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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及航班資訊 

集合時間 ◎ 2015年10月17日 (六) 
08:00集合 

集合地點 ◎ 景美女中 

 

航班資訊： 

去程10／17 台北松山-山西太原武宿 FE101 11:00-14:00( 3小時) 

回程10／24 山西太原武宿-台北松山 FE102 15:50-19:30(3小時40分) 

集合航廈櫃檯：松山國際機場第一航站　櫃檯：遠東航空 
松山機場服務專線：03-2733728 

 

專業領隊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陳旗全 0932-204-621 

國裕 
旅行社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梁信培 02-2581-3036 
02-2581-8500 

 
地區 氣候 幣別 匯率 

山西 24 - 0°C 人民幣(RMB) 1人民幣(RMB) 約 5 (新台幣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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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第一天 
10/17 (六) 

景美女中→松山機場→太原機場 
太原/祁縣/平遙： 
喬家大院 

平遙會館五星房 
平遙 城隍廟街120號 
+86-354-5685466 

第二天 
10/18(日) 

平遙/介休/臨汾： 
平遙古城(古城牆、明清街、日昇昌、含電瓶車) 
→張壁古堡 

金都花園飯店 
臨汾市 堯都區迎賓大道1號 
+86-357-2688888 

第三天 
10/19(一) 
第四天 

10/20(二) 

臨汾：臨汾一中學校交流 

第五天 
10/21(三) 

臨汾/壺口/靈石/榆次： 
黃河壺口瀑布→王家大院 

萬豪美悅國際酒店 
晉中市 榆次區 迎賓西街 
+86-354-3169999 

第六天 
10/22(四) 

榆次/代縣/大同 
雁門關(含電瓶車)→內長城遺跡(遠觀)→雲岡石窟(含電瓶車) 

貴賓樓假日酒店 
大同市 吳興區迎賓街37號 
+86-352-2118888 

第七天 
10/23(五) 

大同/恒山/五臺山/太原： 
懸空寺→五臺山景區（顯通寺、塔院寺、菩薩頂、萬佛閣） 

花園國際酒店 
太原 解放北路83號 
+86-351-3131888 

第八天 
10/24(六) 

太原： 
煤炭博物館(動感電影+小火車)、晉祠 
山西武宿機場→松山機場→景美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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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理/經濟介紹── 
山西，簡稱晉，又稱「三晉」，是中國的一個省，位處華北，東靠太行山。因在太行山以西，故稱山
西。省會太原，古時又稱「并州」。省境內春秋時為晉國之地，故簡稱晉。 
山西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擁有眾多的古遺址，號稱「地上文物中國第一」。傳說中堯都平陽（今
臨汾）、舜都蒲板（今永濟）、禹都安邑（今夏縣），都在山西境內建過都。臨汾有堯廟、堯陵，沁水
有舜王坪，河津的龍門則是夏禹治水的所在，又叫禹門口。 
處於中緯度地區。山西坐落於黃土高原東部，有太行山和呂梁山兩座大山，省內最高峰是五臺山，
3058米。境內由東北到西南依次分布著大同盆地、忻州盆地、太原盆地、臨汾盆地、運城盆地、長治
盆地。 
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季寒冷乾燥，溫差較大；夏季降水集中，春秋時間短。接鄰省區：河北、陝西、河
南、內蒙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受「小三線建設」及「支援內地」之惠，社會經濟曾一度快速發展。文革期間
集體主義建設突出，曾湧現了象大寨這樣的集體主義經濟模範。毛澤東為此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
召。改革開放後經濟轉而主要依靠地下豐富的煤炭資源，逐步依託煤發展電力及煤化工，大同、太原等
地均有大型煤礦。近些年來，山西正在逐步扭轉以資源密集型產業為重點的單一經濟模式，努力在高技
術，高附加值的相關產業上做文章，並且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 
山西是工業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和煤炭生產大省。與其他省份的經濟發展速度相比，山西屬於中等發展
速度省份，經濟總量居全國中等水平。 
 
山西特色── 
文化歷史悠久，全省共有3處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雲岡石窟、五台山）、5處國家重點風景名勝
區、5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2處中國歷史文化名鎮、4處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以及位居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最、共270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有黃河壺口瀑布、五台山、恆山、北武當山、五老峰、雲岡石窟、晉祠等地。國
家歷史文化名城有大同、平遙、新絳、代縣、祁縣、太原。此外還有眾多著名山西民居：喬家大院、王
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孔祥熙故居等。 
此外山西還是佛教與道教盛行，其中有中國佛教四大聖地之一的五台山，此外還有佛光寺、華嚴寺、應
縣木塔、恆山懸空寺、解州關帝廟、永濟普救寺、卦山天寧寺、芮城永樂宮、平遙雙林寺、洪洞廣勝寺
等地。 
山西人習慣食用麵食，山西麵食也為其主要飲食方式及內容，其中根據面料及做工有更細的類別。包括
莜麵栲栳栳、刀削麵、剔尖、擦尖、抿尖、貓耳朵、燒賣、沾片子、長子炒餅等。山西人在飲食中習慣
添加陳醋，其中山西老陳醋最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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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規劃 

第一天 
景美女中→松山機場→太原機場 
太原/祁縣/平遙： 
喬家大院 

【餐食】午／機上餐食　　晚／平遙會館 

宿：平遙會館五星房或同級 

本日早上於景美女中集合後乘車前往松山機場，於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班機飛往太原機
場，抵達後驅車前往喬家大院，之後到平遙住宿。 
 
太原武宿機場→1時→喬家大院 

喬家大院  
位於祁縣喬家堡村正中。這是一座雄偉壯觀的建築群體，從高空俯視院落佈
局，很似一個象徵大吉大利的雙“喜”字。整個大院佔地8724平方米，建築面
積3870平方米。分六個大院，內套20個小院，313間房屋。大院形如城堡
，三面臨街，四週全是封閉式磚墻，高三丈有餘，上邊有掩身女兒墻和了望
探口，既安全牢固，又顯得威嚴氣派。被專家學者恰如其分地讚美為“北方
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喬家大院→45分→平遙古城 
 
　 
 
 
 
 
 
 
 
學習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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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啟程 
能在旅途中，找到與自己心靈相契的同伴們一起飛翔，是何等難能的幸福！試由身邊一位同伴中捕捉訊
息，或是其臉上的光華、或是她說話時的音調語速、或是其肢體各種細微的動作，細細加以描繪，並揣
摩她此刻出發的心情。 
 
 
 
 
 
 
二、抵達 
跟隨著心靈出走，當飛機準備緩身降落時，此刻的妳，對於目的地山西第一眼的想像是什麼？步出太原
國際機場，舉目所及，妳第一張「眼中的照片」又是如何？試就二者分別細心勾勒。 
 
 
 
 
 
 
 

 
[喬家大院] 
    位於祁縣喬家堡村正中，是喬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聞名海內外的商業家喬家第三代喬致
庸的堂名。喬家大院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後多次增修，時間雖跨越了兩個世紀，卻保持了建築風格的渾
然天成。 

這是一座雄偉壯觀的建築群體，從高空俯視院落佈局，很似一個象徵大吉大利的雙“喜”字。整個大
院為全封閉式的城堡式建築群，佔地8724平方米，建築面積3870平方米。分六個大院，內套20個小院
，313間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臨街，四週全是封閉式磚墻，高三丈有餘，上邊有掩身女兒墻和瞭
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顯得威嚴氣派。其設計之精巧，工藝之精細，充分體現了我國清代民居建築的
獨特風格，具有相當高的觀賞、科研和歷史價值，確實是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寶庫，被專家學者恰如其
分地讚美為「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難怪有人參觀後感慨地說：「皇家有故宮，民宅著喬家」。 

喬家大院院三面臨街，不與周圍民居相連。週邊是
封閉的磚牆，高10米有餘，上層是女牆式的垛口，還
有更樓，眺閣點綴其間，顯得氣勢宏偉，威嚴高大。大
門坐西朝東，上有高大的頂樓，中間城門洞式的門道，
大門對面是磚雕百壽圖照壁。大門以裡，是一條石鋪的
東西走向的甬道，甬道兩側靠牆有護牆圍台，甬道盡頭
是祖先祠堂，與大門遙遙相對，為廟堂式結構。北面三
個大院，都是蕪廊出簷大門，暗欞暗柱，三大開間，車
轎出入綽綽有餘，門外側有栓馬柱和上馬石，從東往西
數，依次為老院，西北院，書房院。布所有院落都是正
偏結構，正院主人居住，偏院則是客房傭人住室及灶
房。在建築上偏院較為低矮，房頂結構也大不相同，正
院都為瓦房出簷，偏院則為方磚鋪頂的平房，既表現了倫理上的尊卑有序，又顯示了建築上層次感。大
院有主樓四座，門樓，更樓，眺閣六座。各院房頂有走道相通，便於夜間巡更護院。 

綜觀全院佈局嚴謹，設計精巧，俯視成“囍”字形，建築考究，磚瓦磨合，精工細做，斗拱飛簷，彩
飾金裝，磚石木雕，工藝精湛，充分顯示了我國勞動人民高超的建築工藝水準，被專家學者譽之為：
“北方民居建築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因此素有“皇家有故宮，民宅看喬家”之說，名揚三晉，譽滿海內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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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特色 

　　中國的智慧和耐勞精神，創造了巍峨的城牆、莊嚴的宮
殿、秀美的園林，也創造了形形色色的宅院。這些宅院都有自
己獨特鮮活的生命。著名建築專家鄭孝燮說“北京有故宮，西
安有兵馬俑，祁縣有民宅千處。”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祁縣
的民居，集宋、元、明、清之法式，匯江南河北之大成，其中
最為出名的就是喬家大院。《大紅燈籠高高掛》、《昌晉源票
號》、《趙四小姐與張學良》等40多部影視劇曾在此拍攝。 

建築結構 

　　喬家大院位於祁縣喬家堡村正中。這是一座雄偉壯觀的建
築群體，從高空俯視院落布  
局，很似一個象徵大吉大利的雙“喜”字。整個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築面積3870平方米。分六個大
院，內套20個小院，313間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臨街，四周全是封閉式磚牆，高三丈有餘，上邊
有掩身女兒牆和瞭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顯得威嚴氣派。其設計之精巧，工藝之精細，充分體現了我
國清代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具有相當高的觀賞、科研和歷史價值，確實是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寶庫，
被專家學者恰如其分地讚美為“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難怪有人參觀後感慨地說：“皇家有故宮，民
宅著喬家。”  
　　進入喬家院大門是一條長80米筆直的石鋪甬道，把六個大院分為南北兩排，甬道兩側靠牆有護

坡。西盡頭處是喬家祠堂，與大門遙相對應。大院
有主樓四座，門樓、更樓、眺閣六座。各院房頂上
有走道相通，用於巡更護院。縱觀全院，從外面看
，威嚴高大，整齊端莊；進院裡看，富麗堂皇，井
然有序，顯示了我國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調。
整個大院，佈局嚴謹，建築考究，規範而有變化，
不但有整體美感，而且在局部建築上各有特色，即
使是房頂上的140餘個煙囪也都各有特異。全院亭臺
樓閣，雕樑畫棟，堆金立粉，完全顯示了我國古代
勞動人民高超的建築藝術水準，確實是不可多得的
藝術珍品。  

