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遺產~
山西古建築深度精選八天
出發日期: 2019 年 9 月 08 日~9 月 15 日
團費：45,800(含稅 講師費 不含小費)
06/25前八名報名早早鳥優惠現金每人：43,800(含稅 講師費 不含小費)
※行程特色：
「特別邀請古建築資深老師 姚其中隨團導覽解說，増加山西旅遊深度與廣度。」
深入晉北古建築的薈萃之地~大同 五台山 應縣 朔州 與晉中平遙古城 榆次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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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山】五臺山是佛教文殊菩薩的道場，為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相傳這裏最早的佛教寺廟
始建于東漢，經歷代修葺擴建已形成一定規模。現存寺院４８處，僧尼數百人。五臺山歷史悠久、
文化燦爛、古建成群、文物薈萃、珍品雲集，是中國古建、雕塑、繪畫的藝術寶庫。
【恒山懸空寺】懸空寺的選址之險，建築之奇，結構之巧，豐富的內涵，堪稱世界一絕。整個寺
院，上載危崖，下臨深谷，背岩依龕，寺門向南，以西為正。全寺為木質框架式結構，依照力學
原理，半插橫樑為基，巧借岩石暗托，樑柱上下一體，廊欄左右緊聯。僅152.5平米的面積建有
大小房屋40間。
【雲岡石窟】我國佛教“四大石窟藝術寶庫”之一。位於市區西16公里武周山南麓。現存主要洞
窟53個，造像5.1萬餘尊，石雕造像吸收中外藝術精華，以氣勢雄偉，內容豐富多彩而聞名世界，
至今仍有強大的藝術魅力。
深入大同最精采的塞外特色古建築群~~【華嚴寺. 善化寺. 九龍壁】
深入【平遙古城】是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産、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以古城牆、古街道、古民居、古
店鋪、古寺院、古縣衙形成了一整套旅遊專案，是我國古代風貌保存最爲完整的古城。
特別安排山西古建築藝術精髓【雙林寺】、【鎮國寺】、【晉祠】雕樑畫棟、驚豔無比。
五臺山特別安排唐代古建築代表:【南禪寺、佛光寺】經典建築~ 值得讚賞!
精心安排中國最古老的木構塔【應縣木塔】
參觀北方最精采的古民居~【閻錫山故居】.深刻感受民間建築之華美~~
特別安排「山西博物院」深度總結導覽~
建議小費：每日台幣250元 / 天（全程 司機 導遊 領隊 旅遊服務費）

第一天 台北  太原 MU5012 1225/1545
今日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山西省會所在地～【太原】，此為山西政治、經濟、文化、
交通中心，是中國北方歷史悠久的古城之一。抵達後由專業導遊迎接，
【榆次老城】
，是隋開皇二年（公
元 582 年），在漢城舊址上修築起來的，迄今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榆次老城歷史悠久，文化深厚，
旅遊資源獨具特色，集古民居、古城牆、古縣衙、古寺院、古街道、古商鋪等人文景觀和山、水、林、
泉、瀑等自然景色為一體，融晉商文化、民族文化、黃河文化、三晉文化、都市文化於一爐。同時，
晉中古樸的民俗和多姿多彩的民間藝術賦予老城靈氣與生機，自然、人文、歷史、藝術，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
早餐：X
住宿：頤景國際酒店 4 星

午餐：機上餐點

晚餐：麵食風味

第二天 太原  朔州  應縣  大同
早餐後前往【邊靖樓】位於山西省代縣城內。歷史上，邊靖
樓是代州城的制高點，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邊靖樓坐北朝南，
是磚木結構建築，由高大的台基與上部樓身組成。樓上懸掛「聲
聞四達」
、
「威震三關」
、
「雁門第一樓」三塊大匾。樓側有唐代經
幢一座，也是珍貴的文物遺存。
【淨土寺】位於應縣城內東北隅，
又名北寺。主殿為大雄寶殿，該寺原有山門、舍利塔、天王殿、
鐘鼓樓、東西配殿、大雄寶殿、後殿、藏經樓等。如今，僅剩大
雄寶殿和配殿。其中，大雄寶殿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平面略呈
方形，斗拱疏朗，尚可看出金
代建築風貌。殿內的藻井四面
金龍盤繞，造型美觀，構圖精
細，是研究金代建築學的實物
資料。殿內四壁的壁畫，始繪
於清代，主要記述釋迦牟尼佛
以及諸菩薩的佛教事蹟。佛宮寺釋迦塔，俗稱【應縣木塔】，是世
界現存最古老、最高的木塔。其確切建造年代無從考證，但可從其
建築風格和相關文物資訊確認其建造時間在遼代。該塔通高 67.31
米，主體結構全部為木質結構，塔身外看為五層，其中第一層至第
四層內各建有一層作為上一層基座的暗層，塔頂為鐵製塔剎。每層
塔室內的內槽均安置有佛像，其中第一層的內槽安置有一尊高約 10
米的釋迦造像，內壁還繪有壁畫。由於應縣木塔塔身結構過於複
雜，全塔共計出現 54 種不同的斗拱類型。結束後前往【大同】。
早餐：飯店早餐
住宿：大同賓館 4 星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第三天 大同早餐后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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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有「龍壁之城」的美稱，現存有九座龍
壁，大同九龍壁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
【善化寺】整個佈
局唐風猶存。主要建築沿中軸線坐北朝南，漸次展開，
層層迭高。前為山門，中為三聖殿，均為金時所建。遼
代遺構大雄寶殿坐落在後部高臺之上。是我國現存規模
最大，最為完整的遼，金寺院。寺內還保存著泥塑，壁
畫，碑記等到珍貴文物，其中金代泥塑造型優美，個性
突出，特別是二十四天王像，披紗衣華似來自天竺國土，或身著鎧甲，襯皮毛以抵禦北國寒風。堪為
國之瑰寶。搭車前往前往【華嚴寺】位於大同市區。大雄寶殿始建於遼代（1122 年）
，面積 1,559 平

