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來緬甸10日之旅
＄2,500 出發日期： 01/10/2020, 03/20/2020

“ 亞洲隱士”的緬甸以其獨有的自然風光和人文資源吸引

著來自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遊客。仰光的千年歷史大金

塔、曼德勒的世界最長烏本橋、蒲甘的萬千煙雨佛塔

林，茵萊湖的民風淳樸小漁村，都有著千萬種風情等著

你細細發覺。佛教傳入緬甸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佛教

成為緬甸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典範。由於長期軍人執政，

許多遊客望而卻步。如今，新政的自由-使這個個古老的

國家成為近年來的旅行熱點。緬甸之行將帶您體驗舊世

界的魅力和感受一個文化根植於靈性的國家。

特色安排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精選行程：
�� 仰光Yangon: 遠離塵囂的佛都，原緬甸聯邦首都和現

緬甸最大城市，世界三大佛教聖地之一。在這裡可

參觀舉世聞名的仰光大金塔和金碧輝煌的寺廟。

�� 蒲甘Bagan: 緬甸的一座神城，多個世紀之前曾經建造

了400多萬座佛塔組成的塔林，使蒲甘享有“ 四百萬寶

塔之城”的稱號。

�� 伊洛瓦底江：緬甸最大河流，也是緬甸最重要的河

流，您將乘坐遊船一邊欣賞美麗的日落一邊品嘗我

們為您精心準備的點心飲品。

�� 曼德勒Mandalay: 多寶之城，緬甸最後一個王朝雍笈

牙王朝的都城。您可以登上曼德勒山，觀看到落日

時分最美的城市和山下浩瀚的伊洛瓦底江水。

�� 茵萊湖Inle Lake: 泛舟茵萊湖上，欣賞最獨特的景觀�

“ 單腳劃船的漁人”及那水上的村落、古老的寺廟和

浮動花園。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當地優質的旅館。保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精選餐食:
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品嚐其餐飲文化。

特優待遇: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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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仰光Yangon, 緬甸Myanmar
今日航班抵達緬甸首府–仰光。專車接往酒店休息。

溫馨小提示：提前入住登記不包括哦，入住登記時間是在下

午兩點之後。

【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Rose Garden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2天 仰光Yangon
仰光Yangon: 美妙的行程從仰光開始。2500 年前的仰光只是一