 
大院始建於清乾隆二十年（西元1756年），以後有
兩次擴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擴建約在清同治年間
，由喬致庸主持，第二次擴建為光緒中、晚期，由
喬景儀、喬景儼經手；最後一次增修是在民國十年

後，由喬映霞、喬映奎分別完成。從始建到最後建成現在的格局，中間經過近兩個世紀。雖然時間跨度
很大，但後來的擴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構思進行，使整個大院風格一致，渾然一體。  

　　喬家大院依照傳統的叫法，北面三個大院，從東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書房院。南面三個
大院依次為東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六個大院的稱謂，表現了喬家大院中各個院落的建築順序。 

清乾隆年間，喬全美和他的兩個兄長分家後，買下了十字口東北角的幾處宅地，起建樓房。主樓為
硬山頂磚瓦房，磚木結構，有窗櫺而無門戶，在室內築樓梯上樓。特點是牆壁厚，窗戶小，堅實牢固，
為裡五外三院。主樓的東面是原先的宅院，也進行了翻修，作為偏院。還把偏院中的二進門改建為書塾
，這是喬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傳說偏院外原來有個五道祠，祠前有兩株槐樹，長的奇離古
怪，人們稱為“神樹”。喬家取得這塊地皮的使用權後，原打算移廟不移樹。後來喬全美在夜間做了一夢
，夢見金甲神告他說：“樹移活，祠移富，若要兩相宜，祠樹一齊移。往東四五步，便是樹活處。如果
移祠不移樹，樹死人不富……。”沒有多久，此樹便奄奄一息。喬全美恐怕得罪了神靈，便照夢中指示
的地方，把樹移了過去，樹真的復活了，而且枝葉繁茂如初。這好像是“真神顯靈”，真有其神，於是又
在側院前修了個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時主院與側院間有一大型磚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銜
靈芝的鹿等。土地祠額有四個磚雕獅子和一柄如意，隱喻“四時如意”。祠壁上還有梧桐和松樹，六對鹿
雙雙合在一起，喻意“六合通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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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致庸當家後，為光大門庭，繼續大興土木。他在老院西側隔小巷置買了一大片宅基地，又蓋了一
座樓房院，也是裡五外三，形成兩樓對峙，主樓為懸山頂露明柱結構。通天欞門，門樓的卡口是南極星
騎鹿和百子圖木雕。上有陽臺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磚雕扶欄，正中為葡萄百子圖，往東是奎龍和喜
鵲兒登海；西面為鷺絲戲蓮花和麻雀戲菊花，最上面為木雕，刻有奎龍博古圖。站在陽臺上可觀全院。
由於兩樓院隔小巷並列，且南北樓翹起，故叫做“雙元寶”式。  
　　明樓竣工後，喬致庸又在與兩樓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築了兩個橫五豎五的四合鬥院，使四座院落正好
位於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後來連成一體的格局。  
　　光緒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穩，西北院也由喬映霞設計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連同
原來的灶房，改建為客廳。還在客廳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廁”，增添了異國風情。  
　　喬家大院大門坐西向東，為拱形門洞，上有高大的頂樓，頂樓正中懸掛著山西巡撫受慈禧太后面喻
而贈送的匾額，上書“福種琅環”四個大字。黑漆大門扇上裝有一對椒圖獸街大銅環，並鑲嵌著銅底板對
聯一付：“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字裡行間透露著喬在中堂主人的希望和追求，也許正是
遵循這樣的治家之道，喬在中堂經過連續幾代人的努力，達到了後來人丁興旺、家資萬貫的輝煌。  
　　大門頂端正中嵌青石—塊，上書“古風”。雄健的筆力同這兩個字所代表的承接古代質樸生活作風的
本意，相得益彰，耐人尋味。大門對面的掩壁上，刻有磚雕“百壽圖”，一字一個樣，字字有風采。百壽
圖為“在中堂”主人喬致庸的孫婿、近代著名學者、篆書家常贊春書寫。掩壁兩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題贈
的一付意味深長的篆體楹聯：“損人欲以複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楹額是“履和”。這同作為鉅賈大賈
的喬家所秉承的和為貴的中庸之道是很相宜的。進入大門，走完那長長的甬道，西盡頭處是雕龍畫棟的
喬氏祠堂，與大門遙相對應。祠堂裝點得十分講究，三級臺階，廟宇結構，以獅子頭柱，漢白玉石雕，
壽字扶欄，通天欞門木雕夾扇。出簷以四條柱子承頂，兩明兩暗。柱頭有玉樹交榮、蘭馨桂馥、藤羅繞
松的鏤空木雕，裝飾精彩，富麗堂皇。額頭有匾，上書“仁周義溥”四字，李鴻章所題。祠堂裡原陳列著
木刻精雕的三層祖先牌位。  
　　甬道把六個大院分為南北兩排，北面三個大院均為開間暗欞柱走廊出簷大門，便於車、轎出入。大
門外側有拴馬柱和上馬石。從東往西數，一、二院為三進五聯環套院，是祁縣一帶典型的裡五外三穿心
樓院，裡外有穿心過廳相連。裡院北面為主房，二層樓，和外院門道樓相對應，宏偉壯觀。從進正院門
到上面正房，需連登三次臺階，它不但寓示著“連升三級”和“平步青雲”的吉祥之意，也是建築層次結構
的科學安排。  
從門的結構看，有硬山單簷磚砌門樓，半出簷門，石雕側跨門，一鬥三升十一踩雙翹儀門等。窗子的格
式有仿明酸枝欞丹窗，通天夾扇菱花窗，柵條窗、雕花窗、雙啟型和懸啟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樣，變
化無窮。再從房頂上看，有歇山頂、硬山頂，懸山頂、卷棚頂、平房頂等，這樣形成平的、低的、高
的、凸的，無脊的、有脊的、上翹的，垂弧的……，每地每處都是別有洞天，細細看來，切實讓人賞心
悅目，品味無窮。 

木雕 

　　大院木雕藝術個個都有其民俗寓意，每個院的正門上都雕有各種不同的人物。如一院正門為滾檁門
樓，有垂柱麻葉，垂柱上月梁斗子，卡風雲子，十三個頭的旱斗子，當中有柱斗子，角鬥子，混斗子，
還有九隻烏鴉，可稱一等的好工藝。二進門和一門一樣，為菊花卡口，窗上有旱紋，中間為草龍旋板。
三門的木雕卡口為葡萄百子圖。  
　　二院正門木雕有八駿馬及福祿壽三星圖，又叫三星高照圖。二院二進門木雕有：花博古和財神喜
神。這花博古是雜畫的一種，北宋大觀宋徽宗命人編繪宣和殿所藏古物，成定為“博古圖”。後人將圖畫
在器物上，形成裝飾的工藝品，泛稱“博古”。如“博古圖”加上花卉、果品作為點綴而完成畫幅的叫“花博
古”。正房門樓為南極仙騎鹿和百子圖。其它木雕還有天官賜福、日升月垣、麒麟送子、招財進寶、福
祿壽三星及和合二仙等。和合二仙亦稱“和合二聖”，是一種民間神話故事畫題。明代田汝成《西湖遊覽
志餘》中說：“宋隨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穿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雲是‘和
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之外亦能回家，故曰萬回。”後分為二神，稱“和合二仙”。二仙亦蓬頭笑面
，一持荷花，一捧圓合，取“和諧合好”之意。舊時一般在婚禮時懸掛廳堂，以示吉利。  
　　此外，柱頭上的木雕也是多種多樣。如八駿、松竹、葡萄，表示蔓長多子、挺撥、健壯；芙蓉、桂
花、萬年青，表示萬年富貴；過廳的木夾扇上刻有大型浮雕“四季花卉”、“八仙獻壽”，即傳統裝飾紋之
一。“八仙獻壽”，是傳說中的漢鐘離、張果老、韓湘子、李鐵拐、呂洞賓、曹國舅、藍彩和、何仙姑八
仙赴會瑤池，為西王母祝壽，以此組成的畫面紋樣，造形優美，栩栩如生。全院現存有木雕藝術品三百
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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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雕 

　　磚雕工藝更是到處可見，題材非常廣泛。有壁雕、脊雕、屏雕、扶欄雕。如一院大門上雕有四個獅
子，即四獅（時）吐雲。馬頭上雕有“和合二仙”，抬著金銀財寶。卡圓上雕有蘭花。掩壁上為“龜背翰
錦”，是傳統的裝飾紋樣，為六邊形骨架組成的連續幾何圖形。因它像龜的背紋而得名。古時以龜甲作
為占卜的工具，視能兆吉凶。古書《述異記》雲：“龜千年生毛，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為靈龜。”以
龜為長壽的一種靈物，用作圖案，以示吉祥延年。進了一院大門對面有一大型磚雕土地祠，雕有松樹、
桐樹和蹬於太湖石山上的九鹿，喻示九路通順。立柱上有四個獅子滾繡球。一院偏院南房牆上有五個扶
欄雕，中間為葡萄百子圖，表示蔓長多子和富貴不斷頭，其餘四個格子為“博古圖”。一院正院馬頭上雕
有四季花卉。二進院馬頭上為四果及“暗八仙”。“暗八仙”也是傳統裝飾紋樣的一種，是以古代傳說中八
位神仙所執的器物而組成圖案。相傳漢鐘離輕搖小扇樂陶然，常執小扇；呂洞賓劍顯靈光魑魅驚，常背
一劍；張果老魚鼓敲起有梵音，常執魚鼓；曹國舅玉板和聲萬籟清，常執玉板；鐵拐李葫中豈只存五福
，常帶葫蘆；韓湘子紫簫吹度幹滿靜，常執一簫；藍彩和花籃內蓄無凡品，常攜花籃；何仙姑手執荷花
不染塵，常執荷花。因只採用他們所執器物，不畫仙人，故稱“暗八仙”，含有吉祥之意，明、清時採用
較多。 

二院大門的馬頭正面為犀牛賀喜，側面四季花卉。二院正房前面走廊的扶欄雕，從東往西數，一是
喜鵲登梅，二是奎龍騰空，三是葡萄百子，四是鷺絲戲蓮，五是麻雀戲菊。東偏院過門雕有四季花卉、
四果，加琴棋書畫，亦取吉祥之意。  

　　三院大長廊，馬頭正面麒麟送子，側面松竹梅蘭，又梅蘭竹菊。中國畫正是以梅蘭竹菊四種花
卉為題材的總稱，花鳥畫為其分支。宋、元時期許多畫家都喜歡畫梅蘭加松樹，稱“松竹梅”，又叫“歲寒
三友”。元代吳鎮在“三友”外加蘭花，名“四友圖”。明神宗萬曆年間（西元1573——1619）黃鳳他輯
《梅蘭竹菊四譜》中，又叫“四君子”。後人又加上松樹或水仙、奇石，合稱“五清”或“五友”。清代王概編
《芥子圖畫傳》第三輯，即為《梅蘭竹菊四譜》。這類題材，象徵高潔的品格和正直、堅強、堅韌、樂
觀以及不畏強暴的精神。  

