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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台灣文化之美．體驗宗教生命力 

四大名寺祈福參訪三日之旅 

第一天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金山老街(潮境公園)－金山老街(潮境公園)－三義鄉卓

也小屋－埔里平雲山都渡假飯

店 

享用精心準備早餐，快樂出發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聖嚴法師認為要振興中國佛教，唯有從

興辦佛教高等教育，培養更多弘法人才

做起，以提昇四眾佛子水準。法鼓山以

具體實踐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

教育，完成「推動全面教育」的使命，

透過三大教育，從學術研究、海內外禪

修、弘法，到針對安頓人心所設計的各項教育、文化與關懷工作，以積極入世的態度，指

導啟蒙心靈的方法，接引大眾在學佛路上歡喜同行。 

法鼓山的建設過程中和觀世音菩薩有諸多殊勝的法緣，因此法鼓山亦以觀世音菩薩精神為

依歸，用「千手護持，千眼照見」的慈悲與智慧來關懷眾生。在法鼓山，觀音菩薩處處都

在，時時都在，提人們莫忘修學觀音法門：「處處觀音菩薩，聲聲阿彌陀佛」。 

   

 

中餐 金山兄弟食堂(台式合菜)$3000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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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老街(潮境公園)  

在此散步休閒，吹著徐徐海風，更顯詩意。還有許多

意象雕塑品，更顯藝術氣質，在潮境公園中還有一片

開闊的草地及涼亭，草地兩側有觀海散步道、林蔭散

步道及自行車道，可以悠閒的在此漫步賞景或享受涼

風拂面騎乘樂趣。此地除了可以欣賞美麗海景外，白

天可以近距離觀賞番仔澳灣周遭海域的海岸地質及

生態景觀，也可遠眺基隆山之風光，而當日暮低垂時

分，不僅可以看到迷人的夕陽、陸續亮起的九份燈火如寶石般閃爍，令人目不暇給以外，

海面上與之輝映的點點漁火更是不可錯過的絕佳景像。 

   

三義鄉卓也小屋 

穿過掛著大燈籠的竹門即進入宛如一舊時落的卓也

園區三義民宿 

是的，這就是我們用心營造的卓也小屋，不是歐風、

日風、巴里島風…， 

是台風，懷舊風、鄉村自然風…。， 

為了重回孩提時代的夢， 

為了找回過往的感動， 

為了尋回台灣早期農家的恬適樸實， 

更為了深愛的大地、 

台灣的農業、農民 

大概這就是一個學農的農家子弟使命感吧。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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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雲山都蔬食飯店 

悠遊埔里~放下塵囂，平雲山都~用蔬食美味，巧手妙思，

特調鮮美時蔬料理，重新覺醒您的味量。 

 

埔里平雲山都渡假飯店 

置身在舒適靜謐的空間，使人身心放鬆，塵

勞頓銷。質樸典雅的客房，窗外青山、田野、

綠樹環抱，旅宿其中，享受回歸自然的怡樂

與自在。一如其名~「歇腳平雲，平步青雲」。 

 

晚餐 平雲山都素食(全台灣唯一全館蔬食飯

店) $3500 桌 

住宿：埔里平雲山都渡假飯店或同級住宿 

 

第二天 南投中台禪寺－高雄慈濟靜思堂－高雄駁二藝術區 

南投中台禪寺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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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禪寺在建築上融合了中西工法，有別於台灣傳統印象中的佛寺，外觀寺頂高聳、金碧

輝煌，融入了禪宗「頓悟自心、直了成佛」的心法，在建築主體上則以石材為主，象徵修

行者的堅固與亙久不變，完工後備受信眾讚嘆，亦曾奪下 2002 台灣建築獎。有道「橫看成

嶺側成峰」，用以觀想中台禪寺建築主體，則會發現側面看來，宛若青山中禪坐的行者，

正面望去，又如金字塔型態，佛法古意與新時代感兼具，亦成一番妙趣。 

 「中台拈花，眾生微笑」上惟下覺大和尚以無盡的慈悲願力，為傳佛心燈、續佛慧命，

毅然步入塵世，重興祖庭法門，弘揚心法。 大和尚日夜奔波，不辭辛勞，於埔里籌建中

台大道場，於全省各地廣設禪修精舍，大轉無上妙法輪，情與無情同霑法益，所為者不外

是直指大眾心中本具的如來智慧德相。 

   