個叫德貢(DAGON)的小漁村，1755年雍笈牙王為慶祝全國統

一，將這裡改名為仰光，取意為戰爭平息。如今是緬甸的第一

大城市，蘊藏著緬甸深厚的佛學及歷史文化。�

�� 蘇雷塔Sule Pagoda: 蘇雷塔是仰光市中心區域的地標，塔高

46米，塔身鍍金，塔基呈八邊形。寶塔建成于2000多年前

迎接聖物的和尚自印度返回後，以Kakusana菩薩時代的保

護神Sule的名字命名。塔內塑著仰光大金塔所在聖山的守護

神Sule的神像。佛塔周圍有著許多雕像，最引人注意的是緬

甸的生肖雕塑。

�� 摩訶班都拉公園Mahabandoola Park: 摩訶班都拉公園於1867
年至1868年間建成，為紀念在第一次英緬戰爭期間對抗英

國的緬甸軍事領袖摩訶班都拉而命名。

�� 中央郵政局Central Post Office: 建於1908年。

�� 翁山市場Bogyoke Market: 建於1926年，英國殖民統治晚

期，位於仰光市中心，是仰光最大最熱鬧的集市。該市場

以其殖民時期的建築結構和內部用鵝卵石鋪成的步行街而

聞名於世。

�� 印度區Indian Quarter: 證明了仰光是東南亞偉大的熔爐之

一，中國人也在這裡擁有很大的地位。在這裡，您可以找

到第十九條街，充滿著喧鬧的氣氛。

�� 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裡面收藏有無價的古代文物，

包括屬於緬甸最後一位國王的高達26英尺寶石鑲嵌寶座。

�� 喬達基臥佛寺Kyaukhtatgyi Pagoda: 以一座70米長的巨大的

斜倚佛而聞名，臥佛以手為枕頭，雙眼註視著盤跪在地的

虔誠信徒。

�� 瑞光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 亦稱“ 仰光大金塔”，緬甸

著名的標誌性景點。據傳內藏釋迦摩尼遺髮，瑞光大金塔

始建於公元前六世紀，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經多次重修後，

於1774年重建的。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Rose Garden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仰光Yagon  蒲甘Bagan
�p Nyaung U Market: 蒲甘當地的市場，在這裡您可以找到幾

乎所有的緬甸商品，從傳統的長褲到其他各種衣服，從藤

條到茶葉–國家的特色之一。觀看緬甸人民的日常生活，更

有機會跟當地人民交流。

�� 悉隆敏羅佛塔Htilominlo Pagoda: 位於緬甸的佛教寺廟，建

於悉隆敏羅國王統治期間。聖殿高三層，高度為46米，並

建有紅磚，以其精美的石膏模製而聞名。在寺廟的一樓，

有四個佛像面3向每個方向。

�� 阿南達寺Anada Temple: 被稱為蒲甘最優美的建築，是緬甸

早期寺廟建築藝術和雕塑的傑出代表，被視為蒲甘千年的

靈魂所在。

�� 洞穴寺Ananda Temple:牆壁裝飾著古老的壁畫，壁畫可追溯

到十一、十二、一三世紀。洞穴有四個入口，該建築距地

面約29英尺高。洞長約77英尺。

�� 古彪基佛塔Gubyaukgyi Temple:以精美壁畫聞名的佛塔，此

塔讚頌佛祖五百五十輪迴的動人事蹟。

�� 蘇拉瑪尼寺Sulamani Temple: 建於西元1183年，是蒲甘佛寺

中筆畫最精美的佛寺，也是最重要的一座佛寺，寺名的意

思是「鑲在皇冠上的寶石」。

�� 狄瑪揚義佛塔Dhammayangyi Pagoda: 蒲甘最大的寺廟。

�� 達瑪斯伽塔Dhammayazika Paya:緬甸蒲甘的佛教寺廟。建於

1196年國王納拉帕蒂蘇烏統治時期。寶塔設計圓形，由磚

製成，它的三個露台包含赤土陶瓷磚。在塔頂露台享受日

落美景，俯瞰蒲甘廣闊古老的城市。

溫馨小提示：在炎熱的太陽下保護自己，客戶應該穿長褲，

涼鞋和戴帽子。所有客戶在去參觀佛塔/佛廟的時候需要脫

掉鞋子。

夜晚，在▲達瑞喜宮佛塔Shwezigon Pagoda參加緬甸傳統節

日–★蠟燭節Lighting and Candle Ceremony，寶塔被數百根蠟

燭照亮，為僧侶獻祭貢品以換取特別的祝福和祈禱，相信他們

將在生活中獲得好運。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

【晚餐】晚餐及木偶劇表演

【住宿】Bagan Hotel River View或同等級酒店

第4天 蒲甘Bagan
�p 參觀Minnathu Village蒲甘當地迷人的小村莊。

�� 三佛寺Payathonzu Pagoda: 位於緬甸蒲甘東南部村的佛教寺

廟。寺廟是由三個獨特的小型方形寺廟與拱形走廊和門廓

組成，寺廟的內部包含壁畫，走廊和拱頂的牆壁都被美麗

的油漆和保存完好的壁畫所覆蓋。

�� 南達曼耶寺Nandamanya Pagoda: 建於13世紀中期，塔內的

小室中滿繪精美壁畫。塔外有迦樓的浮雕，迦樓就是毗濕

奴的坐騎大鵬鳥。



從山上眺望，曼德勒全城和伊洛瓦底江景色盡收眼底。

�� 烏敏東色寺Shweyattaw Temple: 烏敏東色寺是實皆市的地

標，白色為主調的寺廟有多達30個並列著的門口，而寺的

內部則設計成一條像新月般窄長的綠色長廊，並有多達45
尊近2米高的佛像整齊排列著，像極了在鏡屋看到的無限

倒映。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Mandalay Hill Resort或同等級酒店

