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鹫山 朝圣行程规划表 

(11/18 星期六) 

第一天  中国(或东南亚)  德里 

 自行预定前往印度-新德里国际机场。 

台湾出发经过香港转机前往德里的航班为CX695，抵达德里的

时间为21:10。(请预定相近时间的航班) 

21:10-22:30 抵达德里机场，办理入境手续，提领行李，离开德里机场 

22:30-23:00 抵达德里住宿饭店，领队协助办理入住休息。 

住宿饭店参考:Plaza Areocity Hotel或Holiday inn或同级 

 

(11/19 星期日) 

第二天  德里  瓦拉那西  

        参考航班AI406 1015/1135或9W2423 1050/1210 

07:40 离开德里饭店，再次前往德里机场 

10:15-11:35 

或 

10:50-12:10 

德里飞往瓦拉那西。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于19世纪拜访印度时，说到他对瓦拉那西

的第一印象：「比历史还悠久，比传统还古老，瓦拉那西是

一则比任何神话传奇还要更早的传奇」！ 

13:00-14:00 饭店享用自助式午餐 

15:00-19:00 参拜鹿野苑、考古博物馆、恒河 

●鹿野苑-佛陀初转法轮:五比丘迎佛塔、初转法轮舍利塔…。 

鹿野苑是古代印度十六国之迦尸国的林园，现位于瓦拉纳西

市北方约十公里处。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在此第一次说法，对

憍陈如等五人开演四谛法门，称为「初转法轮」。为了纪念



与标志佛陀初转圣法之地，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在此树立了

一根四狮柱头石柱，高度原为十五公尺，如今已断为五截，

底部仍在原址。刻有四面狮像的柱头，现被作为印度国徽的

图案，保存在鹿野苑博物馆中。 

●博物馆，其馆内藏有2000年前的石雕与阿育王弘扬佛法的

标志＜狮子吼＞，现已成为印度的国徽图案。 

●稍晚回到市区并可前往恒河边观看河坛祭祀奇景Ganga 

Aarti。印度教徒一般都认为能在瓦拉那西死去就能够超脱生

死轮回的厄运，而他们相信在瓦拉那西的恒河畔沐浴后，即

可洗涤污浊的灵魂；另外，在瓦拉那西的恒河畔火化并将骨

灰洒入河中也能超脱生前的痛苦。 

19:40-20:40 享用饭店内自助晚餐。 

住宿饭店参考:Ramada或Radisson或Madin或同级 

 

(11/20 星期一) 

第三天  瓦拉那西  (约255KM/车程约6小时) 菩提迦耶 

04:00-06:00 清晨前往观看永恒之河－恒河Ganges River的日出奇景及围

绕在恒河边印度教徒种种的生活习惯及礼仪，亲身体验印度

教保留三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 

07:30-13:00 驱车前往菩提迦耶。 

菩提迦耶是世尊悟道成佛的圣地。Bodh是智慧的意思，菩提

迦耶是智慧之地，世尊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后再此地修行七

周后才前往瓦那拉西为五比丘初转法轮，是佛教的诞生地。

也是此行朝最重要的圣地，是佛教4大佛迹中最繁荣的小镇。 

13:30-14:30 享用饭店内自助式午餐 

15:30-18:00 参拜牧羊女村落、苦行林(龙洞) 

●尼连禅河畔-牧羊女村落，参访牧羊女纪念塔及牧羊女祠。 

●苦行林，佛陀在此苦行六年无结果，后来遇牧羊女供养羊

奶后，前往菩提伽耶而开悟成佛。往正觉山前进，参访『龙

洞』，佛陀在悟道前后曾停留过的圣地。 

19:00-20:00 享用饭店内自助晚餐。 

住宿饭店参考:Anand International或Bodhgaya Regency或

Imperial或Lotus Nikko或同级 

 

(11/21 星期二) 



第四天  菩提迦耶 (正觉大塔绕佛) 

09:00-12:00 菩提迦耶主要遗迹：摩柯菩提大塔、阿育王石栏槆、菩提树、

金刚座、莲花池。菩提树是昔日佛陀静坐7天7夜，终于参悟

佛理的地方；由硬质砂岩构成的摩诃菩提佛寺，又称为『大

菩提寺』，其建筑为中央尖塔式，两旁佛塔雕刻着精致的小

佛像与图案。在历史悠久的阿育王石栏所环绕的佛寺四周，

经常可见各国佛教徒在此膜拜、禅思或聆听法师讲述佛法，

栏柱上有花卉、动物、人物、几何图案的浮雕，有令人赞叹

的精雕细琢。在此你可以自由的朝拜、修法、静坐，感受佛

陀当年证道开悟的过程。 

12:30-13:30 享用饭店内自助式午餐 

15:30-18:00 再次前往摩诃菩提佛寺禅修、参拜 

19:00-20:00 享用饭店内自助晚餐。 

住宿饭店参考:Anand International或Bodhgaya Regency或

Imperial或同级 

 