四院門樓中為香爐，側為琴棋書畫。院內“梯雲篩月”亨有四獅（時）如意、梅根龍頭、四季花卉、
花開富貴。並有掩壁，趙鐵山書寫題字。右邊為暗八仙，獅子滾繡球，表示平安如意。還有鳳凰戲牡、
鹿鶴同春。左邊為雙魚、戟罄，屬吉祥如意圖，是傳統的裝飾紋樣之一，指以古代兵器中的戟，樂器中
的罄和魚紋組成的畫面，取戟與吉、罄與慶、魚和餘的同音，表示吉慶有餘。西跨院正房門樓有葡萄與
菊花百子，上面扶欄為琴棋書畫及博古圖。四個馬頭正面為四個獅子，側面為四季花卉。特別是《省分
箴》雕和前面提到過的《百壽圖》雕一樣，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五院門樓馬頭為麒麟送子，院內四個馬頭為鹿鶴桐松。南正房門樓為菊花百子，中為文武七星，回
文乞巧，又叫“七夕乞巧圖”。七夕乞巧圖是民間神話故事畫題。七夕即農曆七月初七 夜，相傳牛郎、織
女在天河相會。這一夜，婦女結彩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牛郎、織女都是星名，演化為
神話人物，織女為天帝孫女，長年織造雲錦。自嫁給了河西的牛郎後，織造中斷。天帝大怒，責令與牛
郎分離，只准每年七月初七夜相會一次。《風俗通》中記載：織女會牛郎時，喜鵲于天河上為之搭橋，
名鵲橋。七夕乞巧圖，初始于北宋畫家侯翼所作，後逐漸廣傳。  
　　六院東院進門兩側為喜鵲登梅，背面為青竹和“福祿壽”三字。四個馬頭為暗八仙。正房扶欄中為葡
萄，東為蓮花，西為牡丹。前院內有“福德祠“，八寶圖上有兩個活靈活現的獅子和喻為吉慶有餘的圖
案。  
　　石雕：喬家大院中的石雕工藝雖比較少見，卻是十分精細。現有幾對石獅，石獅形態各異，憨態可
掬。有的石獅為踱步前行狀，刀紋如新，鋒芒猶在，表現得機警、威武、活躍。其顧盼自豪的頭部，提
起全身的神氣，表現獅子的雄壯、英武而不失真，給人以健康、活躍，富有生命力的感覺。 
　　還有陰紋線刻，如五院門蹲石獅底座為“金獅白象”，中為“馬上封猴（侯）”、“燕山教子”、“輩輩封
侯”。南房柱石底墊為“漁樵耕讀”、“麻姑獻壽”等。六院門蹲石獅石礎上有“出將入相”、“神荼鬱壘”（相傳
古代以神荼、鬱壘為門神，可以禦凶邪避鬼魅）、“得勝返朝”。 
　　整個大院所有房間的屋簷下部都有真金彩繪，內容以人物故事為主，除“燕山教子”、“麻姑獻壽”、
“滿床笏”、“漁樵耕讀”外，還有花草蟲鳥，以及鐵道、火車、車站、鐘錶等多種多樣圖案。這些圖案，
堆金立粉和三蘭五彩的繪畫各有別致。所用金箔，純度很高，雖經長期風吹日曬，至今仍是光彩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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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匾 

　　喬家大院各個門庭所懸的牌匾很多，內有四塊最有價值。其中有三塊牌匾是喬家的，也是值得喬家
自豪和感到榮幸的。那就是光緒四年由李鴻章親自書寫的“仁周義溥”和山西巡撫丁寶銓受慈禧太後面諭
送的“福種琅環”及民國十六年祁縣昌源河東三十六村送給喬映奎的“身備六行”。 
 
【晉商】 

是「山西商人」的簡稱。「晉」是山西的簡稱。 
晉商鼎盛時期日昇昌票號幾乎壟斷金融，曾有「中國威尼斯商人」之稱。事實上，山西省在清朝大

部分時間，都是最富裕的省份。 
晉商在堯舜時代開始出現，先秦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的商業交易活動情景。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富可敵國，曾經一度壟斷中國票號匯兌業。 

明朝 

明朝時，晉商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通過運輸軍糧獲得「鹽引」。由於山西南部有鹽池，賣
鹽、取鹽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積大量資本，形成了晉商，故有「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
稱富」。明代中期，鹽業製度由「開中製」改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將鹽業經營權給了另一批
商人，商人在內地就可以拿錢買鹽，然後運到各地去賣。徽商就是這個時期興起，漸漸超越了晉商，晉
商的鹽業經營遇到了困難。由於王崇古和張四維的努力，允許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國家
與地區做貿易。晉商的事業轉向對外貿易。 

清朝 

明末，後金崛起，戰事不斷，晉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大發國難財。努爾哈赤曾得到王登庫、靳良
玉、范永斗、王大寧、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等八大商人的支助[。清朝在統一全國的入關戰
爭中，大多得到晉商的財力支持。康熙南巡時曾經談到：「夙聞東南鉅賈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
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
無儲蓄。」劉大鵬記錄了太谷當地的富庶繁華：「太谷為晉川第一富區也，大商大賈多基本於此間。城
鎮村莊，亦多富室，放風俗奢侈為諸邑最。」 

咸豐初年，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奏稱：「自咸豐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紳商士民捐輸銀數
，則山西、陝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計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咸豐六年（1856年）
，又捐輸白銀201萬兩。幾年下來，先後共捐輸白銀「數逾千萬」。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用兵新
疆，籌餉銀，山陝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軍餉。徐繼畲說：「晉省前後捐輸五六次，數逾千萬。」。光緒
二十年（1894年），財政拮据，分別向京都、漢口、廣東的山西票號借銀124萬兩。八國聯軍後簽定的
《辛丑條約》，清政府交付各國戰爭賠款四億五千萬兩，也主要由山西票號匯解，由票號把這筆錢匯到
英國的滙豐銀行，再由滙豐銀行交給各國政府。票號發展進入了鼎盛時期。 
學者余英時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明代揚州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這便是
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的明證。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優勢也依然沒有
動搖」。但是余英時顯然忘記了明代的揚州與安徽其實屬於同一個省級單位——南直隸轄下，揚州對明
代安徽商人而言屬於本地，其到揚州經商並不需要如山西商人那樣臨時寄附商籍。 
沒落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代皆行抑商政策，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與官府關係越
驅緊密。晉商雖然在中國近代金融界輝煌一時，但其興盛並非依靠自由經濟體系的競爭，而是依賴與朝
廷的特殊關係。所謂「官商經濟」（或稱官商勾結的壟斷經營），晉商的後代往往走向科舉之路，最後
在朝廷內閣任官，例如明朝萬曆時期的蒲州張四維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旦官僚消滅，票莊
無所憑依，自然不能存在」。入清後，晉商被緊緊地綁在清王朝的戰車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只
能與清王朝的命運休戚與共。大量捐納加速了清王朝的沒落，同時造成了晉商本身生存發展的危機。同
治元年（1862年），俄人因《中俄陸路通商章程》而享有特權，可節省大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
扶搖直上，使得晉商壟斷兩湖的茶葉販運事業久不復見。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圖的晉幫商號由
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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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B3%E8%89%AF%E7%8E%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9%E8%8B%B1%E6%99%82




改組票號為銀行，卻遭到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的反對。 
辛亥革命後，山西票號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日升昌票號在四川、陝西各省的損失，「總

計損失白銀300萬兩以上」，天成亨票號被土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轉而支
持票號改革，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不久國務總理熊希齡倒台，貸款之事成為泡影。
最後晉商迅速退出歷史舞臺[8]。 

《白銀谷》，為一部描寫晉商的小説。 

晉商與武術 

由於晉商經商在外，經常會遇到盜賊的襲擊，因此晉人歷來重視武術。故山西境內，鏢局林立，名
師眾多。光緒三十年（1904年），李復禎為太谷縣王莊富商保鏢，從北京路經十八盤時，與黑老鴉交
手，黑老鴉被擊退，身患重傷。清末仍有不少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三合鏢局，王福
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興元鏢局。 

重要人物：張四維、范世逵、喬致庸、閻錫山、孔祥熙、郭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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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5%8D%87%E6%98%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F%A2%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D%E5%8F%B0%E9%8A%9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91%E8%80%81%E9%B8%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6%8A%E5%B8%8C%E9%BD%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AC%E8%87%B4%E5%BA%B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9%E6%99%89%E5%85%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7%A6%8F%E5%85%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D%E5%8F%B0%E9%8A%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5%9B%9B%E7%B6%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5%95%86#cite_note-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D%E9%8A%80%E8%B0%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7%A6%8F%E5%85%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BB%E9%8C%AB%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A%80%E8%A1%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9B%E4%BA%A5%E9%9D%A9%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7%A5%A5%E7%86%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D%E5%8F%B0%E9%8A%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4%B8%96%E9%80%B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F%9B%E9%B4%BB%E7%BF%B0&action=edit&redlink=1




三、喬家大院高超的建築工藝水準，素有「皇家有故宮，民宅看喬家」之說： 
1.試紀錄你所觀察到大院建築中的三個細節，或是某處的磚雕、木雕、石雕，或是某處的建築彩繪，
並說明自己對觀覽這些珍貴藝術的感受。 
 
 
 
 
 
 
 
 
 
 
 
 
 
 
 
 
2.請查出喬致庸的一生，試揣摩並寫出他當初不得已棄文從商、在動盪清朝晚期將喬家生意推到顛峰
的心路歷程。 
 
 
 
 
 
 
 
 
 
 
 
 
 
 
 
 

 
第二天 平遙/介休/臨汾： 

平遙古城(古城牆、明清街、日昇昌、含電瓶車)→張壁古堡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雲錦城　　　晚／嗨皮鴿味 

宿：金都花園飯店或同等級 
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位於中國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是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美國《紐約時報》評選出2011年全球最值得旅遊的41個地方，平遙古城因能完整保留其「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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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而榜上有名，位列第37位。 
為中國四大古城牆之一，是山西乃至全國歷史最早、規模最大的縣城磚石城牆之一，被譽為「華
北第一城」。 
【古城牆】 
是中國現存最完好的四座古城牆之一。古城牆東西南北面都更有一座城樓可以登上城牆，然後細
細欣賞古城裡的民居建築。山西位於黃土高原地帶，氣候乾旱，民宅是千篇一律的磚造屋，也許
是造型與顏色沒什麼特色可言，所以民眾會在屋頂用石磚砌出各式鏤空圖型，搭配著高高低低龍
頭和煙囪，成為此地民居的一大特色；冬天時少了樹葉的遮蔽，更可無礙地看見附近人家的內觀
和一舉一動，別有一番意趣。 
【明清街】 
明清商業古街位於平遙古城的南大街，該街是古城文化遺產的精華之一，地處古城中心，是古城
對稱佈局的軸線。平遙古城以南大街為軸線，古城最高建築市樓為軸心，形成“左祖右社”、“左文
右武”、“文武相遙”、“上下有序”的對稱佈局，明清街在古城中的位置十分重要，750多米長的古街
上，匯集大小古店舖。早在上個世紀，由於平遙商業繁榮，門類齊全，信譽卓著而享有“小北京”的
美譽。明清街上有票號、錢莊、當鋪、中藥店、綢緞莊、雜貨舖以至扇子、燈籠、戲裝鋪等等，
幾乎包容了商業的所有行當，經過幾百年風雨蕩滌，依然難以湮滅優秀傳統文化的光彩。漫步其
間，明清風韻的字號門市互連呼應，足見當時商業之興旺、街市之繁華。 
【日昇昌】 
來到平遙古城一定要看金融第一街就是西大街上的「日昇昌票號」，它是中國第一家、也是最大
的一家經營匯兌業務的票號。「日昇昌」創立於清道光三年（1823年），首創中國金融史上匯兌
的先例，更以「匯通天下」而盛名遠播，開闢了中國金融業的新紀元。隨後還可以到「平遙古縣
衙」、「古鏢局」參觀看到古時囚犯的牢獄之災，以及釘床、砍頭刀等各式刑具，還真嚇人
呢！。 

