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t Wutai & Jiuhua 10 Days Tour

五臺九華10天
心靈之旅
五臺九華10天
心靈之旅

‧车票： 南京-洛陽龍門。 鄭州-太原 （二等座）
‧酒店：9晚行程中列明的酒店住宿(双人標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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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优秀中文導游(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保險：旅行社責任險

‧ Train Ticket: Nanjing to Luoyang, Zhengzhou to Taiyuan (Second clas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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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within Mainland China

Mt Wutai & Jiuhua 10 Days Tour

保證出發日期：2020年4月19日, 09月14日  (5人成團，天天出發) 節假日除外
2020 Guaranteed Departure: 19 April, 14 September  (Min.5 pax, Daily Departure)

【九華山】 因有九峰形似蓮花而得名。它又有九十九峰之稱，因 千米以上的高峰20多座，為首的是十王峰，海拔1342米。山間秀溪縈環，銀瀑飛流，景色迷人，植被繁茂。山峰如
臺似柱，聳入雲霄，又有芙蓉出水之姿，神工鬼斧。神秘秀麗的舒印月和九子泉聲更富山水之情，給人以美的享受。九華山與山西五臺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並稱
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被譽為國際性佛教道場。

【五臺山】 五臺山是中國佛教四大佛山之首，也是世界五大佛教聖地，被稱為“金五壹”，被認為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在這個中國唯一一個青廟（漢傳佛教）和黃廟（藏傳佛教）
交相輝映的佛教道場裏，不乏虔誠的佛教徒，他們三步一拜只為完成心中的信仰，當旭日初升，朝陽投射到成群的寺廟磚墻之上，確實有那麽幾分如入仙境的錯覺。
當然五臺山也有它可愛的地方，壯觀的和日出和雲海，山花燦爛，牛羊成群，伴隨著山上五彩經幡隨風飄揚⋯⋯引得無數徒步驢們心馳神往，在這個稱得上神聖的地
方，徒步也變得不是那麽簡單，更增添了一份朝聖的使命感。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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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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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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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5人
$680

10人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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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J10Tour Code : WJ10

‧國際、國內段機票，機場稅及燃油稅
‧簽證及相關費用
‧小費  USD$100 /人   報名時預付
‧自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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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erson  (prepay)
‧Optional programs
‧Personal expenses and anything not stated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南京-九華山-洛陽-太原-五臺山-大同-北京南京-九華山-洛陽-太原-五臺山-大同-北京
Nanjing -  Mt Jiuhua -  Luoyang -  Taiyuan -  Mt Wutai -  Datong - BeijingNanjing -  Mt Jiuhua -  Luoyang -  Taiyuan -  Mt Wutai -  Datong - Beijing $1280起



Day1 抵達南京 Nanjing
歡迎來到金陵-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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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汪海國際大酒店或同級Wanghai International Hotel Nanjing or equivalent

Day2 南京-九华山 Nanjing-Mt Jiuhua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前往【牛首山文化旅遊區】牛首山是中國佛教名山，文化底蘊深厚，是佛教牛頭禪宗的開教處
和發祥地。山周圍有感應泉、虎跑泉、白龜池、兜率岩、文殊洞、辟支洞、含虛閣、地湧泉、飲馬池
等自然景觀，及宏覺寺、弘覺寺塔、鄭和墓和抗金故壘等人文景觀。牛首山風景宜人，每歲屆春金陵
百姓傾城出遊，故有「春牛首」之稱。清乾隆年間「牛首煙嵐」列入金陵四十八景中。下午驅車前往
九華山，入住酒店休息。
‧Niushoushan Cultural Tourism Zone
酒店: 九華山山下五溪山色大酒店或同級Wuxi Shanse Hotel or equivalent

Day3 九華山-南京 Mt Jiuhua-Nanjing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遊覽九華風景名勝區【九華山大願文化園】（含景交，含百歲宮纜車上下）位於九華山風景
區北麓的柯村，高99米的地藏王菩薩露天銅像是景區的地標。【化城寺】位於九華街的中心位置，門
前的月牙池據說是地藏的放生池。隨後前往九華山供奉地藏王菩薩的主殿【肉身寶殿】，九華四大叢
林之一的【百歲宮】始建於明代，寺內供奉無暇和尚肉身。
【五百羅漢堂】為宮殿式結構，是百歲宮的附屬寺院。五百羅漢堂供奉五百尊羅漢，羅漢塑像千姿百態
，氣勢壯觀。
‧Jiuhua Mountain Dayuan Culture Park‧Huacheng Temple‧Shrine of Living Buddha‧Baisui Palace‧Hall of Five Hundred Arhats
酒店: 南京汪海國際大酒店或同級Wanghai International Hotel Nanjing or equivalent