方米，矗立在 4 米餘高的臺上，是現存遼金時期最大的佛殿之一。殿內有五方佛和二十諸天等明代塑
像，四周壁面為清代罕見。薄伽教殿內「合掌露齒菩薩」是華嚴寺的著名彩塑。【雲岡石窟】位於山
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北崖，依山開鑿，東西綿延 1000 米，現存主要洞窟 45 個，大小窟龕 252 個，
石雕造像 51000 餘軀，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據文獻記載，北魏和平年間（西元 460
年至 465 年）由一個著名的和尚曇曜主持，距今已有 1500 多年的歷史。大佛最高者 17 米,最小者僅
幾釐米。 雲岡石窟以氣勢宏偉，內容豐富，雕刻精細著稱於世。雲岡石窟雕刻在吸收和借鑒印度犍
陀羅佛教藝術的同時，有機地融合了中國傳統藝術風格，在世界雕塑藝術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雲
岡幾十個洞窟中以曇曜五窟開鑿最早,氣魄最為宏偉。第五、六窟和五華洞內容豐富多采, 富麗瑰奇,
是雲岡藝術的精華。大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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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
住宿：大同賓館 4 星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第四天 大同  渾源  五台山台懷鎮
前往【懸空寺】位於北嶽恒山腳下的金龍峽，距今已
有１４００多年的歷史。這裏山勢陡峻，兩邊是直立
百金米、如同斧劈刀削一般的懸崖，懸空寺就建在這
懸崖上，或者說像是粘貼的懸崖上似的，給人一種可
望而不可即的感覺。抬頭望上去，但見層層疊疊的殿
閣，只有十數根像筷子似的木柱子把它撐住。那大片
的赭黃色岩石，好像微微向前傾斜，瞬間就要塌下似
的。雖然懸空寺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一棟『危樓』
，但
出於好奇和探險的衝動，誰都願意鼓起勇氣踏上寺
門。【永安寺】位於大同渾源縣城內東北鼓樓北巷，俗稱大寺，是渾源縣境內現存規模最大的一座古
代建築。寺內院落平坦，佈局嚴整，殿宇巍峨，古樸壯觀。建築坐北朝南，南北長 80 多米，東西寬
50 米，總面積 4000 多平方米。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前往五台山【塔院寺】
，又名舍利塔，這高大的白塔被
人們看作五臺山的標誌。寺內有兩件秘藏，一是釋迦牟尼
的舍利珠二是文殊菩薩的頭髮，藏此二物的地方是佛教徒
必須禮拜之聖地。
【顯通寺】為五臺山第一座寺院，初名大
孚靈鷲寺，始建於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因它所處的山形如
釋迦牟尼像修行地靈鷲山而得此名。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住宿：錦繡山莊或同級 4 星