 
平遙→1時→介休 
 
張壁古堡 
張壁村位於中國山西省介休市龍鳳鎮，因全村為一座古代堡壘，故又稱張壁古堡 
張壁古堡始建年代不詳，傳說為隋朝劉武周所
建。古堡三面臨溝，一面依塬，地勢險要。古堡
城牆平面呈「凸」字形，北部突出，東西長374
米，南北寬244米，北門有瓮城。中心為南北向
街道，以條石鋪地。堡內有可罕廟、空王佛行
祠、三大士殿、二郎廟、真武廟、關帝廟等廟宇
及數十座明清民居。堡內地下還有三層地道。 
 
介休→2時→臨汾 
 
學習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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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遙古城： 
走在這歷史上最古的城裡，明清街上有票號、錢莊、當鋪、中藥店、綢緞莊、雜貨舖以至

扇子、燈籠、戲裝鋪等等，漫步其間，可想見街市之繁華。試馳騁自己的想像，還原出當時那
一幅眾聲喧嘩、熱鬧繽紛的市井圖。 
 
 
 
 
 
 
 
 
 
 
 
 
 

 
[張壁古堡] 
　　位於山西省介休市城區東南10公裏龍鳳鄉張壁村，背靠綿山，面對綠野，海拔1040米，周圓
1300米，面積約12萬平方米。 
　　整座古堡順塬勢建造，南高北低。從堡北向下俯視，左、中、右各有一條深溝向下延伸。堡
南則有三條向外通道，堡西為窯灣溝，峭壁陡坡，深達數十丈。堡東居高臨下，有溝塹阻隔，可
謂"易守難攻，退進有路"。堡墻用土夯築而成，高約10米。堡有南北二門，中間是一條長300米的
街道。街東3條小巷，街西4條小巷，由街中向上延伸。北堡門築有甕城，南堡門用石塊砌成，堡
門上建門樓。街道兩側有典雅的店鋪和古樸的民居；幾座廟宇琉璃覆頂，金碧輝煌，點綴在堡內
；還有抱柳的古槐和罕見的琉璃碑。到處是古跡勝景，古香古色。 
古堡地下遍佈地道，與堡內四通八達。地道為三層立體，高層距地面僅1米左右，中層距地面8-10
米，底層距地面17-20米。各高2米、寬1．5米，土結構，各彎曲迷離，呈網狀結構。堡外北、南
面溝中有洞口，既可作為進出口，又可用作哨卡。道內留存有氣孔，通於溝塹外，還有隔井直下
三層底部。堡內現有水井6井筒可直接進入另一通路。地道洞壁上每隔一段有一小坑，距離不等，
是放置油燈的地方。高層有餵養牲畜的土槽；中層洞壁下方每隔一段有一可容二、三人棲身的土
洞，是地道的哨位；底層有寬2-3米、長4-5米的深洞，是存糧的洞穴。如此龐大而復雜的地下工
程，絕非民財民力所及，是軍事需要、對外保密的戰略設施。依據堡內有劉武周和尉遲敬德之像
考證，認為是在唐武德二年（619）開始建造的，是尉遲恭幫劉武周與李世民交戰守介休時所為，
是"明築城堡、暗挖地道"時的遺物。 
　　張壁古堡保留下來的古代建築頗多，金碧輝煌，流光溢彩，大體都是明清遺物。著名的有明
代空王佛行宮，建造在北門丁字門頂上，座北向南，大殿三間，殿內塑主像為空王佛，山墻繪空
王佛成佛的故事壁畫。殿頂明代三彩琉璃裝飾，刀工細膩，燒制精致，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珍
貴的是在行宮前廊下有兩通罕見的琉璃碑，通體琉璃燒造，孔雀藍底，黑字書寫，碑額為青黃綠
二龍戲珠，兩邊藍黑龍紋花卉裝飾圖案。東側一通記述著空王佛修煉成佛的艱苦歷程，西側一通
記載空王行宮修建緣起。此外，堡內還保留著真武廟、三大士殿、呂祖閣、二郎廟、關帝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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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寺、可汗王祠等古代建築。稱奇的是街中路西有一株根深葉茂的槐抱柳，相傳植於宋代，給古
堡增添了情趣。 
建築特色 
　　　張壁有一個小小的用於拒敵的"甕城"，還有一對小巧的鐘樓和鼓樓，具有完整的城市形態
，這是與山西省其他地方很常見且保存完好的"村堡"相區別的非常重要的特征，不是一般意義上
的"村堡"，而是"城"。 
　　在城市街巷組織上，張壁古堡主次街道分明，南北主幹道與東邊三巷，西面四巷構成"丁"字
結構。堡內七巷為西場巷、賈家巷、王家巷、小東巷、西四巷建築錯落遞次，街巷格局嚴整。 
　　在民居形態上，張壁古堡尚有我國多數古城均已消失的隋唐城市遺存的"裏坊"，巷門、門樓
配備得當，若關門落鎖，可謂堡中有堡。堡內現有30余所堡保存完好的院落，住宅比鄰有序，民
居與堡墻保有一定距離，民宅大門與巷皆有臺階高度，並講究寬敞向陽，西四巷大多為張、王、
賈、靳族富戶，門楣考究，磚、木、石雕精美，多為獅子滾繡球，喜雀登梅，鶴鹿回春等民間喜
聞樂見的吉祥民俗內容。 
　　2006年05月25日，張壁古堡作為宋至清古建築，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名單。 
張壁古堡的軍事用途又是如何來得到體現的呢？ 
　　我們可以看到，設計者和建設者們為整個古堡構築了三個相互協同的軍事防禦體系。 
　　張壁古堡建有南北兩座堡門，北堡門為磚砌，南堡門為石砌，北堡門外還建有一座提升防禦
能力的甕城，而建築於甕城之上的多座宗教祠廟在戰時也兼有防禦作用，它們和周長1300米的堡
墻共同組成了張壁的第一道防禦體系，也就是外圍防禦體系。 
　　在張壁古堡，我們還可以看到隋唐城市遺存的"裏坊"，也就是將城市內部又劃分為若幹個相
對獨立的"裏"或"坊"，這一形制在我國多數古城都已經消失，那麽，它為什麽又會出現在張壁古堡
呢？ 
　　這裏是張壁古堡的龍街，它連接著南堡門和北堡門，將古堡齊整地分割為東西兩半。走在這
條街道上，稍加留意就會發現，臨街一側的墻壁修建得遠比其它各處高大，除了當年的更窯、廁
窯以及近年新開的學校、小店，竟然沒有一座建築把大門開設在主街上。而在龍街與幾條小巷的
丁字巷口，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保存至今的巷門，它們是各個"裏坊"唯一的出口。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座門樓就是永春樓，位於賈家巷巷口，建於磚券石拱門上，永春樓的門窗面朝巷內，龍街一側
則全部用青磚砌死，具有非常明顯的防禦性。關閉巷門之後，各個"裏坊"就成為相對獨立封閉的
堡中之堡，"裏坊"之間既可以各自為戰，又能夠相互呼應，即使個別"裏坊"有失，也不致影響全
局。 
　　我們由此可以想象，一旦敵寇攻破堡門，擁入龍街，不僅難以突破巷門進入各個"裏坊"，反
而會遭受到來自兩側高大建築之上的左右夾擊。 
　　張壁古堡的"裏坊"建制是它的第二道防禦體系，也就是內部防禦體系。而事實上，這種以"裏
坊"建制來強化軍事防禦的設計在山西的古堡式村落中並非獨此一處，沁水縣郭壁村的"青緗裏"和
陽城縣砥洎城的"世澤坊"都是保存完好的明代"裏坊"建築實例。　 
　　張壁古堡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地上明堡，地下暗道"，軍事地道，構成了它的第三道防禦體
系，也就是地下防禦體系。 
　　張壁古堡的軍事地道，設計原理暗含"六壬奇門"之術，神秘詭異，規模宏大，結構復雜，四
通八達。地道呈Ｓ型走向，三層立體網狀結構，高層距地面2米左右，中層距地面8至10米，底層
距地面17至20米。地道內既有規模較大的屯兵洞、糧倉，又有陷井、伏擊坑、射箭坑、淹水道、
通訊道、了望孔等攻擊設計，還有排水道口、逃跑出口，並有直井從頂層直通底層，進、退、
攻、防、藏、逃靈活多變。 
　　張壁古堡的的每條街巷都曾發現過地道入口，古堡內共有11口水井，至少有8口水井和地道相
通，通過井壁上開設的洞口即可進出地道，洞口設於井壁，既方便通風汲水，又有利於防禦，抽
掉踏板，即可封死洞口。此外，堡外南北溝中也有洞口，既可作為地道進出口，又可用作哨位。 
　　由於多次地震造成的塌陷，張壁的大部分地道已經淤塞，目前清理出來的僅有一千余米，而
根據測算，張壁古堡地道的總長度當在萬米左右，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十分之一。 
　　張壁古堡的這三重軍事防禦體系，攻守兼備，環環相扣，堪稱古代軍事工程的傑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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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壁古堡的挖寶活動： 
請就妳眼中所見各處文化風景，向當地導遊無所不問，挖掘關於張壁古堡的各處細節中，

渴望被人發現的過去的寶藏，並請詳細寫出你所聽到的最特別的寶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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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第四天 臨汾： 
臨汾一中學校交流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學校午餐或餐費　　　晚／世界風 
第四天：晚／學校答謝宴 嗨皮鴿味 

