成，上面那塊石頭上平下尖，看似重心不穩卻穩如磐石，年年颱風都
對它沒有影響，十分奇妙，不少遊客爭相與它合影。接著前往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普陀山風景區】座落在海上
的佛教勝地，秀麗的自然景觀與悠久的佛教文化融匯一起，成了名揚中外的「海天佛國」。【普濟禪寺】又叫前寺
，坐落在白華山南、靈鷲峰下，是供奉觀音的主剎，與法雨禪寺、慧濟禪寺並稱為普陀山三大禪寺。【寶陀講寺】
因其宏大的規模與莊嚴的氣勢，被認為是普陀山的第四大寺。
‧Putuoshan Western Heaven Scenic Area‧Xinzishi (Heart stone)‧Pantuoshi‧Pudtuoshan Scenic Area
‧Puji Temple‧Baotuo Temple
酒店: 普陀雷迪森莊園或同級Landison Putuoshan Resort or equivalent

Day4 普陀 - 橫店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前往位於普陀山風景區中部的【法雨寺】又稱後寺，其規模僅次於「前寺」普濟寺，為普
陀三大寺之一。全寺分列六層台基上，入門依次升級。中軸線上前有天王殿，後有玉佛殿，兩殿之
間有鐘鼓樓。後依次為觀音殿、玉牌殿、大雄寶殿、藏經樓、方丈殿。觀音殿又稱九龍殿，九龍雕
刻十分精緻生動。【千步沙】位於普陀山東海岸，自幾寶嶺北麓至望海亭下一片沙灘，長達上千米，
稱千步沙。【南海觀音大佛】屹立于普陀山南端龍灣山崗，是普陀山的標誌性建築。南海觀音銅像高
33米，重70余噸，是海天佛國的象徵。菩薩金身閃耀，臉如滿月，慈眉秀目，顯現大慈大悲之相【
紫竹林】位於普陀山東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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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乘坐快艇至蜈蚣峙碼頭，後乘車返回橫店。
‧Fayu Temple‧Qianbusha‧Nanhai Guanyin Buddha‧Zizhulin
酒店: 橫店百老匯大廈或同級Broadway Mansions Hotel Shanghai or equivalent

Day5 橫店 - 千島湖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驅車前往橫店影視城內的【廣州街香港街】廣州街景區是于1996年8月為拍攝歷史巨片《
鴉片戰爭》而建；香港街景區于1998年9月建成，以逼真的實景建築，藝術地再現了1840年前後的
羊城舊貌和香江風韻。在這裡拍攝完成了《雍正王朝》、《小李飛刀》、《新霍元甲》等100余部影
視作品。午餐後遊覽【明清宮苑景區】按照北京紫禁城1：1比例修建，拍攝了《天下無雙》、《滿
城盡帶黃金甲》和《鹿鼎記》等百余部影視大片，現在基本上每天都有劇組來此取景。隨後前往【
秦王宮景區】是1997年為拍攝歷史巨片《荊柯刺秦王》而建。 景區規模較大，按照一條中軸線建立
而成，共有二十七座宮殿，巍巍城牆與王宮大殿交相輝映，淋漓盡致地表現出秦始皇併吞六國，一
統天下的磅礴氣勢。 後前往千島湖。
‧Hengdian World Studios :‧Guangzhou Street‧Hanggong Street‧Mingqing Palace Scenic Area
‧Qingwong Palace Scenic Area
酒店: 千島湖飯店或同級Qiandao Lake Hotel or equivalent

Day6 千島湖 - 杭州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出發前往千島湖-因湖內擁有星羅棋佈的1078個島嶼而得名。抵達後遊覽【千島湖東南湖區
景區】內包括黃山尖、天池島、蜜山島、桂花島4個島嶼。登黃山尖俯瞰諸島的景色，絲毫不輸于
梅峰攬勝。天池島是南宋採石留下的深坑，水淹後形成山池。蜜山島傳說是《三個和尚沒水吃》的
故事發生地，山上的景觀也以佛教廟宇為主。桂花島是千島湖早期開發的景點，除了野桂花也有動
物表演可看。
「中國四大石林」之一的【桂花島】又稱猴島，位於千島湖東南湖區，是千島湖最早開發的景點。 
桂花島是一處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觀，島上猴子成群，怪石林立，曲徑通幽，通天石門，桂花飄香
，因島上野桂叢生而得名，素有：水上石林之美譽。
【千島湖森林氧吧】位於千島湖東部，這裡植被茂盛、空氣清新，是森林吸氧洗肺的好地方。景區
內隨處可見溪澗、瀑布，可以在林中走繩橋、蕩秋千、和孔雀合影，或是坐滑草，玩滑道，在享受
森林浴的同時享受各種山間野趣。 走累了，還可在景區內的茶舍或咖吧小憩。
‧Qiandao Lake Scenic Area (Southeast Gate)‧Osmanthus Island‧Qiandao Lake Forest Oxygen Bar
酒店: 杭州禦雲黃龍酒店或同級Dragon Hotel Hangzhou or equivalent

Day7 杭州 - 成都 (早/午/晚餐 B/L/D)         參考航班MF8423(0745-1115)
早餐後驅車前往機場，搭乘飛機前往被譽為「天府之國」的成都。我們的接機人員位於機場的抵達
廳舉牌等候，隨後前往」熊貓別墅」【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位於成都市北郊，建設類比大熊
貓野外生活環境，建有湖泊、溪流、竹林、草坪等。與大熊貓親密接觸是這裡的特色，可近距離
觀看大熊貓的生活狀態。 (備註：內陸段航班信息以最終出票為準）
‧Chengdu Research Base of Giant Panda Breeding
酒店: 成都尊悅豪生大酒店或同級Howard Johnson Zunyue Hotel Chengdu or equivalent

