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陀足跡五大聖地
深度朝聖之旅 9 日
佛陀四大聖地
1. 誕生地-藍毗尼園 2.成道地-菩提伽耶 3. 出轉法輪地-鹿野苑 4. 涅槃地-拘尸那羅 5. 舍衛國

★ 藍 毗 尼：佛陀出生地，唯一在尼泊爾境內。
★
★
★
★

舍 衛 國：佛陀講阿彌陀經之處，在此度過 25 年。
拘尸那羅：佛陀涅盤之處 。
鹿 野 苑：佛陀出轉法輪之地，度化五比丘之地。
菩提迦耶：佛組成道之地。

據佛教經典記載，一生當中如果能前往朝禮佛陀之聖蹟，將不墜惡趣!
《長阿含》卷四‧〈遊行經〉（大正卷一，25 下～26 上）
佛告阿難：
「汝勿憂也，諸族姓子常有四念，何等四：一曰念佛生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
戀慕心。二曰念佛初得道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三曰念佛轉法輪處，歡喜欲見、
憶念不忘、生戀慕心。四曰念佛般泥洹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阿難，我般泥洹
後，族姓男女念佛生時功德如是；佛得道時神力如是；轉法輪時度人如是；臨滅度時遺法如是、
各詣其處遊行禮敬諸塔寺已，死皆生天除得道者。

第 1 天 桃園機場／香港／德里 DEL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辨理登機手續後搭乘班機起飛後，前往德里機場。通關後專車前往印度
首都－德里，這個歷史名城充滿新舊文化交替的痕跡是印度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早餐：飯店提供
中餐：N/A
晚餐：機上使用
住宿飯店：COUNTRY INN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 德里 DEL／菩提迦耶 BODHIGAYA／正覺大塔禪修、點燈、繞塔菩提迦耶
AI 433 SA06FEB DELGAY HK16 1320 1510
早餐後搭機前往菩提迦耶，摩訶菩提佛寺又稱為『大菩提寺』
，其建築為中央尖塔式，兩旁佛塔
雕刻著精緻的小佛像與圖案，欄柱上有花卉、動物、人物、幾何圖案的浮雕，有令人讚嘆的精
雕細琢。正覺塔內供奉的佛像是佛陀三十五歲降魔成道的模樣，用黑石雕刻的，後來佛教信徒
為其塗上了黃金，據說這是彌勒菩薩所塑的釋迦佛像，由此莊嚴聖像之無上尊容，我們看到了
一位聖者如何詮釋另一位聖者，一尊佛如何地讚歎另一尊佛。高聳的正覺塔，可說是菩提迦耶
最顯目的地理座標，在一樓大殿中是這尊散發著金色耀眼光彩手結「降魔印」的佛陀坐像，小
小的空間中，前來禮拜佛陀聖像的人群絡繹不絕。晚上可以點燈祈福，於正覺大塔下靜坐。
早餐：飯店提供
中餐：素食餐宴
晚餐：素食餐宴
住宿飯店：Bodhgaya Regency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菩提迦耶 BODHIGAYA／正覺大塔繞佛、龍洞、苦行林、尼連禪河
瓦拉納西 VARANASI
清晨早餐後，前往【正覺大塔繞佛】，前往佛陀在悟道前後曾停留過的聖地【龍洞】前正覺山
(pragboddhi)(當地人稱 Durgeshawari，梵文 durga 是煩惱、困難意，iwvari 是自在意)。從山頂上
可看到摩亨河(Mohane)和尼連禪河，山上並有幾座阿育王所立的佛塔遺跡，但難以辨識。據玄
奘記載，當悉達多自覺到苦行對身心無益，即離開苦行林，來到這座山作為探求真理的下一地
點，前往菩提樹下證得聖道。關於龍洞，一則傳說是未成道前的悉達多，為了不讓住在洞中的
龍王失望，留下了他的身影以作為紀念，又稱「留影窟」。【苦行林】位置就在摩亨河(Mohane)
與尼連禪河中間，靠近摩亨河的樹林地附近。前往菩提伽耶朝拜，晚上於大塔繞行、修法、靜
坐感受佛陀當年證道開悟的過程。前往瓦拉納西。
早餐：飯店提供
中餐：素食餐宴
晚餐：素食餐宴
住宿飯店：THE HHI GROUP OF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瓦拉納西 VARANASI／鹿野苑／五比丘迎佛塔／拘尸那加羅 KUSHINAGAR
前往恆河欣賞美麗的日出，搭乘小船於恆河上航行，前往對岸和恆沙洲取金鋼沙，一覽恆河畔
美景。專車前往佛陀初轉法輪聖地的鹿野苑，參觀鹿野苑遺跡公園、五比丘迎佛塔、記錄了古
王朝的光輝－達美克塔、僧院遺跡、初轉法輪紀念塔、博物館內二千年前的石雕與阿育王弘揚
佛法的標誌－獅子吼，現已成為印度政府的鰴記。前拘尸那羅。
早餐：飯店提供
中餐：素食餐宴
晚餐：素食餐宴
住宿飯店：LOTUS NIKKO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拘施那羅 KUSHINAGAR／入境尼泊爾／倫比尼 LUMBINI
早餐後，前往佛陀大般涅盤之處─拘尸那羅，主要是佛陀入滅的所在地－涅盤寺，寺內供奉的
臥佛是佛陀圓寂前對弟子說法時的右臥姿態。參訪佛陀大般涅盤遺址區─臥佛殿、大涅盤塔、
園區內塔寺遺跡。安迦羅塔─又稱蘭巴爾塔，塔下發現有孔雀王朝時期的僧院遺跡。據『大般
若涅盤經』記載，佛陀在阿利羅跋提河邊的兩棵娑羅樹間圓寂。今日將抵達此聖地。續前往參