(11/22 星期三) 

第五天  菩提迦耶 (约70KM/车程约2小时) 王舍城(那烂陀大学、灵鹫山、耆婆芒

果园精舍、竹林精舍)  (约105M/车程约3小时) 巴特那 

07:30-10:00 早餐后，离开饭店，驱车前往王舍城 

王舍城Rājagrha：原意为「王之居所」是佛陀时代恒河以南

摩揭陀国Magadha的首都。当佛陀证得正觉后，率领千余僧人

重回到王舍城时，即受到盛大的欢迎;当时的王舍城就成为北

印度革新宗教的新兴之地和南方的传教中心。 

10:00-12:30 参拜那烂陀大学、耆婆芒果园精舍、竹林精舍 

●那烂陀大学，在五世纪初由笈多王朝的戒日王所创建，尔

后历经七个国王屡次增建，被列为世界上最古老大学的代表

之一。此城名原意「赐莲之地」或「神知之地」。在五至十

二世纪之间，尤其以东方艺术和佛教教学的最高学府而享有

盛名。玄奘大师曾在此留学15年之久，兴盛时期，最多有老

师1,500名之多及学僧1万多名，在此研习中观、瑜伽、密教

等各派的义理，弘扬大乘佛法。玄奘大师曾跟随当时的校长，

被尊称为唯识学派正法藏的-戒贤法师参学，最先译出的是瑜

伽师地论。受玄奘大师积极求道精神影响，义净三藏也经由

南海的航路到此留学。十三世纪初，蒙兀儿王朝的回教军团



Bakhtiyar Khalji，攻略比哈尔地区时，不能幸免地那烂陀

大学也遭到火攻，建筑物、经典、书籍等延烧了六个月之久，

就从此埋藏于地下七百年。直到 1915~37年及1974-1982才陆

续再出土。 

第一次的结集只有经和律而已，经的梵语叫修多罗，律叫做

波罗提木叉或叫毘奈耶。 

●耆婆芒果园精舍(Jivaka Amravana Vihara)从频婆娑罗王

的牢房步行不久，灵鹫山的牌楼就竖立在左手边。穿过牌楼

不远处，便可在左手边见到一遍石造房屋的遗迹，这里就是

耆婆芒果园精舍。耆婆是当时频婆娑罗王和阿阇世王的御医，

并负责照料佛陀在王舍城时的身体健康。 

●竹林精舍Venuvana Vihara是佛教史上第一座供僧团安居

净住的僧院，又称「迦兰陀竹园」。 

当时，王舍城内的著名异教徒，舍利弗因闻佛陀所说：诸法

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缘起真理

后，顿断见惑而证初果，并偕同目犍连共率弟子二百人，跟

佛陀出家。两人日后也都分别成为佛陀十大第子，舍利弗智

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 

13:00-14:00 享用饭店内自助式午餐 

14:30-16:30 参拜灵鹫山 

●灵鸠山矗立于层层峰峦中，山光水色尽收眼底，当年佛陀

在此讲《法华经》所在地。灵鹫山 Griddhakuta，灵鹫山又

称灵山，因山石状似鹫而得名，在佛典中被记载最多次的山，

在经典常以「耆阇崛山」称呼。大乘经典中，尤其是《妙法

莲华经》、《楞严经》、《法华经》、《大无量寿经》、《观

无量寿经》、《般若经》等，根据经典所述都是在灵鹫山宣

说的。在奇岩下的洞窟群分别是世尊-香室Saptaparni Cave，

阿难及舍利弗等弟子们禅坐修行的地方，而唐朝高僧玄奘大

师也曾在这里闭关过1年。传说叛教的提婆达多Devadatta，

有一次就是躲在山中的某处，趁佛陀不注意时丢下大石并砸

伤了佛足。▲说法台，位在半山腰处，被四周群山所环抱，

是典型笈多王朝的僧院遗迹，是为纪念佛陀而建。法华文句

卷一：「前佛今佛皆居此山，若佛灭后罗汉住，法灭支佛住，

无支佛鬼神住，既是圣灵所居，总有三事，因呼为灵鹫山。」

由经典可以得知，灵山就是圣灵所居，到了灵山，就是进入



佛的净土。 

16:30-19:30 驱车前往巴特那 

19:30-20:30 享用饭店内自助晚餐。 

住宿饭店参考:The Panache Hotel或Maurya Patna或同级 

 

(11/23 星期四) 

