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古都 - 西安、韓城、漢中．深度藝文之旅 

今年六月中旬，伴隨關中平原初夏的涼風．．． 

歡迎大家與新月一起暢遊中國千年古城西安、韓城、漢中！ 

◆ 親訪大唐盛世的輝煌宮殿群，揭開大明宮考古遺址的神秘面紗 

◆ 領略八百里秦川的壯濶、品嚐道地民家的古樸美味 

◆ 走進司馬遷故里-韓城，飽覽關中最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參觀芮國遺

址博物館，品鑑兩千多年前黃河畔令人嘆為觀止的商周珍貴出土文物！ 

◆ 挺進三國時期的戰略要地-漢中，走訪定軍山、武侯祠(武侯墓)、漢中

博物館，遙想三國時期風起雲湧的英雄年代！  

◆ 探尋終南山下清悠古樸的佛教聖地，汲取皇家寺院與避暑之地的秀美

靈氣 

【時間/航班】8 天 (6/14-6/21)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班  出發/抵達時間  

桃園國際機場  西安咸陽國際機場  CI561 13:10-16:55 

西安咸陽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CI562 18:10-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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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點】行程尚在微調，最終確認之行程將以行前說明當日的資料為準！ 

6/14(五) 第 1 天 台北集合出發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護城河邊的薇酌飲 
住宿：西安皇城豪門大酒店 

下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班機，直飛西安咸陽國際機場，預計傍

晚抵達西安，晚餐後入住酒店。 

6/15(六) 第 2 天 西安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當地特色餐 
住宿：西安皇城豪門大酒店 

走訪終南山的佛教聖地：香積寺、淨業寺、草堂寺 

◆香積寺 

始建於隨末，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

「淨土宗」的祖庭。 

唐高宗永隆二年，淨土宗創始人之一善導

大師圓寂後，弟子為紀念他的功德，重修

了香積寺和供養塔，使香積寺成為中國佛

教淨土宗正式創立後的第一個道場。 

相傳唐高宗及武則天曾經到此禮佛，並賞賜了千餘顆舍利給寺院供養。

香積寺的名稱來自於佛典《維摩詰經》：「天竺有眾香之國，佛名香積」。 

◆草堂寺： 

建於東晉，是三論宗的祖庭；佛教傳入中國

後的第一個譯經場，被喻為是佛教中國化的

起點，是後來佛教三大譯場中時間最長，規

模最大的。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在此譯經時，

譯經場是用草苫蓋頂，故取名草堂寺。 

據傳唐高祖李淵還是鄭州刺史時，曾經為

了次子李世民的眼疾到草堂寺求佛保佑，並塑石佛送到寺院內供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BA%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5%A4%AA%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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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寺後院的竹林中有一口古井，經常煙霧升騰，與周圍的山崗水氣混

為一體，形成了草堂煙霧的美景，成為著名的關中八景之一。 

◆淨業寺 

建於隋初，是佛教律宗的祖庭，唐代時淨

業寺因傳揚律法而達到鼎盛。 

唐初高僧道宣在此修行及弘法，因無水可

用想挖地取水，但才開挖一尺就有清泉湧

出，故又稱「白泉寺」。這個隱身在山中的

千年寺院，古樸靈秀靜謐，處處皆有禪意。 

6/16(日) 第 3 天 西安→韓城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當地特色餐(大清花餐廳) 
住宿：格蘭雲天大酒店 

上午參觀大明宮遺址公園，下午離開西安市前往司馬遷的故鄉，千

年古都-韓城，車程約 3 小時，沿途可欣賞黃土高原獨特的景緻。 

◆大明宮遺址 

大明宮是唐代長安城三座主要宮殿中，規模

最大的一座。建於貞觀八年(634 年)，是唐

太宗為父親李淵修建的夏宮-永安宮，貞觀

九年，李淵去世後才改名「大明宮」。 

高宗繼位後，對大明宮進行了大規模擴

建並入住其中，自此大明宮才算基本建

成，總體面積達 3.2 平方公里(是北京故

宮的 4.5 倍大)，從此大明宮也成為唐帝

國的統治中心，長達 234 年。直到僖宗

時因戰亂被燒毀，數年後因戰備原因，

宮殿遺跡遭拆除，此後即成為一片廢墟。 

現今的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是以唐代大明宮的建制為基礎，重建大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B%E5%AE%97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NO41IWr!o0HTmQA2l4TB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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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的歷史樣貌，並透過大型的地下博物館，以及互動式考古探索中心，

