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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心靈課程套裝-(直客專案) 
起訖日期 2020 年 07 月起~12 月 31 日止 

成行人數 兩人成行，(本活動限 18 歲以上-65 歲民眾參加) 

A、B 

套裝行程 

(2 選 1) 

A. 佛光山心靈課程+南橫中之關古道 (中之關古道星期二、四不開放) 

行程:  

第一日 (09:00-17:00) 
08:00 集合出發→09:00 佛光山心靈課程(行禪、坐禪、話禪，茶席文化，
佛館深度導覽、佛教藝術賞析，清淨食藝，靜心抄經) 。 
第二日 
15:00 佛光山心靈課程結束→新威森林公園(20min)→入住飯店或民
宿，享用晚餐→星空陪伴入睡。 
第三日  
07:30 集合出發→09:00 南橫天池、中之關古道健走(長青祠-天池觀景台
-天池-越嶺點-木炭窯遺址-中之關駐在所遺址-中之關古道出口)→13:00
享用午餐→15:00 檨仔腳文化共享空間(30min)→17:00 結束送返左營高
鐵。 
 
配合住宿 平日(日~四) 假日(五~六) 
山水炎民宿 14000 14500 
藏青谷渡假莊園 請來電詢問價錢 

 
費用含: 市區/機場至佛光山單趟接駁、Day2-3 車資、2 天 1 夜佛光山
心靈課程活動(含住宿、餐食)、住宿一晚+晚餐、午餐、華語導遊解說導
覽、200 萬旅遊責任險附加 20 萬醫療險、清涼礦泉水。 
不含: 個人消費、佛光山隨喜功德、國定假日與連假加價費用請電洽。 
 

B. 佛光山心靈課程+月世界步道與美濃客家文化 

行程: 

第一日 (09:00-17:00) 
08:00 集合出發→09:00 佛光山心靈課程(行禪、坐禪、話禪，茶席文化，
佛館深度導覽、佛教藝術賞析，清淨食藝，靜心抄經) 。 
第二日 (09:00-15:00) 
15:00 佛光山心靈課程結束→烏山頂泥火山自然保留區(40min)→入住
飯店或民宿，享用晚餐→微風月光陪伴入睡。 
第三日 (09:00-17:00) 
09:00 集合出發→09:40 月世界景觀步道環湖步道(玉池)→惡地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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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月池，觀景台鳥瞰月世界美景)→登月步道(弦月觀景台)→11:00 品
嘗泥漿茶葉蛋→11:30 享用午餐(當地特色餐食)→13:30 美濃小鎮巡禮，
欣賞中正湖畔風光、客家紙傘 DIY→17:00 結束送返左營高鐵。 
 
配合住宿 平日(日~四) 假日(五~六) 
川雅居民宿 13000 13500 

花季度假飯店 請來電詢問價錢 
 
費用含: 市區/機場至佛光山單趟接駁、Day2-3 車資、2 天 1 夜佛光山
心靈課程活動(含住宿、餐食)、住宿一晚+晚餐、午餐、華語導遊解說、
客家紙傘 DIY 活動、保險 200 萬旅遊責任險附加 20 萬醫療險、清涼礦
泉水。 
不含: 個人消費、佛光山隨喜功德、國定假日與連假加價費用請電洽。 

加購 

4 天 3 夜 

佛光山 

心靈課程 

上述套裝行程費用，加價 TWD 2,800/人，兩人成行。 

費用含: 市區/機場至佛光山單趟接駁、3 天 2 夜佛光山心靈課程活動(含

住宿、餐食)、A 或 B 套裝行程活動費。 

不含: 個人消費、佛光山隨喜功德、國定假日與連假加價費用請電洽。 

 

 

佛光山 

心靈課程 

簡介 

心靈課程內容: 本套裝已含單人套房+餐食+課程活動，茶禪體驗及殿堂

功德依個人隨喜，此活動酌收清潔護持費。 

親炙大師 ── 星雲大師語錄  

禪行生活 ── 行禪、坐禪、話禪  

茶禪一味 ── 茶席文化  

道藝一體 ── 佛館深度導覽、佛教藝術賞析  

蔬食之美 ── 清淨食藝  

深入經藏 ── 靜心抄經 

佛門行儀 ── 行住坐臥四威儀 

與心對話 ── 安住身心，定慧不二 

景點介紹 
A 套裝 

【新威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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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六龜區新威里與新寮里交會處荖濃溪西岸台地上，海拔 200 公尺，