第六天  巴特那 (约70KM/车程约2小时) 畏舍离 (约230KM/车程约5

小时) 拘尸那罗 

07:30-10:00 早餐后，离开饭店，驱车前往畏舍离 

10:00-11:30 参拜畏舍离遗迹 

●畏舍离 (VAISALI)此地是最早成立比丘尼僧团的地方，传

说佛陀的姨妈向佛陀要求出家三次都不允许后经阿难说情，

佛陀特订『八尊师法』后才允许女众出家为比丘尼。并可参

观阿育王在此建造纪念塔遗迹、畏舍离城池遗迹、阿育王石

柱、阿难舍利塔。 

11:45-12:45 饭店内享用午餐 

13:00-18:00 驱车前往佛陀大般涅盘之处─拘尸那罗。 

18:00-19:00 参拜涅盘寺 

●涅盘寺，寺内供奉的卧佛是佛陀圆寂前对弟子说法时的右

卧姿态及佛陀大般涅盘遗址区─卧佛殿、大涅盘塔、园区内

塔寺遗迹。安迦罗塔─又称兰巴尔塔，塔下发现有孔雀王朝

时期的僧院遗迹。据『大般若涅盘经』记载，佛陀在阿利罗

跋提河边的两棵娑罗树间圆寂。 

19:00-20:00 享用饭店内自助晚餐。 

住宿饭店参考:Lotus Nikko Hotel或Imperial或Residency

或同级 

 

(11/24 星期五) 

第七天  拘尸那罗 (约238KM/车程约5小时) 舍卫国 

08:00-13:00 早餐后，离开饭店，驱车前往舍卫国 

舍卫国:2500年前北印度最强大的憍萨罗国首都，国泰民安康

富饶富庶，佛陀在49年的弘扬佛法的岁月中有25年是在此度

过，在这里有许多关于佛教的故事，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佛

陀求法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佛陀在舍卫国讲述了金刚经及阿

弥陀经两部经典。 



13:00-14:00 饭店内享用自助式午餐 

15:30-17:30 参拜续前往舍卫城， 

●参拜佛说阿弥陀经之地--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当年须

达长者用金砖铺满园林向祇陀太子买地建精舍以供养三宝作

为佛陀弘法之处，其遗迹可看出当年佛教盛况。 

●鸯掘摩罗塔(Angulimala's Stupa)根据佛经的说法：「鸯

掘摩罗」是一位误信收集100只手指头就能成神的「婆罗门」

教徒，经佛陀(释尊）教化后便也出家，为了纪念「鸯掘摩罗」

痛改前非而皈依佛陀(释尊)这件事情，便盖了一座佛塔

(Stupa)。 

18:30-19:30 享用饭店内自助晚餐。 

住宿饭店参考:Lotus Nikko Hotel或Pawan或Residency或同

级 

 

(11/25 星期六) 

第八天  舍卫国 (约185KM/车程约5小时) 伦比尼(尼泊尔) 

07:30-12:30 早餐后，离开饭店，驱车前往边境办理 印度出境 + 尼泊尔

入境手续，续前往佛祖出生地。 

印度尼泊尔边境的伦比尼，此处是佛陀 - 释迦牟尼的诞生

地。伦比尼~这个迎接佛陀来临世间的宁静乡野，是佛学弟子

感念佛恩、关注顶礼的朝圣吉祥之地。 

12:30-13:30 饭店内享用自助式午餐 

14:30-17:00 参拜伦比尼圣园 

●伦比尼圣园─参观仿加德满都四眼天神庙所建的摩耶夫人

庙、令佛教徒震撼与渴望一见的佛陀诞生地点 － 砖房遗迹、

传说色彩浓厚的菩提树；圣园中的重要遗迹---孔雀王朝阿育

王为纪念佛陀诞生所竖立的石柱(ASOKA PILLER)公元636年

唐僧玄奘曾到过的僧院与佛塔遗迹，以及圣水池(PUSKARNI 

POND)。据说有佛缘的弟子可以从池水倒影看到自己前世的模

样。 

18:30-19:30 享用饭店内自助晚餐。 

住宿饭店参考:Buddha Maya Hotel或Lumbini Garden或Red 

Sun或同级 

 

(11/26 星期日) 



第九天  伦比尼  加德满都  

09:55-10:30 

或 

11:20-11:50 

搭机前往加德满都 

YT-892  1120-1150 

U4-852  0955-1030 

13:00-14:00 外用餐食-享用当地中式料理 

14:00-15:30 驱车前往巴平 

15:30-17:00 参拜莲花生闭关山洞、及喇嘛教寺庙 

18:00-19:30 外用餐食-享用当地尼泊尔料理+民俗舞蹈表演 

20:00-20:40 返回住宿饭店 

住宿饭店参考:Radisson Hotel或Gokarna或Soaltee或同级 

 