第五天 五台山台懷鎮  太原

晚餐：五台素宴

【南禪寺】晚唐時期武宗“會昌滅法”，中國佛寺大
都被毀壞，南禪寺因為地處偏辟，倖免毀壞，是中國現存
最古的唐代木構建築。大殿面寬進深各三間，單簷歇山式
屋頂，殿前有寬敞的月臺，柱上安有雄健的斗拱，承托屋
簷，殿內無柱，四椽狀通達前後簷柱之外，梁架結構簡練
屋頂舉折平緩，說明我國唐代建築技術已有很高水準，塑
像大多有蓮花座；塑造精巧，手法純熟，是我國唐塑中的
佳作。【佛光寺】的東大殿為唐代所建，前院文殊殿為金
代建築。其餘山門（即天王殿），伽藍殿，萬善堂，香風
花雨樓及廂房，窯洞等建築，都是明，清時期建築，是中國古建築中的傑作在中國乃至世界建築史上
都具有重要地位。【閻錫山故居】位於山西省
定襄縣河邊村，是民國時期曾統治山西近 40
年的閻錫山的一座私宅，始建於 1913 年前
後，至 1937 年抗戰爆發前夕，先後建成了都
督府、得一樓、上將軍府、二老太爺府、穿心
院、東花園、西花園以及子明慈幼院等大小
30 多座院落，近千間房屋（現存 27 座院落，
700 餘間房屋）
，總占地面積 33000 餘平方米。
走進故居，四處都是北方的四合院結構，青磚
灰瓦，飛檐斗拱，抱廈迴廊。磚雕、石雕、木雕讓中外遊人流連忘返，遍布各主要建築物下的地道、
地下室，為這座舊居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據介紹，這裡曾共建有都督府、得一樓、二老太爺府、上將
軍府、穿心院、新南院等大小共 30 餘個院落、近千間房屋。這個當時被稱為「民國第一豪宅」的宅
院，斗轉星移，許多院落已經不再。
早餐：飯店早餐
住宿：國貿大酒店 4 星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第六天 太原  平遙

參觀【晉祠】據<水經注>所載,晉祠本名唐叔虞祠,相傳爲紀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李白曾詠詩
讚歎晉祠說：“晉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瀉翠娥。”晉祠現爲山西十大旅遊景點之一。其中聖母殿、
魚沼飛梁、獻殿享有“三大國寶”之稱；周柏、難老泉、宋塑侍女像被譽爲“晉祠三絕”等等，具有
極高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是華夏文化的一顆璀璨明珠。往平遙【鎮國寺】萬佛殿是現存五代唯一
的木構建築，始建於五代北漢天會七年(西元963年)。 萬佛殿建築及其殿內塑像均爲五代工藝原件,
堪稱稀世珍品，萬佛殿規模雖然不大,但造型雄偉，氣勢非凡，萬佛殿是我國現存五代唯一的木構建

築，僅晚於五臺山南禪寺和佛光寺。參觀【平遙古城風貌】它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城池，也是我
國唯一一座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中國漢民族古城。迄今為止，這座城市的城牆、街道、
民居、店鋪、廟宇等建築，仍然基本完好，原來的建築格局與風貌特色大體未動。城內及近郊古建築
中的珍品，也大多保存完好，它們同屬平遙古城現存歷史文物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同為研究中國政
治、經濟、文化、軍事、建築、藝術等方面歷史發展的活標本。【平遙縣古城牆】。明洪武三年(1370
年)建，周長6.4公里，是山西現存歷史較早、規模最大的 一座城城牆，被譽為“華北第一城”。明、
清兩代都有補修，但基本上還是明初的形制和構造。城牆上原有料敵臺樓九 十西座，城門上原建城
樓，四角處還有角樓，已大多殘壞，唯城牆依然如故。【平遙文廟】廟宇規模巨集闊，由並立的三個
建築群組合而成。中央為文廟，左為東學，右為西學。文廟前為欞星門，左右豎下馬碑，東西為“廣
大”“高明”二門。平遙文廟以國內已存文廟中罕見的早期建築而享譽四海。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住宿：興隆義民俗客棧 (特色酒店)

晚餐：平遙小吃

第七天 平遙 太原

【雙林寺】雙林寺初名中都寺，建寺年代沒有確切記載。雙林寺坐北朝南，禪院在東，寺院居西，中
軸線自南至北依次為堡門、天王殿、釋迦殿、大雄寶殿、娘娘殿，兩側有地藏殿和土地殿、羅漢殿和
珈藍殿、鐘樓、鼓樓、千佛殿、菩薩殿、貞義祠。寺內現存彩塑 2056 尊，大小各異，藝術價值極高，
是元明彩塑的精華。【山 西 博 物 院 】的 重 點 展 品 包 括 從 新 石 器 時 代 的 陶 器 、 商 周 的 青 銅 器 、
春秋戰國的晉國文物、北朝石刻造像以至明清晉商文物等歷史珍品，以及書畫、瓷器、
玉器、雕刻等古今藝術品，當中我覺得較有山西特色的包括介紹佛教藝術、山西戲曲、
明清晉商和山西建築等展示。整體上山西博物院無論陳設上或展品質量上都能跟國內其
他現代化省級博物館平分秋色。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住宿：星河灣大酒店或同級 4 星

晚餐：中式合菜

第八天 太原  台北 MU5011 0825/1125
早餐後赴【太原機場】，搭機返回台北,結束此一精彩無比的古建築之旅。
早餐：飯店早餐
住宿：溫暖的家

午餐：X

晚餐：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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