第6天 曼德勒Mandalay
�� 寶迦雅寺Bagaya Monastery: 俗稱“柚木寺”，茵瓦最古老的

建築。寺廟由267根柚木建成，經歷戰爭卻沒有任何損毀，

建成到現在也從沒有翻新過。�

�� 馬哈昂美寺Maha Aungmye Bonzan Monastery: 茵瓦遺址中

最美的建築，1818年由貢榜王朝孟雲國王的皇后捐建為國

師Nyaung Gan Sayadaw高僧的住所。淡黃的牆體上層疊著

煩瑣的雕花，陽光照射下的線條很是柔美，看起來像是一

座歐式城堡。

�p 南明瞭望斜塔Nanmyint Watch Tower: 建於1821年，是緬甸

十九世紀早期建築風格的代表，曾經是茵瓦皇宮舊址。

�� 實皆山Sagaing Hill: 緬甸的宗教中心，山上森林環繞，佛塔

錯落在其中卻依舊讓人覺得寧靜，很多僧侶都會到這裏來

修行，在路途中可隨時遇見僧人們正在休息或者誦經，也

讓這裏成為了緬甸重要的佛教聖地。

�� 考門塔Kaunghmudaw Pagoda: 是緬甸中部撒哈拉以南西北

郊的一座大型塔。斯里蘭卡風格的佛塔，以其蛋形設計而

聞名，在傳統風格的金字塔形緬甸塔中脫穎而出。室內藏

有佛教遺物，這是佐賀地區重要的朝聖旅遊勝地。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Mandalay Hill Resort或同等級酒店

第7天 曼德勒Mandalay  茵萊湖Inle Lake 
茵萊湖Inle Lake: (水鄉澤國)它位於海拔900米美麗的撣邦高原

上，散落著180多個村落，形成了一個寬廣的水上社會。

�p 娘烏鎮Nyaung Shwe:是來茵萊湖的最佳落腳點。

�� 瑞耶瓦寺Shwe Yan Pyay Monastery: 一座迷人的木製修道

院，建於19世紀初。是一個由紅色柚木與橢圓形的窗戶,和

豐富的馬賽克、鏡子裝飾的建築。

�� 泡多屋佛塔Phaungdaw Oo Pagoda: 珍藏了五尊金光閃閃的

佛像。被參拜信徒用金葉層層地貼滿全身。

�� Laymyathna Pagoda & Monastery: 建國初期位於蒲甘的一座

寺廟。

�p 參觀Phwasaw Village: 可以看到典型的緬甸村民的生活。

�p 馬努哈塔寺Manuha Temple: 由蒲甘王朝擄為人質的驃國王

子所建，是蒲甘最重要的寺廟之一，最令人難忘的是三尊

巨大的佛像（一尊臥佛，兩尊坐佛），特別是臥佛。這尊

巨大臥佛極有個性，磚牆內除了一座臥佛外幾無可插足之

處，遊人只能側身而過，一種巨大的逼仄感迎面而來。

�� 伊洛瓦底江Ayeyarwaddy River: 緬甸境內第一大河流，�是

緬甸內河運輸的動脈，緬甸人稱之為“天惠之河”。乘船欣

賞江邊的美景▲河岸塔Bu Phaya以及讓人陶醉的日落美景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Bagan Hotel River View或同等級酒店