宿：金都花園飯店或同級 

臨汾一中學校交流 
學習交流，透過師生、同儕互動，以較深入的方式，瞭解班級經營、教學特色、學生學習及課外
活動等實況，以為借鏡。 
 
【河山西省臨汾市第一中學學校概況】 
百年傳承育英才 與時俱進譜新篇 
臨汾一中全稱山西省臨汾市第一中學。臨汾一中歷史悠久，始建於1896年，其前身是晉山書院，
同年擴建為平陽中學堂，其後幾經更名，1913年更名為省立第六中學，1934年改名為省立臨汾中
學，1950年正式定名為山西省臨汾第一中學校。1980年被認定為省首批重點中學，2004年被認定
為省首批示範高中，2008年被省教育廳認定為 「山西省高中新課程實驗基地校」。 
學校現有高中部、初中部兩個校區，占地185畝，校園建築面積42012㎡。自2000年以來，學校自
籌資金建成8034㎡的初中部綜合教學樓，6000㎡的學生公寓樓，400米全塑膠標準田徑運動場，
還有集實驗室、圖書館、電教中心為一體的6300㎡科技樓 
學校現有軌制為高中16軌，初中8軌。共有教學班72個（初中24個，高中48個）。在校學生數
4247人(初中生1592人，高中生2655人)。學校在崗教職工322人，專任教師為264人，其中中教高
級教師70人，占教師總數26%；中教一級教師88人，占教師總數33%；全國優秀、模範教師9人
，特級教師7人，省學科帶頭人21人，省骨幹教師22人，省教學能手78人，一支令人自豪的既有
文化傳承又有創新精神的教師隊伍已經形成。 
學校先後被教育部和人事部授予「全國教育系統先進集體」，被中國中學名校校長論壇組委會評
為「中國百強中學」，被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廳授予「模範集體」、「山西省德育示範學
校」、「山西省文明學校」，以及「高考成績優勝學校」等多項榮譽稱號。 
 
臨汾一中-榮譽 
在漫漫的百年的歷程中，學校以雄厚的師資力量
，良好的辦學條件，以及科學的管理、嚴謹的教
風、良好的學風、一流的品質而聞名三晉，享譽
中華。管理工作和人文教育得到社會和家長的廣
泛讚譽，教學改革成為全省一面旗幟，高考升學
率、進入重點大學人數和全國數理化競賽獲獎人
數均列全市第一、全省前茅。近十年學校先後受
到國家級、省級表彰五十多次。曾被評為「山西省特色優秀學校」、「山西省德育示範學校」，
是國家教育部表彰的「新課程改革實驗先進學校」。 
 
 
臨汾一中 - 辦學理念 
百年風雨路，一曲奮進歌。臨汾一中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新中國成立以後，學校著眼於本地實
際和國家需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為祖國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優秀人才，贏得了「育人
搖籃」的美譽；改革開放給臨汾一中提供了大好的機遇，學校堅持“德育為首，教學為主，育人為
本，全面發展”的方針，教育教學品質不斷提高，培養了數已萬計的優秀人才，在不同的崗位為祖
國建設和社會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臨汾一中-校園特色 
全國千所示範性學校的辦學水準和強手如林的競爭環境，
使學校的全體教職員工充滿了緊迫感，在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市教委的直接領導下，學校決心用2—3年的時
間把學校辦成國家級示範中學。為此，新一屆領導班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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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學改革，一邊學校改、擴建工程，全面改善辦學條件。目前一期改建工程已全部完成。一
所擁有現代化實驗設備、功能齊全的8000平方米的綜合科技樓，高標準、一流管理的6000平方米
的學生公寓樓，8034平方米的初中部教育教學樓，便利快捷的磁卡管理學生餐廳，先進的千兆數
位校園網，完善的學校管理系統的現代化學校已成為全省一條亮麗的風景線。 

 
 
臨汾一中鳥瞰圖 
 
 
 
 
 
 
 
 
 
 
一、兩岸交流初體驗──兩岸學校同不同？ 
1.第一眼： 
 
2.班級數／學生數： 
 
3.校園寫真： 
 
 
 
 
4.師生群像速寫： 
 
 
 
 
5.特殊處： 
 
 
 
 
6.驚豔處： 
 
 
 
 
7.我的小小收穫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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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話錄 
利用時間找三位同學、一位老師(或校長、教職員)聊天，記錄最深刻的對話內容及感想 
 
 
 
 
 
 
 
 
 
 
 
 
 
 
 
 
 
 
 
 
 
 
 
 
 
三、實況報導篇 
教學方式、內容、教室環境、校園情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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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陸學生高中生活寫真 
透過你的眼，你的訪問──了解、側寫同屬新世代的大陸高中學子，他們的想法，他們的生活、他們關
心什麼、流行什麼；對教育、升學、父母期待、未來、夢想、甚至對兩岸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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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課筆記(可利用手冊背後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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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箋註：標題、照片、獨白、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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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臨汾/壺口/靈石/榆次： 
黃河壺口瀑布→王家大院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壺口瀑布　　　晚／萬豪美悅 

宿：萬豪美悅國際酒店或同級 

臨汾→2時5分→壺口瀑布 
壺口瀑布 
滾滾黃河水至此，500餘米寬的洪流驟然被兩岸所束縛，上寬下窄
，在50米的落差中翻騰傾涌，聲勢如同在巨大無比的壺中傾出，故
名「壺口瀑布」。中國古籍《書·禹貢》曰「蓋河漩渦，如一壺
然」。兩大著名奇景「旱地行船」和「水裡冒煙」，更是罕見。亞
洲飛人柯受良和吉縣飛人朱朝暉先後駕駛汽車和摩托車成功飛越黃
河壺口瀑布景區。 

壺口瀑布→3時20分→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位於山西省晉中市靈石縣城東12公里處的中國歷史文化名
鎮靜升鎮，有“華夏民居第一宅”之稱，總面積達15萬平方米，是中
國最大的民居建築之一，也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築群。
該院是清代民居建築的重要代表。 

王家大院→2時→榆次 
 
 
[壺口瀑布] 
壺口瀑布是黃河流域的一大奇觀，是我國第二大瀑布。它位於山西省吉縣城西南25公里的黃河壺口
處。 
 
黃河巨流一路奔騰，在山西和陝西交界處曲折南流，到山西吉縣與陝西宜川一帶，被兩岸蒼山挾持，約
束在狹窄的石穀中。滔滔黃河，到此由300米寬驟然收束為50余米。這時河水奔騰怒嘯，山鳴谷應，形
如巨壺沸騰，最後跌落深槽，形成落差達50米的壺口大瀑布。 
 
要說壺口瀑布的寬度和高度都不算大，值得人們驚訝的是其流量卻相當可觀。在冬季枯水期，秒流量最
少時僅150至300立方米，這時河面冰封，細流涓涓，給人以俊美之感；四月初，一旦冰河解凍，秒流
量驟增至1000立方米以上，最高時達8000立方米，這時，巨流夾著大量冰塊衝擊而下，如獅吼虎嘯，
震天動地；到夏季，秒流量增至1000至2000立方米之間，這時，由於下游水位下降，落差加大，巨瀑
破空而下，激起的水柱像箭一樣直射蒼穹，刹那間，一支支水柱又化作細小的水珠，遂又形成迷蒙的白
霧，偶又顯七色彩虹；金秋雨季，千溪萬壑之水彙聚，河水流量劇增到3000立方米以上，全部瀑布連
成一片，這時洪波怒號，激湍翻騰，聲如奔雷，景象極為壯觀。 
 
古時這裏有旱地行舟、飛鳥難渡關之說。原來，過去來往的船隻，每逢行到壺口，人們都得在岸畔拉纖
繞行；至於迎風展翅的飛鳥，因為瀑布呼嘯四震，雲煙迷漫，驚嚇得也不感飄然而過。由此可見瀑布之
驚險、磅礴。在壺口黃河水跌落的地方，也即壺嘴得正當中，有一塊油光閃亮得奇石，人稱龜石，它能
隨著水位得漲落而起伏，不論水大水小，總是露著那麼一點點，這又給壺口瀑布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 
 
在壺口瀑布往下3000米的河道中還有一塊巨大的奇石，人們稱它為孟門山。巨石上鐫刻著臥鎮狂流四
個大字。說來甚怪，河水至此，就乖乖地分成兩路，從巨石兩測飛瀉而過，然後又合流為一。另外，這
裏又是人們觀賞孟門夜月的地方。每當農曆月半，夜臨孟門，可見河底明月高懸。站北南觀，水中明月
分為兩排飛舞而下；立南北望，水裏明月合二而一迎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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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壺口瀑布 
請仿一首近體詩，運用摹寫、譬喻、對仗、押韻等技巧，寫下你在現場所聽、所見、所聞、所感。 
附律詩範例一首：一壺鎖晉秦，天塹劈神工。瀑落垂簾幕，珠散滿空星。 
                漩渦蓄劍客，砥柱刺青鋒。悸憾風雷吼，引吭騰巨龍。 
附絕句範例一首：巨壺煮水滾黃河，狹處奔騰萬馬多。 
                一瀉衝開三萬里，英雄民族寫如何。 
 

 
[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位於山西省靈石縣城東 12 公里處的靜升鎮。距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 35 公里、介休綿
山 4 公里、十八羅漢頭像海外回歸故里資壽寺 2 公里，是山西省近年來以“名城、名山、名院、名寺”為
優勢，推出的一條精品旅遊線路。 
　 被譽為"華夏民居第一宅"的山西靈石王家大院是我國最大的民居古建築群，是晉商大院的典範，其建
築藝術和文化價值都堪稱中華一絕。我國著名建築學家鄭孝燮不顧年邁，兩次專程到王家大院考察研究
，他稱王家大院是"國寶、人類之寶、無價之寶"。 

高家崖、紅門堡兩組建築群東西對峙，一橋相連，皆
為黃土高坡上的城堡式建築。其特點是，依山就勢，
錯落有致，層樓疊院，鱗次櫛比，氣勢宏偉，功能齊
備。高家崖建築群繼承了我國西周時即已形成的前堂
後室的庭院風格；紅門堡建築群順應地理條件，一部
分應變為前園後屋的總體設計,再加匠心獨具的磚
雕、木雕、石雕，裝飾典雅，內涵豐富，實用而又美
觀，兼融南北情調，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  
座落在靈石縣靜升鎮的王家大院是靜升王氏家族耗費

半個世紀（1762年至1811年）修建而成的豪華住宅，總面積達15萬平方米，目前4.5萬平方米被列為省
級文物保護單位，共有院落54幢，房屋1052間。王家大院的建築風格非常獨特，依山就勢而起，隨形
生變，層樓疊院，錯落有致，氣勢宏偉，功能齊備。特別是融於整個建築群的磚雕、木雕、石雕，匠心
獨具，典雅細膩，美觀精巧，內涵豐富，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近年來，大批建築學、歷史學、社會學、
倫理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前來考察研究，均從不同角度給予較高評價。王家大院除了獨特的建築藝術和
文化韻味之外，靜升王氏家族的發家歷史也非常具有傳奇色彩。 
 

27 
 





2、 王家大院 
請紀錄導遊所解說當地各處文化與藝術名物之內容一則，寫下你的感想，並附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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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榆次/代縣/大同 
雁門關(含電瓶車)→內長城遺跡(遠觀)→雲岡石窟(含電瓶車)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雁門酒樓　　　晚／涮羊肉自助 

宿：貴賓樓假日酒店或同級 

榆次→2時25分→雁門關 

雁門關 
雁門關在山西代縣北部。長城要口之一。唐朝時於雁門關山頂置關，與
寧武關、偏關合稱三關。向為山西南北交通要衝。現關城為明代所建。
形勢異常險要，為歷代戎守重地，碑石數通。 
 