(11/27 星期一) 

第十天  加德满都 (苏瓦杨布纳佛塔、加德满都古城、南无菩陀山) 

07:30-12:00 早餐后，前往参拜:距离加德满都约1.5小时的南无菩陀山。

抵达后，参拜佛陀舍身喂虎之地。 

12:30-13:30 外用餐食-享用当地中式料理 

14:00-17:00 午餐后，下午参拜加德满都古城、苏瓦扬布Swyambunath(四

眼天神庙) 

●杜巴广场附近的古迹群，如著名的活女神庙；活女神的职

责除保护王室、接受信徒膜拜外，旅客只要随手奉喜，再拍

手呼唤，活女神便会现身窗口(但严禁拍照)，及黑色拜拉瓦

神像、白色拜拉瓦神像、德廷布佛塔。 

●苏瓦扬布Swyambunath，又称为四眼天神庙。苏瓦扬布已有

2500历史，是加德满都七大古迹之一，站在佛塔旁的小广场

上可眺望整个加德满都谷地及平原，这个充满灵气的地方是

世界的文化遗产，已列入UNESCO保护名单。 

18:30-19:30 外用餐食-享用当地中式料理 

19:30-20:10 返回饭店休息住宿 

住宿饭店参考:Radisson Hotel或Gokarna或Soaltee或同级 

 

(11/28 星期二) 

第十一天  加德满都  中国(或东南亚)  

07:30-12:00 早餐后，前往参拜:密勒日巴的闭关洞-桑固 

抵达后要开始上山，约需30分钟。桑固有十个圣地，密勒日



巴圣地、龙树自塑像圣地、金刚瑜伽女庙、哥惹那大师的闭

关洞与八十四位印度大手印成就者的所共同加持的山洞。另

外还有四个小洞、帝洛巴、那洛巴、马尔巴、林惹巴等，都

曾在此闭关的小洞。 

13:00-14:00 外用餐食-享用当地中式料理 

14:30-17:30 午餐后，前往参观巴丹、时间许可前往塔美尔区逛街 

●巴丹PATAN古都(UNESCO世界遗产)，为尼泊尔佛教中心，有

美丽之都之称。抵达后徒步进行市区观光，参观古色古香的

建筑群：【旧皇宫、克瓦黄金庙、千佛塔、印度庙】等名胜

都集中于此，此区的街道建筑本身即是手工艺技术的表现。 

18:00-19:30 外用餐食-享用当地尼泊尔料理+民俗舞蹈表演 

20:00-21:00 前往机场搭机，挥别兼具神秘性与自然性合一的古国。 

 返回台湾的航班为KA103 23:00飞往香港 

请您自行预定相近的航班时间。 

 

(11/29 星期三) 

第十二天  加德满都  中国(或东南亚)  

 抵返家园。 

 

 

★本行程、航班仅供参考，实际行程顺序以当地安排为主，如有不便之处，

请您见谅！  

★礼佛路线非观光团行程，当地住宿、吃餐，皆以当地最优质设定，敬请体

谅！  

 

特别注意事项：  

1. 食: 印度餐食，除少数特定餐厅外，大部分于饭店内使用，[自助餐式]，

若烹饪口位及菜色不易适应之团员，可自行携带方便面、罐头、肉干等，

可自备电汤匙及转换插头。当地生水请勿生饮，请饮用矿泉水。(印度入

境通常不检查行李，客人可以准备零食、泡面等。)  

2. 医药保健: 胃肠药品、感冒药及个人常用药品请务必自备，因印度药房

部自售药品，需经合格医生检查之后所开立处方才可售出药品，女士生

理用品请自备足够，旅途中若有任何身体不适，请别客气，应立即告知

领队或导游以并处理。 



3. 旅客可携美金，于机场或住宿饭店柜台兑换印度卢比(RS)，汇率约 1USD：

60RS，但有些地方会收 3%手绩费，所以可事先询问领队或导游。 

4. 印度、尼泊尔游览车皆为印度国产，因印度路况不良，故车况较不佳，

敬请见谅。 

5. 饭店: 饭店内没有牙膏、牙刷、拖鞋，敬请自带。印度饭店内没有提供

饮用热水或煮水器具，若有喝热水习惯之客人请自备自备变压器、电汤

匙、及钢杯容器。 

6. 台湾的手机带往印度，在大城市均可漫游，但小地方通信不良，可能收

不到讯号，但得视各不同电信公司和当签约状况而定。 

7. 德里机场"出境时"，因安全检查严格，随身行李请尽量简便，身上仅携

带钱包、护照等贵重物品及重要文件等，其他物品如电池，请依规定放

在大行李里拖运。 

 
 
朝聖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