第5天 蒲甘Bagan  曼德勒Mandalay
曼德勒Mandalay: 俗稱瓦城，緬甸最忙碌的商業中心和古文化

的代表，是緬甸歷史上著名的國都，也是唯一完整保存下來

的舊都。

�p 烏本橋U Bein Bridge:�該橋橫跨東塔曼湖，是世界最長的柚

木橋，被緬甸人稱為“ 愛情橋”，橋頭到橋尾共建有六座亭

子，在緬甸人看來，這六座亭子體現佛教的“ 六和精神”。是

當地觀賞日落的最佳地點。阿馬拉布拉古城Amarapura，茵

瓦古城Ava(Inwa)和實皆古城Sagaing是曼德勒三大古王城。

�� 達馬哈剛大勇僧院Mahagandayon Monastery: 緬甸最大的佛

教寺院，在這您將參與他們的每日的施捨儀式，了解他們

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奉獻。

�� 曼德勒皇宮Mandalay Palace: 曼德勒皇宮原來是緬甸最後

一個王朝貢榜王朝的皇宮，1859年建成。整個皇宮呈正方

形，為木結構建築，宮內大大小小共有104座廟宇，建築以

紅色，金色為主，遠觀耀眼奪目，金碧輝煌，近看雕廊畫

柱，精美絕倫。

�� 瑪哈穆尼佛像Mahamuni Buddha Image: 瑪哈穆尼佛像不僅

是曼德勒信仰中心，更是緬甸佛教寶藏，與仰光達瑞喜宮

佛塔同樣具有神聖不可動搖的地位。

�� 固都陶佛塔Kuthodaw Pagoda:�位於曼德勒山麓東南處，由

一座主塔和數百座白色藏碑小塔亭組成。亭內共有729塊白

色大理石碑，滿碑刻有佛教經文《三藏經》堪稱“世界上最

偉大的書”。

�� 金色宮殿僧院Shwe Nandaw Kyuang (Golden Palace Monas-
tery)。

�� 獨特僧院Atumashi Monastery: 又稱孔雀寺，由敏東王建於

1857年，曾經是曼德勒最美麗的建築。

�p 曼德勒山Mandalay Hill: 佛教名山，舊稱“ 羅剎女山”，山高

263米，山上共有231座大佛塔和寺院，1000多座小寺院。



詳情請洽各大旅行社或菁英假期 www.travelgogo.com • 全美免費電話: 1-888-992-5988 • 傳真: 1-626-606-3097

行程開始日期 Tour Start Date 不含機票團費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1/10/2020

$2,800 $800
03/20/2020

報價含: Yangon  Bagan • Began  Mandalay • Mandalay  Inle Lake • Inle Lake  Yangaon 的機票

�p 少數民族村落Inpawkhone: 會親眼看精美的紙工藝品製

作過程，以及長頸族–是以擁有長脖子為最美原則，族中

少女固定於5歲開始，由族中長老在脖子上箝上10個小銅

圈，10歲時再箝上10個大銅圈，之後每1年套3個，直到25
個為止。

您還可以看到茵萊湖上最獨特的景觀“ 單腳劃船的漁人”，這

種獨一無二的景象只有在茵萊湖上才能捕捉到，還有湖上美不

勝收的浮動花園及蔬菜種植園。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Novotel Inle Lake Myat Min或同等級酒店

第8天 茵萊湖Inle Lake
�p 水上集市Morning Market: 每隔五天，在湖上會有一次全湖

的集市，來自生活在湖上的各個民族人交易各自的勞動產

品，這是了解當地人文風采的最佳時機。

�p 茵汀村Village of In Dein: 乘船沿著運河到茵汀村，從這裏可

以俯瞰茵萊湖及山谷的美景。您還將探索古老的良奧哈佛

塔Nyaung Ohak和Shwe Inn Thein Paya佛塔，建於17和18世
紀,這是由一千多尊殘破佛塔組成的建築群。

溫馨小提示�:由於水上集市位置偶有變化，可能會換到其他

時間參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Novotel Inle Lake Myat Min或同等級酒店

第9天 茵萊湖Inle Lake  仰光Yangon
早餐後,前往Heho機場返回仰光。到達仰光後在酒店短暫休息

後，下午您可以自由享受在仰光的悠閒時光。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晚餐

【住宿】Rose Garden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10天 仰光Yangon  美國USA
早餐後，搭機飛往美國，結束緬甸10日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
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
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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