內長城遺跡(遠觀) 
明太宗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後，多位明帝為保護自身和維護邊境安定的安全，又沿太行山在山西、河北
一段加建內長城作為第二道防線。內、外兩段長城在西邊於山西忻州市
偏頭關匯聚。 
雁門關→1時50分→雲岡石窟 
世界文化遺產．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位於中國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整個窟群分東、中、西三部分。
東部石窟多以佛塔為主，又稱塔洞；中部「曇曜五窟」是雲岡開鑿最早
，氣魄最大的窟群；西部窟群時代略晚，大多是北魏遷都洛陽後的作
品。石窟依山開鑿，最大石窟是第6窟（北魏孝文帝時開鑿），由地面
到窟頂高達20公尺。 
2001年雲岡石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雲岡石窟與甘肅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 
 
雲岡石窟→35分→大同 
 
 
 
 
 
學習加油站 
[雁門關] 

*雁門關之稱，始自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屢有內犯，唐駐軍于雁門山，於制高點鐵裹門設關城，
戍卒防守。《唐書·地理志》描述這裡「東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盤旋崎嶇，絕頂置關，謂立西徑
關，亦曰雁門關。」 

*是長城上的重要關隘，與寧武關、偏關合稱為「外三關」。  
*雁門山因兩山東西對峙，其形如門，飛雁出於其間而得名。雁門關高踞雁門山上，為「天下九塞」
之首（《輿圖志》「天下九塞，雁門為首」），扼守山西南北交通的要衝，切斷了塞北高原通向華
北的一條重要通道。它的東面連接紫荊關和倒馬關，西面連接寧武關和偏關，均為明長城（內長
城）上的重要關隘。 

 
歷史背景(重要戰役以方框框起來)： 
 
戰國末年       趙武靈王修築長城，設置雁門郡，命李牧常駐以防匈奴的進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C%97%E6%9C%9D 
               趙國李牧曾誘敵深入，大破匈奴十萬餘騎。(註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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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9%95%BF%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B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5%A5%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B5%E6%AD%A6%E7%81%B5%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8%8D%86%E5%85%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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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           霍去病、衛青和李廣先後由雁門關出兵，北討匈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A%8B%E7%82%80%E5%B8%9D 
 
南北朝         西陘關為「北庭三關」之一。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 
 
隋             隋煬帝被困雁門關時，李世民獻策用疑兵之計退去了突厥軍隊。 
 
唐             設立了關城，防止突厥南下(註二) 
唐末           沙陀（西突厥的一支）貴族李克用攻克雁門關，奠定了後唐的 
               基業。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9C%9D 
 
宋             楊業和楊延昭父子都曾鎮守此關，與遼軍展開多次鏖戰(註三)。 
元             雁門關逐漸廢棄，關城被毀 
明 
洪武5年       吉安侯陸享修復了古西陘關，又在關址以東5公里處新築了關城 
(西元1374) 
萬曆15年      對關城和附近的長城段進行修整 
(西元1587) 
清 
同治6年       也對關城和附近的長城段進行較大的修整 
(西元1867)(註四) 

特色： 
關城： 
(1) 由關城、瓮城和圍城三部分組成。關城城牆高10米，周長約1公里。牆體以石座為底，內填夯土，

外包磚身，牆垣上築有垛口。 
(2) 關城的東西北三面開闢了城門。門洞用磚石疊砌，青石板鋪路，門額位置上均鑲嵌了石匾。東門門

匾鐫刻着「天險」二字，門上建「雁門樓」，為重檐歇山頂建築，面闊五間，進深四間，四周設迴
廊。西門門匾上刻「地利」二字，其門樓為楊六郎祠。北門其實是瓮城的城門，門額書刻「雁門
關」三字，兩側鑲嵌對聯「三邊衝要無雙地，九塞尊崇第一關」。目前東西門樓都已被毀，北門也
坍塌成了一處豁口。 

(3) 雁門關的圍城隨山勢而建，周長5公里多。城牆的南端分別與關城的東西兩翼相連，向北則沿着山脊
延伸到谷底合圍，合圍處建有城門。圍城以外還築有3道大石牆和25道小石牆，起到屏障的作用。 

周圍： 
門關兩側群峰挺拔，山勢陡峭，中間夾一小路盤旋曲折，穿城而過。關城正北的山崗上有明清駐軍
的營房舊址，東南有練兵的校場。西門外有關帝廟。東門外有靖邊祠，祭祀戰國名將李牧，現僅存
石台、石獅子、石旗杆和數通明清碑刻。 
關城以西的舊關城俗稱為鐵裏門。兩關之間用石砌長城相連，並建造了敵樓、烽火台等，形成一組
完整的防禦體系。在舊關城附近有一段明代建造的白草口長城，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完好的長城段之
一，該段長城全長5033米，牆高6-8米，底寬5米，頂寬3米。每隔120米左右，便建烽火台和敵樓
各一座，在險要的地段，還設置了堡寨、壕溝和暗門等。它的東西兩端向北延伸後，最終與外長城
相連。 
在關城周圍和山下還有關署、東城兵盤、西城兵盤、點將台、六郎城、新廣武城、舊廣武城等六十
多處明代遺址和遺迹，也都是雁門關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顧炎武曾親臨此地。他寫道「雁門重關，山巒在ｘ（yan音演），霞飛雲舉
，兩山對峙，其形如門，而飛雁出於其間。」 

備註： 
註一：史載，趙武靈王曾進行軍事改革，胡服騎射，大敗林胡、樓煩的入侵，建立了雲中、雁門、代

郡。後來，李牧奉命常駐雁門，防備匈奴。為免除匈奴對趙國邊民的襲擾，他廉潔奉公，「市租皆
輸人幕府，為士卒費」，因而深得士兵的擁護。同時，堅持慎重防守的方針，憑長城之險，加強戰
備。他在雁門數年，「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使匈奴數歲無所得，而趙軍則兵強馬壯，願為
一戰。此時，他才選用精兵良馬，巧設奇陣，誘敵深人。「大破匈奴十余萬騎。」其後十餘年，匈
奴不敢寇趙。後人稱李牧為「奇才」，並在雁門關建「靖邊寺」，紀念其戍邊保民的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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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唐代，雁門古塞胡漢相爭，群雄逐鹿，戰事連綿。唐初，年事已高的薛仁貴為代州都督，鎮守雁
門。據說，突厥進犯雲州時，薛仁貴曾率兵出擊。陣前，突厥人喝問：唐將是誰？唐兵答曰：薛仁
貴。突厥人以為薛仁貴早死而不信。仁資脫盔示面，突厥驚視失色，引兵而還。 

★ ★唐末五代，契丹（遼國）崛起于北方，危及內地。後晉石敬瑭向遼國自稱“兒皇帝”，割燕雲十六
州與契丹。從此，在山西北部，雁門山就成為了後晉和契丹的分界線，雁門關也成為了中原王朝和
少數民族地方政權相對峙的前沿陣地。 

註三：宋初期，雁門關一帶是宋遼（契丹人）激烈爭奪的戰場。著名愛國將領楊業（又稱楊繼業）及其
他楊家將士都曾在這裡大顯身手，為國立功。在宋太平興國四年（979），楊業任代州刺史兼三交
駐泊兵馬都部署以後，曾多次以少勝多，大敗遼兵，當時人們譽楊業為「楊無敵」。雍熙三年（
986），在雁門附近的戰鬥中，由於統帥潘美的指揮失誤、臨陣脫逃和挾嫌報復，使楊業陷入重困
，最後士卒全部覆沒，在朔州的陳家谷他自己身負重傷為遼兵所執，寧死不屈，終至絕食為國。後
人為紀念他的戰功和忠貞精神，在雁門關北口立了「楊將軍祠」。 

註四：元明時期，雁門舊關廢棄，新關又起，雁門戰火漸趨平息。時至清末，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辱國
求存的慈禧太后等，狼狽出走。他們過居庸、宣化，經大同，又在雁門留下了逃跑的腳印。當時，
正值秋天，氣候酷熱，慈禧、光緒和王公隨從顛沛至此，饑渴難忍，曾在關門左側靖邊寺吃茶，但
未敢久留，小憩後又匆匆出發了。傍晚，慈禧一行宿關南陽明堡賈宅。光緒帝面對賈宅“五世同堂”
的門匾和堂內神龕上“一心唸佛”的橫幅，聯想內憂外患的處境，在東家門板上寫下了：“五世同堂真
富貴，一心唸佛見如來”的聯句，藉以抒發一個失意帝王向西方逃去的頹敗情懷。這與李牧、楊業
等抗戰英雄恰成顯照的對比。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文物天地》1983年第2期，本文作者：伊雲、代志 
 

一、雁門關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王昌齡 出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王之渙 出塞〉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岑參 逢入京使〉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翰 涼州詞〉 
親臨雁門關，試將自己想像為朝廷任命長年戍守邊關的將士，寫下自己面對眼下風景的心情。 
 
 
 
 
 
 
 
 
 
[內長城遺跡] 
遠觀，我們還能看到遠處的漢墓群以及山脊上斷斷續續殘損的古長城遺跡。是長城文化、邊塞文化、軍
事文化、戰爭文化的體現。 

位於山西、河北的外長城，基本上和漠南蒙古的省界吻合，是中晚明北疆的國界。明前期，為了對
抗北元和隨後分裂的韃靼和瓦剌，明軍多番出擊，同時也沿前線修築長城。城身的重要地段都以夯土外
包條石，置敵台、堡壘、關隘以作守備，同時，沿邊建立長期世襲服軍役的衛所制度，使他們世世代代
守衛邊疆。明太宗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北京後，多位明帝為保護自身和維護邊境安定的安全，
又沿太行山在山西、河北一段加建內長城作為第二道防線。 

內、外兩段長城在西邊于山西忻州市偏頭關（俗稱偏關，明代時為山西鎮總兵駐地）匯聚。外長城
自西向東，自忻州市偏關縣老牛灣，沿山西、內蒙古交界線，經偏關縣老營堡向東北轉過朔州市平魯區
（唐代名將尉遲恭的出生地）、再經朔州市朔城區、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山西朔州市右玉縣、大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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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雲縣、市區、陽高縣（東南20里即是漢高祖親伐匈奴卻被圍困多日的白登山）、天鎮縣新平堡馬市
口，進入河北張家口市懷安縣、萬全縣、橋西區、崇禮縣、赤城縣，經北京延慶縣居庸關西北在北京延
慶縣四海冶和內長城交匯。 

內長城全長1600多公里。自西向東自忻州市偏關縣老營堡個角墩，沿山西境內朔州市、忻州市交
界線，向東南轉過朔州市平魯區，再經忻州市神池縣、朔州市朔城區、忻州市甯武縣（有甯武關）、忻
州市原平縣、朔州市山陰縣、忻州市代縣（北有雁門關）、朔州市應縣、忻州市繁峙縣、大同市渾源縣
至大同市靈丘縣（有平型關），直到河北保定市阜平縣、淶源縣、易縣、淶水縣、張家口市涿鹿縣、入
北京市門頭溝區、又回到張家口市懷來縣，再入北京延慶縣八達嶺、居庸關西南，在北京延慶縣四海冶
和外長城交匯。 
內長城在大同市靈丘縣牛幫口又分叉南下，沿河北、山西交界線，順太行山向南，經娘子關、固關，在
長治市黎城縣東陽關結束。 
 