Day8 成都 - 樂山 - 峨眉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前往遊覽【黃龍溪古鎮】至今已有1700多年曆史。鎮上有明清時代的青石板古街，與古牌
坊、古寺廟、古建築民居等融合在一起。鎮上傳統民俗「燒火龍」活動，場面恢宏，被稱為「中國
火龍之鄉」。如今得到古鎮是眾多影視劇的取景地，電影《芙蓉鎮》等多部影視片在這裡取過景。
黃龍溪古鎮的小吃也是鼎鼎有名，一根面、焦皮肘子、珍珠豆花、紅燒黃辣丁等都值得品嘗。午餐
後，驅車前往樂山。船遊位於樂山市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交匯處淩雲山的岩壁上，世界上最大的
石刻彌勒佛坐像【樂山大佛】這也是唐代摩岩造像的藝術精品之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為「
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同時也是國家5A級旅遊景區。觀看【川劇變臉秀-自費】。
‧Huanglongxi Ancient Town‧Leshan Giant Buddha‧Sichuan Opera Face Change Show(Optional)
酒店: 峨眉山世紀陽光大酒店或同級Century Sunshine Hotel Emeishan or equivalent

您的特約旅行社

此行程屬文字及圖片描述性質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不構成爭議性。本公司及導遊
有權視實際情況（天氣，航班原因，原定酒店已滿及其他特殊或不可抗力因素）做出適當
的安排及調整。如因個人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未能及時配合行程時間而產生的額外費
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
This itinerary and pictures detailed are purely for reference only. Premier 
Vacations and tour guide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Travellers must follow the set itinerary at 
all times. Premier Vacations ha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from incidents which Premier Vacations has no control. Premier Vacations reserve 
the right of final explanation. 

Day9 峨眉 - 成都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驅車前往峨眉主峰【金頂】(海拔3077米)
在觀景台觀雲海、佛光、金銀銅殿、十方普賢等自然奇觀和佛教奇觀等，
在朝拜中心祈福許願。
【四面十方普賢像】位於金頂中心，是峨眉山的標誌。聖像是以銅鑄鎦金
工藝鑄造，由台座和十方普賢像組成。在藍天的襯托下，佛像散發出令人
震撼的光芒。四面十方普賢菩薩是大乘佛教行願的象徵。「十方」代表普
賢的十大行願，也是象徵佛教中的十個方位，意喻普賢無邊的行願能圓滿
十方三世諸佛和芸芸眾生。絕壁的懸崖之上【捨身崖】，如刀割一般，十
分險要。 高約百丈有餘，規模宏大，十分壯觀。
隨後前往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也是普賢菩薩的道場，山中
有眾多的寺院，讓這裡充滿了神奇的氣息。山中的景色非常優美，四季都
各有特色。這裡的猴群是出了名的頑皮，它們不怕人，還會主動向遊客討
要食物。午餐後 前往距離峨眉山山門不遠的【報國寺】始建于明朝萬曆年
間，寺廟山門上的「報國寺」匾額，出自清朝康熙皇帝之手，這裡也是山
中佛事活動的中心。正殿有彌勒殿、大雄殿、七佛殿和普賢殿等。如今這
裡是峨眉山市佛教協會所在地，許多大型法會都在這裡舉行。
‧Jinding‧Puxian Buddha (Samantabhadra)‧Sheshen Cliff
‧Emei Mountain‧Baoguo Temple
酒店: 成都尊悅豪生大酒店或同級Howard Johnson Zunyue Hotel Chengdu 
or equivalent

Day10 成都 - 都江堰 - 成都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驅車前往都江堰。【都江堰景區】位於都江堰市城西岷江幹流上
，是中國建設于古代並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譽為「世界水利文化
的鼻祖」，是全國旅遊勝地。抵達後遊覽【都江堰魚嘴分水堤】【寶瓶口
】【安瀾索橋】又叫「夫妻橋」，始建于宋代以前，後來毀于戰火，清朝
嘉慶八年重修。是都江堰景區內的一座鐵索橋，橫跨在都江堰景區內的外
江與內江分水處。中午享用都江堰古城特色午餐-饞院。隨後前往成都的地
標，被譽為「西蜀第一街」「成都版清明上河圖」的【錦裡古街】品嘗當
地美食張飛牛肉、豆花、牛肉焦餅、三合泥、串串香、缽缽雞，口味地道
，各具風味。街巷之間還有吹糖畫、捏面人、剪紙、皮影，兩邊店鋪裡售
賣頗具當地特色的物品，如手工的皮包、寫有方言的T恤、五顏六色的布燈
籠，另外還會不定期舉辦一些傳統婚禮、民樂、戲劇、民間服裝秀等民俗
表演，濃濃的四川傳統民俗氣息。
‧Dujiangyan Scenic Area:‧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Yuzui(Fish Mouth Levee)‧Baopingkou (Bottle-Neck Channel)
‧Anlan Suspension Bridge‧Jinli Ancient town
酒店: 成都尊悅豪生大酒店或同級Howard Johnson Zunyue Hotel Chengdu 
or equivalent

Day11 成都 (早B)

早餐後，自由活動。 隨後送往機場，結束愉快的旅程。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請以當地實際景觀為準
*The pict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