 

元首館 大黑松小倆口 

夢幻城堡的建築，廣場上有南瓜馬車和創意藝術，搭

配放大版的西洋棋，是家庭旅遊、情侶約會的最佳選

擇。全世界的著名元首、領袖，在元首館的各個角落

出沒，穿上繽紛色彩的西洋棋盤，來美拍超亮眼給予

無限的驚喜和拍照機會。 

中餐 埔里土角厝水上庭園餐廳(古早味) $3000 桌 

 

高雄慈濟靜思堂 

證嚴上人：「佛教是理，慈濟是事，藉事顯理，以事

啟發，回歸於理。」「我相信佛陀說的人性本善。眾

生都一樣，佛有多大的愛心、慈悲心，眾生就有多大

的愛心與慈悲心，佛有多大的智慧功能，眾生就有多

大的智慧功能，只要予以啟發，就是一種最善良的心

境，最真實的快樂。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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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的志業由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志業，擴及到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

保，成為「一步八腳印」。慈濟人以智慧相結合，以愛心相扶持，聞聲救苦，即時解難，

發揮「一眼觀時千眼觀，一手動時千手動」的功能，使慈濟所及，家家得安康，處處有溫

暖。 

   

 

高雄駁二藝術區(西子灣看夕陽)  

駁二藝術特區是一個位於臺灣高雄市鹽埕區、鼓山區的藝術園區，以「前衛、實驗、創新」

為理念來打造國際藝術平台。 

「駁二」位於高雄港第三船渠內，原為一般的港口倉庫，2001 年一群熱心熱血的藝文界人

士成立了駁二藝術發展協會，催生推動駁二藝術特區作為南部人文藝術發展的基地，將駁

二規劃成一個獨特的藝術開放空間，提供藝術家及學生一個創作發表的環境，已成為高雄

最有人氣的文化景點。 

   

 

晚餐 高雄西子灣壹貳樓古蹟餐廳(古早味) $3000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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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遊愛河(六合夜市)  

晚餐後何處去，可以逛逛六合夜市，，想在美景中悠閒散步，也搭乘鼓山渡輪或愛之船巡

遊，在繽紛的光之穹頂陪伴下，為夜晚畫下美好的句點。 

   

 

住宿：Greet Inn 喜迎旅店或同級住宿 

 

第三天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台中大甲高美濕地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星雲大師為供奉佛牙舍利所建，是一座集中外古今

佛教文化、教育、弘法、慈善、朝聖、觀光為一體

的道場勝地，處處顯示著星雲法師建設「人間凈土」

的理想與精神。 

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坐西朝東，是星雲大師為供奉

佛牙舍利所建，前有八塔，後有大佛，南有靈山，

北有祇園，格局宏偉。「四聖諦」，廣場可以容納

十萬人以上。這是一座融合古今與中外、傳統與現代的建築物，我們盼望它不僅成為世界

歷史上的傑作，更希望它成為全世界人類的精神指標與堡壘。 

   

中餐 佛光山漢來蔬食 $4000 桌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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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大甲高美濕地 

高美濕地（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前身為高美海水浴場，從日治時期開始，海水浴場一

直是遊客夏日的休閒勝地，隨著臺中港的啟用，高美海水浴場泥沙日漸淤積，導致遊客漸

漸稀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宣告關閉，卻也因為泥沙的堆積，造就了今天生態豐富

的高美濕地。 

   

晚餐 台式合餐 $3000 桌 

 

【參考報價】 

每周出團．20 人成團 

專車專導、門票接駁、精緻餐飲、團體保險、住宿（雙床標準）、服務人員費用 

(20 人成團) 平日(週日~週五) 假日(週六~週日) 

豪華雙人房 7,766 元/人 8,266 元/人 

豪華四人房 7,299 元/人 77,99 元/人 

小孩(不佔床) 5,599 元/人 

 

小提醒 

 本行程歡迎 8 人以下之精緻團型自行組團，歡迎來電討論、行程內容、天數、用餐、住

宿、都可以調整量身訂做。 

 行程內容著重走訪名寺，貴賓要增加寺內體驗活動(如禪修、抄經)請預先提出，我們可

以調整行程時間。 

http://www.gogo88.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