訪佛陀涅盤後荼毘紀念塔。搭車前往位於印度尼泊爾邊境的倫比尼，是佛陀釋迦牟尼的誕生地。
早餐：飯店提供
中餐：素食餐宴
晚餐：素食餐宴
住宿飯店：LUMBINI HOKE HOTEL 或同級

第 6 天 倫比尼 LUMBINI／迦毗羅衛城／舍衛國
早餐後，前往倫比尼~這個迎接佛陀來臨世間的寧靜鄉野，是佛學弟子感念佛恩、關注頂禮的朝
聖吉祥之地。倫比尼聖園─參觀仿加德滿都四眼天神廟所建的摩耶夫人廟、令佛教徒震撼與渴
望一見的佛陀誕生地點－ 磚房遺跡、傳說色彩濃厚的菩提樹；聖園中的重要遺跡---孔雀王朝阿
育王為紀念佛陀誕生所豎立的石柱(ASOKA PILLER)、西元 636 年唐僧玄奘曾到過的僧院與佛塔遺
跡，以及聖水池(PUSKARNI POND)。據說有佛緣的弟子，可以從池水倒影看到自己前世的模樣。
續前往佛陀的故國所在─迦比羅衛。畢波羅瓦遺跡一般認為此處寺塔遺跡供奉當時佛陀入滅火
化後，所分得的遺骨舍利，續前往舍衛城。
早餐：飯店提供
中餐：素食餐宴
晚餐：素食餐宴
住宿飯店：Hotel Pawan Palace 或同級

第 7 天 舍衛城 SRAVASTH／鐵道列車 7H／阿格拉 AGRA
早餐後，前往古代果撒拉國首都----舍衛城 ─ 位於重要商道會合之處的舍衛城，自古便因優越
的地理位置，發展成繁榮的貿易中心。經濟的發達帶動了宗教的興盛，架構起一處佛教經典講
佛說法的舞台。祇樹給孤獨園 ─ 參訪憎院遺跡、拘賞波俱提精舍、建陀拘提精舍、阿難菩提
樹。給孤獨長老鋪滿黃金使後自王子手中買來送給佛陀常住講法之----給孤獨園。祇園精舍此地
為佛陀講（阿彌陀經）之處，在此度過 25 年。
早餐：飯店提供
中餐：素食餐宴
晚餐：素食餐宴
住宿飯店：阿格拉 CLARK 酒店

第 8 天 阿格拉 AGRA／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印度門／德里博物館(佛陀舍利)
德里 DELHI／台北 TPE
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一泰姬瑪哈陵，蒙兀兒帝國沙迦罕王為愛妃泰姬瑪
哈所建這座白色大理石陵寢共花了 22 年的時間，動用了二萬人力才完成，佇立其上，不禁令人
為這一段流傳千古的愛情低迴不已。隨後前往德里博物館參觀佛陀舍利，印度門廣場是印度新
德里一個突出的地標，位於新德里的心臟，許多重要的道路從這裡向外放射出去。印度門建於
1921 年，高 42 米。印度門由埃德溫·魯琴斯設計，最初稱為全印戰爭紀念館，紀念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和第三次英阿戰爭中為英屬印度而喪生的 90000 名不列顛印度軍隊士兵。前往德里博物
館，參觀佛陀舍利。晚上享用晚餐後搭機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提供
中餐：素食餐宴
晚餐：素食餐宴

第 9 天 德里 DELHI／香港 HKG／台北 TPE
豪華客機返回台北，結束這趟印度之旅。
早餐：機上使用
中餐：N／A
晚餐：N／A
住宿飯店：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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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 NT$67900 元+小費 2500 元

<含印度簽證、尼泊爾簽證>

現金優惠 1900 元
出發日期：2016 年 2 月 4 日出發
行程報價包括下列費用:
1.
2.
2.
3.
4.

交 通 : 豪華客機經濟艙來回機票、機場稅、附加燃料費。
簽證：印度簽證費 50US 與尼泊爾簽證 25US 費用
餐 膳 : 旅行表中所列之餐食費
住 宿 : 觀光大飯店住宿費用(二人一室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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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萬+ 10 萬醫療險。
★ 印度屬於特殊地區，行程及航班會依時節有所變動，行程依照車況調整。

大吉藏樂～專業朝聖旅遊
聯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遊執照：交觀甲 6354 公司統編：12683599 中華民國旅行品質保障協會 TQAA
公司住址：104 台北市中山北路 2 段 99 號 5 樓之 1
公司電話：(02) 2563-0008 公司傳真：(02)2563-1882
大吉藏樂官方網站
http://www.itravelforlife.com/
大吉藏樂官方部落格 http://bossjump.pixnet.net/blog
大吉藏樂 FB 粉絲團 http://www.facebook.com/itravelforlife

印度朝聖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