[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位於中國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整個窟群分東、中、西三部分。東部石窟多以佛塔為主，又稱塔
洞；中部「曇曜五窟」是雲岡開鑿最早，氣魄最大的窟群；西部窟群時代略晚，大多是北魏遷都洛陽後
的作品。石窟依山開鑿，最大石窟是第6窟（北魏孝文帝時開鑿），由地面到窟頂高達20公尺。 
2001年雲岡石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雲岡石窟與甘肅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 
    雲岡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石窟依山開鑿，主要是在北魏文成帝(西元460年)時，
由曇曜禪師來主持興建，直到北魏遷都洛陽(494年)為止。雲岡石窟東西綿延約一公里，氣勢恢弘，內
容豐富。現存主要洞窟有四十五個，還有其他小型洞窟，共計一千一百多個佛龕，大小造像五萬一千餘
尊，是我國古代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北魏鮮卑族拓跋氏原為我國東北遊牧民族，建立王朝後，於(398年)遷都平城(今大同市)。平城是北魏時
期政治、軍事、文化和宗教中心。北魏皇室大多信奉佛教，但在太武帝時，因聽信於崔浩及道士寇謙之
，於太平真君七年(446年) 下詔滅佛，使佛教經歷空前浩劫，是我國第一次法難。文成帝繼位後，立即
下令恢復佛教，迎請曇曜禪師為沙門統。並接納曇曜禪師提議，在雲岡開鑿五所石窟，令佛法久住世
間。開鑿雲岡石窟目的，一為皇室祈福，造五窟的功德迴向北魏歷來五位皇帝；一為弘揚佛教，佛教是
北魏的國教，有安定民心功能。  
 
雲岡石窟的造像氣勢宏偉，內容豐富多彩，堪稱西元5世紀中國石刻藝術之冠，整個石窟開鑿完成大致
分成三期。 
雲岡石窟的初期：開鑿於北魏文成帝時期(460--465年)，即現今雲岡石窟編號中的第十六到二十窟，俗
稱「曇曜五窟」。石窟形制：平面作馬蹄形，穹隆頂的大像窟，前開拱門，門上方開明窗，窟內雕一尊
大佛像，形體雄偉高大，莊嚴肅穆。造像題材以三世佛為主。早期的「曇曜五窟」氣勢磅薄，具有渾
厚、雄健的西域風格和北魏遊牧民族粗獷、純樸的特質，如二十窟就是著名的露天大佛，面相豐圓寬肩
挺胸，結跏趺坐，一幅莊嚴碩健之美，令人肅然起敬。  
 
雲岡石窟的中期：開鑿於孝文帝主政到遷都洛陽前約(465~494年)，是雲岡開窟造像最興盛的時期，主
要洞窟：7、8，9、10，5、6，1、2，11、12、13，等窟。造像題材以釋迦牟尼佛和彌勒佛為主，也
有釋迦多寶佛並坐像。此期石窟造像民族化色彩濃厚，石窟形制：平面多為方形，具有前、後室的佛殿
窟和塔廟窟。雕刻手法愈臻純熟。佛菩薩像的相貌清秀，豐圓適中，表情溫和恬靜。佛像的服飾是北魏
時期流行的褻衣博帶式，衣紋呈明顯階梯式，兩袖寬大，胸襟打結，雙帶適垂。菩薩像戴花鬘冠身披帔
帛，長裙下擺飛揚，衣紋流暢勁健。  
 
雲岡石窟的後期：大致是開鑿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後至北魏亡，約(494~524年)。遷都後，北魏的政治、
文化、軍事重心雖南移，但平城仍為北方佛教重鎮。此時期石窟以小龕為主，自東迄西偏布崖面，主要
分佈在二十窟以西小窟，第4、14、15及11窟以西小窟等。佛菩薩面相清瘦，眉目清秀，長頸削肩，神
采飄逸的神情，是為「秀骨清像」特微。佛像褒衣博帶式佛裝，衣紋繁複重疊。菩薩亦為清瘦型，上身
短衫，帔帛交叉於胸腹間，長裙下擺向外飛揚呈鋸齒狀。   
 
雲岡石窟的造像，記錄了印度及中亞佛教藝術向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歷史軌跡，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國
逐漸世俗化、民族化的過程。多種佛教藝術造像風格在雲岡石窟實現了消融與轉化，而形成的「雲岡造
像風格」， 並影響北魏時期全國各地的造像，創造出輝煌的中國佛教藝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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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美術全集雲岡石窟壁畫》、石窟之美 
http://www.lyu.org.tw/lyu/China_stone_1/enk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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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岡石窟： 
1.雲岡石窟第十八窟的畫壁上，有眾多佛弟子的笑容與肢體形象，請擇二說明其「笑容」與「肢體形
象」的意義是什麼？帶給你怎樣的感受？並請附上照片 
 
 
 
 
 
 
 
 
 
 
 
 
 
 
 
 
 
 
 
2.請仔細體會與分析，由遠觀與近觀佛像所造成視覺比例的不同，分別帶給你怎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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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大同/恒山/五臺山/太原： 
懸空寺→五臺山景區（顯通寺、塔院寺、菩薩頂、萬佛閣）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一盞明燈　　　晚／政協賓館 

宿：花園國際酒店或同級 
大同→1時15分→懸空寺 
懸空寺 
恆山懸空寺原名“玄空閣”，形如樓閣而得名，後人因“懸”與“玄”諧音，
寺院又象懸掛在半崖之上，依其形貌俗稱懸空寺。 
始建初期，最高處的三教殿離地面90米，看上去更加奇險，因歷年河
床淤積，現僅剩58米。懸空寺不僅外貌驚險，奇特、壯觀，建築構造
也頗具特色，形式豐富多彩，屋簷有單簷、重簷、三層簷，屋頂有正
脊、垂脊、戧脊、貧脊。總體外觀，重重疊疊，造成一種窟中有樓，
樓中有穴的獨特風格。 

懸空寺→3時→五臺山 
五臺山位於中國山西省東北部忻州市五台縣東北隅，位居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被稱為「金五
台」。五台山並非一座山，它是座落於「華北屋脊」之上的一系列山峰群。五座山峰（東台望海
峰、南台錦繡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掛月峰、北台葉斗峰）環抱整片區域，頂無林木而平坦寬闊
，猶如壘土之台，故而得名。 

顯通寺該寺是佛教傳入中國後最早建立的寺廟之一，是五臺山的五大
禪寺之一，是五臺山歷史最古、規模最大的寺廟。創建於漢明帝永平年
間，與洛陽的白馬寺同為中國最早的佛教寺院。 

塔院寺塔院寺在顯通寺南側，原是顯通寺的一部分。現今的大白塔是
元代大德六年（1302年）由尼泊爾匠師阿尼哥所設計建造的。明永樂年
間，朱棣皇帝下令重修此塔，並因塔建寺，與顯通寺分開，取名為塔院
寺。 

菩薩頂菩薩頂位於山西省五臺山靈鷲峰上，是五臺山十座黃廟（喇嘛
廟）中的首廟。由於它的建築雄偉、金碧輝煌，遠看好似西藏拉薩的布
達拉宮，因此人們又把它叫做喇嘛宮。 
全寺建築大體上可以分為前院、中院、後院三個部分。中軸線上的主要
建築有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文殊殿等。 

萬佛閣說起五臺山香火最盛的幾座寺廟，一定少不了五爺廟。其實，
五爺廟還有正式的名稱，就是萬佛閣。塔院寺山門的石臺階東側，緊接
著就是萬佛閣的入口。萬佛閣是塔院寺的屬廟，佔地面積為兩千平方米
，計有殿堂樓房二十三間。這裡主要建築有三座，一是文殊殿，二是五
龍王殿，三是古戲臺。 

五臺山→3時→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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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加油站 

懸空寺原名“玄空閣”，是取道家之“玄”，佛家之“空”，形如樓
閣而得名，後人因“懸”與“玄”諧音，寺院又象懸掛在半崖之上
，依其形貌俗稱懸空寺。始建初期，最高處的三教殿離地面
90米，看上去更加奇險，因歷年河床淤積，現僅剩58米。懸
空寺不僅外貌驚險，奇特、壯觀，建築構造也頗具特色，形
式豐富多彩，屋簷有單簷、重簷、三層簷，屋頂有正脊、垂
脊、戧脊、貧脊。總體外觀，重重疊疊，造成一種窟中有樓
，樓中有穴的獨特風格，它既融合了中國園林建築藝術，又
不失中國傳統建築的格局。  
地點：山西省渾源縣北岳恆山山腳的金龍峽 
歷史背景： 

 
北魏太和15年       建造完成(現今看到的為明清修繕遺物) 
(西元491年) 
 
唐開元23年         李白在岩壁上書寫了「壯觀」二字(註一) 
(西元735年) 
 
明崇貞6年          徐霞客來此遊歷，並將懸空寺寫入《徐霞客遊記》(註二) 
(西元1633年) 
 
西元1957            被列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元1982年         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特色： 
(1) 中國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獨特寺廟。 
(2) 懸空寺原名「玄空閣」，是取道家之「玄」，佛家之「空」，形如樓閣而得名，後人因「懸」與

「玄」諧音，寺院又像懸掛在半崖之上， 依其形貌俗稱懸空寺。 
(3) 最高處的三教殿離地面90米，看上去更加奇險，因歷年河床淤積，現 僅剩58米。  
(4) 全寺面積僅152.5平米，卻建有大小房屋40間。懸空寺的總體布局以寺院、禪房、佛堂、三佛殿 、

太乙殿、關帝廟、鼓樓、鐘樓、伽藍殿、送子觀音殿、地藏王菩薩殿、千手觀音殿、釋迦殿、雷音
殿、三官殿、純陽宮、棧道、三教殿、五佛殿等，真可謂應有盡有。 

(5) 六座主殿閣之間都用木製樓梯相連。寺內塑像很多，但這些塑像的特殊之處在懸空寺的三教殿內，
儒、道、釋的三位代表人物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的塑像共居一室，中國像這樣三教始祖同居一室
的情況非常罕見。 

(6) 各殿樓自身都對稱中有變化，彼此布局分散中有聯絡，曲折回環，虛實相生，小巧玲瓏，空間豐富
，層次多變，小中見大，徜徉其間，不覺為彈丸之地，布局緊湊，錯落相依，其布局既不同於平川
寺院的中軸突出，左右對稱，也不同於山地宮觀依山勢逐步升高的格局，均依崖壁凹凸，審形度勢
，順其自然，凌空而構，看上去，層疊錯落，變化微妙，使形體組合井然有序，空間雖都不大，但
靠對比方法而顯大。 

(7) 屋簷有單簷、重簷、三層簷，屋頂有正脊、垂脊、戧脊、貧脊。總體外觀，重重疊疊，造成一種窟
中有樓，樓中有穴的獨特風格，它既融合了中國園林建築藝術，又不失中國傳統建築的格局。  