Day4 南京 Nanjing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前往歷史悠久 名聲顯赫的【南京總統府】1912年元旦，在這裡就任臨時大總統，就將此作為
總統辦公室和會議室，此後一直作為總統官邸。建築中西合璧，大氣且耐人尋味。漫步煦園，感受歷
史的變遷與滄桑。【大報恩寺】（含電瓶車）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悠久的佛教寺廟。隨後 參觀【東水關城
墻】是南京明城墻的兩座京城水關之一。【中山陵景區】（含電瓶車）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先
行者孫中山先生的陵寢，及其附屬紀念建築群。【夫子廟】位於秦淮河北岸的貢院街旁，在夫子廟的
主殿大成殿裡，可以欣賞6米多高的巨幅孔子畫像和38幅彩石鑲嵌壁畫《孔子聖跡圖》，反映了孔子的
生平事蹟。
‧Nanjing Presidential Palace‧Daihōon-ji‧Dongshuiguan Ancient Wall‧Dr. Sun Yat-sen's Mausoleum
酒店: 南京汪海國際大酒店或同級Wanghai International Hotel Nanjing or equivalent

Day5 南京-洛陽 Nanjing-Luoyang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搭乘高鐵前往洛陽龍門 (參考車次G1874 0845-1254（火車上用餐自理）)。 抵達後遊覽中國四
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含電瓶車）現為世界文化遺產、國家5級旅遊景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
洛龍區伊河兩岸的龍門山與香山崖壁上，主要開鑿於北魏至北宋的四百餘年間，至今仍存有窟龕2100
多個，造像10萬余尊， 碑刻題記3600余品，多在伊水西岸。 數量之多位於中國各大石窟之首。
Train to Luoyang：
‧Longmen Grottoes
酒店: 洛陽美豪丽致酒店或同級Meihao Lizhi Hotel Luoyang Sports Center or equivalent

Day6 洛陽-鄭州-太原 Luoyang-Zhengzhou-Taiyuan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 遊覽被稱為「中國第一古剎」的【白馬寺】 這座一千九百多年前建造在邙山、洛水之間的寺院
，以它那巍峨的殿閣和高峭的寶塔，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遊人。隨後驅車前往鄭州(約2小時車程)。午
餐後送往鄭州火車站，搭乘高鐵前往太原(參考車次G696 1412-1755)抵達後入住酒店休息。
‧White Horse Temple
酒店: 太原萬楓酒店或同級Fairfield By Marriott or equivalent

Day7 太原-五臺山 Taiyuan-Mt Wutai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赴五臺山 (240km,3.5h) Wutaishan，五臺山位於山西省東北部，距省會太原市二百多公里。
這裡寺院林立，黃廟（藏傳）、青廟（漢傳）共存，與四川峨嵋山、安徽九華山、浙江普陀山並稱中
國佛教四大名山。遊客來到五臺山一般都會做兩件事，一是去各大寺院禮佛祈福，二是朝拜五台。 
後遊覽五臺山風景名勝區【菩薩頂】五臺山等級 最高的一座喇嘛廟。【顯通寺】五臺山建造最早最大
的一座寺廟。與洛陽白馬寺齊名。【羅睺寺】五臺山保存完好的十大黃廟之一和五大禪寺之一，創建
於唐代。【塔院寺】是五臺山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合二為一的一座寺廟，在這裡我們可以朝拜五臺山
的標誌性 建築大白塔。
Mt Wutai Scenic Area: 
‧Pusading‧Xiantong Temple‧Luohou Temple‧Tayuan Temple
酒店: 五臺山花卉山莊或同級Huahui Hotel Wutaishan or equivalent

Day8 五臺山-渾源-大同 Mt Wutai-Hunyuan-Datong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前往【五爺廟】五台山許願最靈驗的一座寺廟。【黛螺頂】（含缆车）位於台懷中心寺廟群以東
的陡峭山脊上，黛螺頂上的寺院內有五台山5座台頂的5尊文殊菩薩法像。晚餐品嚐五台山佛家素齋。 
‧Wuye Temple‧Dailuoding
酒店: 大同金地豪生大酒店或同級Howard Johnson Plaza Hotel Da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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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 Datong 早/午/晚餐 B/L/D)

早餐後，前往遊覽【雲岡石窟】(遊覽時間2小時)雲岡石窟中國三大石窟之一，氣勢宏偉，雕刻精細。
存有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石雕造像51000餘軀，為中國規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與
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和天水麥積山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
‧Yungang Grottoes
酒店: 大同金地豪生大酒店或同級Howard Johnson Plaza Hotel Datong or equivalent

Day10 大同離開 Da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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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