讓遊客得以體驗盛唐的繁華榮景與千年歲月的滄桑。 

其中，大明宮的正門「丹鳳門」，在唐代時被稱為「國門」，是大明宮中

軸線的起點，萬邦來朝時首先看見的就是丹鳳門，這是大唐帝國的國家

象徵，故有「盛唐第一門」之稱。 

考古發掘的丹鳳門遺址墩台，其規模之大、門道之寬、馬道之長均為目

前隋唐城門之最。丹鳳門的北面有 60 公尺長的皇帝專用御道，北丹鳳

門大街寬達 176 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寬的街道。 

6/17(一) 第 04 天 韓城 

早餐：飯店內 午餐：農家風味餐 晚餐：中式合菜 100(大秦魚居) 
住宿：格蘭雲天大酒店 

韓城，古稱「龍門」，西周武王封子於此稱「韓國」；也是西漢著名史

學家司馬遷的故鄉。古城區內的街道、建築、四合院民居，風貌古色

古香格局保存完好，是文物薈萃之地，素有「文史之鄉」與「關中文

物最韓城」的美譽，被中國定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黨家村 

至今已有近 700 年歷史，是中國北方典型的傳統四合院民居所組成的寨

村，目前仍有 300 多戶人家，現存多為明清樣式的建築，保存相當完整。 

走進黨家村，古老的石砌巷道、形式多樣的高大門樓、考究的上馬石、莊

嚴的祠堂、挺拔的文星閣、神秘的避塵珠、華美的節孝碑，以及佈局縝密

的四合院，都在無聲的向人們訴說著黨家村昔日的興盛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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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帶村芮國遺址博物館 

芮國，是殷商時期的古老國度，武王建周

之後所分封的姬姓諸侯國之一，直到春秋

時期被秦穆公所滅。亡國後，芮國君主的

宗室就以國為姓，但由於缺乏文獻記載，

芮國歷史鮮為人知。 

直到 2005年，韓城梁帶村發現一處兩周時期的諸侯國墓葬群，包含 1300

多座的兩周墓葬（帶有墓道的大墓就有八座），以及許多車馬坑與陪葬坑，

而且研判都沒有被盜的痕跡。 

大墓中出土大批帶有「芮公」「芮太子」「芮姜」等字的樣文物，令人震驚

的梁帶村遺址，就此揭開這個沉睡了兩千多年的古芮國神秘面紗。 

芮國遺址博物館，2018 年 2 月 14 日才正式開放參觀，博物館建築的造

型靈感來自於芮國夫人芮姜的首飾盒。展出有青銅器、金器、玉器等 798

件珍貴文物，以及數萬件出土的兩周時期文物。 

6/18(二) 第 05 天 韓城→西安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良元粵菜風味) 
住宿：賽瑞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韓城文廟 

位於韓城市古城的東學巷，是陝西省現存 13

世紀以來，最完整且較具代表性的元代建築

群，雖經歷代重修，但主要建築結構與形制基

本未變。韓城市博物館附設於文廟內，直接運

用古建築格局來陳列及展示韓城歷史文物。 

◆司馬遷祠 

建於西晉，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墓葬，以及

後世為他所建的祠廟，位於韓城市芝川鎮的山

崗上，沿山崖由下至山頂而建。登上頂峰，東

望黃河，西眺梁山，南瞰古魏長城，北觀芝水，

風光秀麗氣勢壯觀。 



6 

◆戰國魏長城遺址 

魏長城又稱先秦長城，比秦長城早 130 年，

至今已有 2300 多年歷史。戰國時秦魏邊境

戰事不斷，魏國為了抵禦秦國侵擾，在黃河

西岸的交界處修築了長城。 

魏長城遺址，對於研究戰國時期秦魏等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具

有極高價值，被列為中國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 

6/19(三) 第 06 天 西安→漢中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漢中魚宴 
住宿：艾斯國際大酒店 

搭乘動車(高鐵)前往兩漢及三國時期的兵家必爭之地，一個已經有

2300 多年歷史的重鎮-漢中。 

早在西元前 312 年秦惠文王就在此置漢中郡。西元前 206 年，劉邦

在此屯兵「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最終平定三秦統一天下，成就大

漢王朝四百多年基業；三國時期更有多半的故事，都是發生在漢中！ 

◆定軍山 

三國古戰場，有「得定軍山則得漢中，得漢

中則定天下」之說，因劉備的老將黃忠在此

斬殺了曹操的征西將軍夏侯淵而聞名。 

東漢末年，西元 215 年，曹操平定了漢中，

派大將夏侯淵、張郃留守，並在定軍山及天

盪山各隘口駐兵。 

同年劉備趁曹操在漢中勢力尚未穩定之際進兵，老將黃忠打敗了駐守天

盪山的張郃後，又乘勝奪取定軍山，曹操的大將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

忠斬殺，劉軍因而奪得了定軍山。 

定軍山之戰讓劉備奪得漢中西蜀北部的咽喉之地，正式奠定三分天下的

局面。黃忠則是因此戰役晉升為蜀漢的征西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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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墓 

即諸葛亮墓，在勉縣定軍山下。西元 234

年，諸葛亮病逝於北代途中，因生前受

封「武鄉侯」，死後追封「忠武侯」，後

世尊稱為武侯。 

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死前曾經立下遺言，死後要

「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據傳後主

劉禪就是依諸葛亮遺命，將他安葬在定軍山下。 

武侯墓經歷千餘年歷史，在元明清三代都有進行大規模的修建及擴建，

現今的墓園是一座三院並聯的大廟，墓冢則位於墓園的後方，墓園內有

許多歷代讚頌諸葛亮的詩詞，以及記錄修墓過程的石碑。 

◆武侯祠 

同樣位於勉縣定軍山下，但與武侯墓隔著

漢江遙遙相對，是由後主劉禪下詔所立的

祠，是中國唯一由皇帝下詔並撥經費修

建的祠廟，故有「天下第一武侯祠」之稱。 

歷代文人墨客，如唐李商隱、宋陸遊、明

薛宣、清王士禎…等，都曾來此賦詩題字，目前保留下來的碑石、匾、對

聯，超過百件。 

6/20 (四) 第 07 天 漢中→西安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銅鍋涮羊肉 
住宿：賽瑞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古漢台 