可眺望中央山脈及荖濃溪的山水美景。園區佔地 30 甲，昔為全台最大

的苗圃之一，以培育熱帶林苗木為主，育苗種類多達 200 餘種，其中以

桃花心木、竹子、杉木最多，本為荖濃溪舊河床的一部份，後來因土質

優良而建為苗圃，居民稱為「坪頂」。裡面樹林成蔭，春夏綠意盎然，園

區內有一條長約 2 公里之桃花心木大道，周邊綠樹成蔭，冬末春初，桃

花心木的綠葉會呈現紅黃色，加上鋪滿小徑的落葉，景色顯得詩情畫意，

成排的林木所延伸而成的天然長廊，有著異國風情，常吸引許多情侶前

來散步，是相當熱門的婚紗拍攝人氣景點。 

【天池/中之關步道】 

  

中之關古道是日治時期關山越嶺古道保留下來的路廊。關山越嶺道在日

治時期由理蕃道路修建而來，戰後臺灣省政府以該古道作為原型興建了

台 20 線南橫公路。南橫貫通後，部分舊道被棄，直到玉山國家公園成

立後，才將舊道重新探勘出來，整理成大眾化健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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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關古道沿途巨木林相優美、景觀原始，鳥類及動物資源也非常豐富，

沿路棧道清晰，解說標誌亦稱完善，是一條兼可健行與享受森林浴的路

線；秋冬時節，道路兩旁滿是耀眼的楓紅、櫸木和槭樹，更為碧山綠野

增添紅妝。 

台 20 線南橫公路高雄桃源梅山口至天池段，因莫拉克風災封閉中斷，

導致中之關鮮有人跡。歷經 10 年復建後，此路段於民國 109 年 1 月 13

日正式復通。 

B 套裝 

【烏山頂泥火山自然保留區】 

  

本區是台灣地區所有泥火山區中噴泥口最密集之處，同時也是噴泥錐最

發達的地方。全世界共有 27 處泥火山活動，本區由於景觀特殊，這裡

的泥火山地形易遭受破壞，為了保護此一特殊景觀，農委會於 81 年 3

月依文資法，公告為「烏山頂泥火山自然保留區」。 

【月世界景觀步道】 

  

「田寮月世界」廣泛分布在高雄市田寮區的崇德里、古亭里及內門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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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山里一帶，是全台最早聞名的「月世界」景觀勝地。為了讓更多人能

親近這裡獨特的「惡地」地景，在崇德里的日月禪寺附近近來也舖設了

參觀步道，計有「環湖步道」、「惡地步道」及「登月步道」，圍繞著山谷

相連成環狀的路線，中間除經過「玉池」、「月池」、「天梯」及「弦月觀

景台」等景點，還可遍覽「惡地」猶如月球表面的荒涼景色，再配合「月

世界泥岩地質生態解說中心」的說明，很適合帶領全家來此進行一趟親

子地質教育之旅。 

【美濃中正湖畔風光】 

  

中正湖原名瀰濃湖、中圳湖、中圳埤，位於高雄市美濃區羌子寮溪與大

坑溪的匯流處，建於清乾隆十三年(西元 1748 年)，為一個築堤蓄水而成

灌溉用的人工湖，是高雄市僅次於澄清湖的第二大湖。日據時期改建為

蓄水庫，設置高 6 公尺的土石壩，是當地居民日常生活及農作灌溉所依

靠的唯一水源，後因泥沙淤積，蓄水量大減而降低了灌溉的功能。 

中正湖中建有一「中正亭」，是民國四十五年先總統蔣公兩度蒞臨後而興

建的，並將中圳埤改名為中正湖，在亭中可飽覽湖光美景。民國 85 年

由鄉民發起正名，欲將之更名為「美濃湖」。中正湖東北方有一美濃客家

文物館，提供美濃客家文化與景點的導覽解說，而中正湖旅遊服務中心

則提供出租單車，讓遊客來一趟輕鬆逍遙的環湖之旅，是週休二日親子

同樂的好去處。 

訂購方式 

訂購請直接聯繫金建旅行社 

TEL：+886 07-2221108   FAX：+886 07-2256945 

微信 WECHAT :ZOLA( zolatsai19) ，芃芃 (pengyu7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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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E-mail：kt.bb@hotmail.com      

Skype：mice.gf 或 kt.bb-normal 

付款方式如下(帳單為實收金額，匯款人須自行負擔匯費)： 

1. 臺幣支付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岑雅分行, 銀行代碼：017 

電話：07-2221108 

戶名：金建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賬號：059-09-01125-0 

SWIFT CODE:  ICBCTWTP 059 

 

mailto:kt.bb@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