西元前 206 年，在鴻門宴之後，劉邦被

西楚霸王項羽逼到漢中封為漢王，漢中

的太守在城東南為劉邦建造行宮，稱為

漢台；後來因為年代久遠，行宮遺址被稱

為古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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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漢台曾一度荒廢，到了南宋時期才被改建為供官員休閒娛樂之所，

宋朝至民國時期，則是漢中府署所在地；1958 年闢為漢中市博物館至今。 

現今，古代的行宮建築早已損毀，只遺留下一座由三級台地和 7 公尺高

台構成的夯土台基，是一個具典型秦漢宮廷形制的遺址，後人常將這個

台基視為漢代基業的象徵。 

高台上的望江樓歷代多次遭損毀，現存的建築是民國時期重建的，它是

人工夯土修建的具有秦漢宮廷模式的高台建築。 

◆漢中博物館 

成立於 1958 年，是以古漢台為館址，

進行修建，其建築主要以古漢台原有的

建築風格和佈局，自南而北逐級升高的

三個院落組成。 

館內館內珍藏有歷代碑刻、拓片、書畫等珍貴文物一萬多件，其中以石

門十三品最負盛名。另外還有漢中地區的漢代史蹟、漢中的宋墓出土文

物、古代名人字畫、館藏宗教造像藝術…等。 

◆石門十三品 

石門十三品，又稱漢魏十三品，是 13 件著

名的摩崖石刻的合稱，現藏於漢中博物館。 

「石門」是貫穿秦嶺山脈以連接關中平原

和漢中平原的褒斜棧道南端的一段隧道，

在東漢年間開通，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條人

工開鑿的穿山隧道，屬於蜀道的一部分。 

在隧道兩壁及褒河兩岸的懸崖上，刻鑿有大量褒斜棧道開鑿與修建相關

的題詠與記事，稱為「石門摩崖石刻」，1970 年因修建石門水庫，遂將

淹沒區內最受推崇的 13 件摩崖石刻遷至漢中博物館。 

石門十三品在書法史上有重要地位，其中漢魏時期作品，早在唐宋時就

享負盛名，受歷代考古學家、書法家所推崇，更是研究漢隸的重要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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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五) 第 08 天 西安 

早餐：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漕運碼頭) 晚餐：機上 
住宿： 

◆未央宮遺址 

位於西安市未央區，是漢長安城的主要宮

殿之一，建於漢高祖七年(西元前 200

年)，毀於唐末戰亂，存世 1041 年，是中

國歷史上使用朝代最多、存在時間最長

的宮殿之一。 

未央宮又稱西宮，是西漢的大朝正殿，西漢帝國 200 多年間的政令中心，

西漢以後，仍是多個朝代的理政之地。 

※ 本行程由華旅網際旅行社代辦（交觀甲字第 6345 號） 

 
【團費】滿 16 人才出團。 

※ 團費包含：行程費用、景點門票、車資、保險(200 萬旅約責任險及 20 萬

元意外醫療給付)、領隊/導遊/司機小費、全程導覽耳機費、講師費、講師

團費分攤。但不包含床頭小費、護照等辦證費用、個人花費等。其中講師

費部份，扣除來回時間後以 6 天計算，每人每天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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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早鳥優惠：二月底前報名並繳交訂金，即可享有：  

(1) 全程免費租用可翻牆的 WIFI 機，讓您在行程之中只要是有網路

的地區，上網不再受限制，更可節省高額漫遊費！  

(2) 台北車站 -桃園機場，來回接送。（視人數安排巴士車）  

1. 填寫報名資料： 

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  出生日期  

手機號碼  ｅ-mail  

訂金匯款帳號後五碼  

餐食限制 

或偏好 

□不吃牛肉 □不吃羊肉 □素食 

□其他，請載明                    

2. 繳交訂金：NT$15,000. 

【銀行匯款】第一銀行營業部（銀行代碼 007）／ 戶名：新月社 ／ 帳號：

093-10-136053 

※ 若需刷卡，請直接填寫並回傳刷卡單。 

3. 完成繳費後，將本報名表 e-mail 或傳真寄至＜新月社＞ 

◆ e-mail：news@artfocus.com.tw ◆ 傳真號碼：(02)2511-8812 

4. 尾款，請於行前說明會當日繳交（說明會時間將另行通知） 

※ 行程洽詢：新月社 (02)2571-3740、0932-03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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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社｜新月藝文沙龍  

網站：http://www.artfocus.com.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天津街 25 號 

電話：(02)2571-3740、0932-039410｜傳真：(02)2511-8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