建築技巧 ： 
這裡山勢陡峻，懸崖如同斧劈刀削一般，懸空寺就像是粘貼著建在這懸崖上。抬頭望上去，但見層層疊
疊的殿閣，只有十數根像筷子似的木柱把它撐住，木柱或長或短，而且仍然保持著天然的形態，並不是
完全規則的圓柱形。柱子的長細比也不和常規。那大片的赭黃色岩石，好像微微向前傾斜，瞬間就要塌
下似的，更讓人感覺奇險。但古人正是利用了這樣的山勢，給懸空寺找到了一處天然的屋簷，使她少受
風雨侵襲。加之寺院前面的山峰又起了遮擋烈日的作用。據說，在夏天的時候，每天只有３個小時的陽
光照射懸空寺。俗語說：“平地起高樓”，可是，懸空寺卻反其道而行之，懸空建在這絕壁之上。雖然懸
空寺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一棟“危樓”，但憑借古人的智慧，她卻安然立於今世。  
但真正支撐建築的主要結構並不是立柱，而是木挑樑。這些橫木被當地人叫做“鐵扁擔”，是用當地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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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鐵杉木加工成為方形的木樑，深深插進岩石裡去。據說，木樑用桐油浸過，所以不怕被白蟻咬，還有
防腐作用。但是如果按現在的力學計算，挑樑的埋入部分應該大於出挑部分，這些挑樑伸出的長度可不
只是三峽古棧道的寬度，而是一座樓閣的進深。埋入懸崖的不可見部分想必短不了。古人沒有現代化施
工機械，是怎樣在岩壁上鑿出這種又細又深的洞的呢？古人也沒有混凝土澆注技術，把木挑樑插進去又
是怎麼固定的呢？而且這些還是在八、九十米的高空中操作的。現在人們雖然進行了這樣那樣的推測，
終難自圓其說。  
無論從建築藝術還是建築技術上看，懸空寺都令人嘆為觀止。大同地區是地震多發區，可這座玄而又玄
的懸空古寺卻保存至今，給世人留下了一個千古之謎。  
備註： 
註一：詩仙李白遊覽後，在岩壁上留下了“壯觀”二個大字。並特意在“壯”字上多寫一個點，以表其難以

用此二字形容懸空寺的心情。 
註二：徐霞客於其書寫道：「西崖之半，層樓高懸，曲榭斜倚，望之如蜃吐重台者，懸空寺也。五台北

壑，亦有懸空寺，擬此未能具體。仰之神飛，鼓勇獨登、入則樓閣高下，檻路屆曲，崖既矗削，為
天下巨觀。而寺之點綴，兼能盡勝，依岩結構，而不為岩石累者僅此。而增寮位置適序，凡客坐禪
龕，明窗暖榻，尋丈之間，肅然中雅。」 

 
一、懸空寺： 
請寫下妳踏訪此地的種種想像、點滴心情。 
 
 
 
 
 
 
 
 
 
 
 
 
 
 
 
 
 
[五台山] 
  於中國山西省東北部忻州市五台縣東北隅，位居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稱為「金五台」，為文殊菩
薩的道場。五臺山並非一座山，它是座落於「華北屋脊」之上的一系列山峰群，景區總面積達2837平
方公里，最高海拔3058米。五座山峰（東台望海峰、南台錦繡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掛月峰、北台葉
斗峰）環抱整片區域，頂無林木而平坦寬闊，猶如壘土之台，故而得名。五臺山是中國唯一一個青廟
（漢傳佛教）黃廟（藏傳佛教）交相輝映的佛教道場，因此漢蒙藏等民族在此和諧共處。五臺山據傳擁
有寺廟128座，現存寺院共47處，台內39處，台外8處，其中多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來參拜。著名的
有：顯通寺、塔院寺、菩薩頂、南山寺、黛螺頂、廣濟寺、萬佛閣等。2009年6月26日在西班牙塞維亞
舉行的第3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五臺山氣候寒冷，又被稱做「清涼山」。全年平均氣溫為零下4度，7至8月最熱，分別為9.5度和8.5度
，1月份最冷，平均氣溫零下18.8度。台懷地區比台頂早1個月入春，遲1個月入秋，溫差相差6度左右
，全年平均氣溫2－3度，最低氣溫零下30度，最高氣溫為30度。台懷地區夏季空中雲層較近，濕度大
，常有雨水。 
 
【顯通寺】 
是佛教傳入中國後最早建立的寺廟之一，和洛陽的白馬寺同為中國最早的寺廟，五臺山的五大禪寺之一
，也是五臺山歷史最古、規模最大的寺廟。創建於漢明帝永平年間，與洛陽的白馬寺同為中國最早的佛
教寺院。 
    顯通寺的大雄寶殿是舉行佛事活動的主要場所，殿內供奉有釋迦牟尼、阿彌陀佛、藥師佛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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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大殿開闊疏朗，古色古香。無量殿為磚砌結構，裡面供奉有銅鑄毗盧佛，該殿沒有房梁，形制非常
獨特，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銅殿是一座青銅建築物，殿內有上萬尊小佛像，是罕見的銅製文物。顯通
寺前的鐘樓里有五臺山最大的銅鐘——長鳴鐘，鐘的表面刻有一部萬餘字的楷書佛經。 
 
【塔院寺】 
塔院寺在顯通寺南側，原是顯通寺的一部分，塔院寺內有五臺山的標誌性建築物——大白塔，塔高56.4
米，通體潔白，被譽為「清涼第一聖境」。塔頂懸有兩百餘個銅鈴，風吹時聲音清脆。白塔的東邊有一
座小白塔，相傳此塔內藏有文殊菩薩顯聖時遺留的金髮，因此又稱文殊髮塔。藏經閣在大白塔北側，為
木結構建築，內有用漢、蒙、藏多種文字所寫的經書兩萬多冊。 
【菩薩頂】 
位於臺懷鎮的靈鷲峰上，是五台山十座黃廟（喇嘛廟）中的首廟。由於它的建築雄偉、金碧輝煌，遠看
好似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因此又叫做喇嘛宮。佔地面積九千一百六十平方米，有殿堂僧舍等大小房屋
一百餘間，且均為清朝康熙年間的建築。全寺建築大體上可以分為前院、中院、後院三個部分。中軸線
上的主要建築有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文殊殿等。兩旁，對稱地排列著鐘樓、鼓樓、禪院等。主殿
居中，高大雄偉；配殿位居兩側，左右對稱。全寺建築的佈局不但中心突出，而且壯觀恢宏，加之紅柱
紅墻，金色琉璃瓦，更顯得金碧輝煌，富貴豪華。 
薩頂是五臺山最大最完整的一座藏傳佛教寺院，這裡是每年農曆六月初四到六月十五的黃教法會主場地
，在這一時間登山可以看到喇嘛們「鎮魔」的盛況。寺內有天王殿、釋迦牟尼殿、菩薩殿，因歷代皇帝
都曾登臨菩薩頂，所以寺內有不少御筆親題的碑和匾。在東院過廳和後院，有兩座漢白玉四稜柱碑，碑
身四面分別刻有漢、蒙、滿、藏四種文字所書的碑文，均為清代康熙帝手書。 
【萬佛閣】 
香火最盛之一定，即五爺廟。塔院寺山門的石臺階東側，緊接著就是萬佛閣的入口。萬佛閣是塔院寺的
屬廟主要建築有三座，一是文殊殿，二是五龍王殿，三是古戲臺。 
二、五台山： 
穿越時光隧道──想像自己是出家人，…… 
這是何等善緣殊勝，我們能住在這佛教聖地，能品嘗這裡的菜蔬瓜果，在這裡迎風送月，聽松濤賞秋
意。 
菜根香，是源於內心明如鏡；風清似水，是因為曲徑引人入山去；素靜幽深，透漏佛門戒律直指情性。 
如果你便是那孤獨的背影，暮去朝來青燈伴明月；如果你便是那閉關的僧侶，把自己囚在一方淨土，直
到那時方知靜坐的心如奔馬，木魚的聲響敲不碎心頭翻湧的意念，藏經樓裡，文殊菩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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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太原： 
煤炭博物館(動感電影+小火車)、晉祠 
山西武宿機場→松山機場→景美女中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鍋舍印象　　　晚／機上精緻套餐 
太原(飯店)→15分→煤炭博物館 

煤炭博物館 
中國煤炭博物館，1989年10月1日建成開館，位於太原市迎澤大街和
晉祠路交匯處，為中國國家一級博物館。中國煤炭博物館正門煤炭博
物館分東西兩院。東院是博物館的主體，主要介紹中國煤炭分布以及
煤炭自然形成機制等；西院曾長期作為太原理工大學千峰校區，供太
原理工大學現代科技學院使用 
煤炭博物館→30分→晉祠 
 
晉祠 
晉祠，原為晉王祠（唐叔虞祠），為紀念晉（汾）王及母后邑姜而興建。位於山西太原市西南懸甕山麓
的晉水之濱，祠內有幾十座古建築，環境幽雅舒適，風景優美秀麗，極具漢族文化特色，素以雄偉的建
築群、高超的塑像藝術聞名於世。是集中國古代祭祀建築、園林、雕塑、壁畫、碑刻藝術為一體的唯一
而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是世界建築、園林、雕刻藝術中心。難老泉、侍女像、聖母像被譽為「晉祠
三絕」。 
 
之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乘國際航班返回溫暖的家，結

束難忘的山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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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加油站 
 
[煤炭博物館] 
中國煤炭博物館是中國大陸唯一的國家級煤炭行業博物館，是煤炭行業歷史文物、標本、文獻、資料的
收藏中心，是煤炭工業的科普教育機構、科學研究機構和宣傳教育機構，是崇尚科學和文明的象徵。 
中國煤炭博物館分東、西兩院，占地約11公頃，建築面積約90,000平方米，由陳列大廳、中國煤炭科
教文交流中心、學術報告廳、辦公研究樓和現代科技學院等組成。 
中國煤炭博物館基本陳列總體規劃為“七館一井”：煤的生成館、煤炭與人類館、煤炭開發技術館、當代
中國煤炭工業館、煤炭藝術館、煤炭文獻館、中外交流館和模擬礦井。對外開放的有煤的生成館、煤炭
與人類館、煤炭藝術館、煤炭文獻館和模擬礦井。另外還新開發了古代壁畫館和煤礦安全教育館。 
中國煤炭博物館煤炭與人類廳處，是中國大陸唯一的煤炭行業專業博物館，它的煤炭文物標本的收藏機
構。十餘年的發展在中國大陸博物館行業具有了極其重要的地位，使煤炭古今文化得以發掘和傳播。中
國煤炭博物館基本陳列將呈現給您煤炭的生成、煤炭的開發史、煤炭與近代工業革命、煤炭與人類、煤
炭與藝術等內容，通過詳實的文物史料，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深刻揭示了煤炭帶給人類的光明與幸福。 
博物館永久的陳列——《類比礦井》，其規模之大，內容之豐富，在世界同類博物館中是少見的，集合
了科學性，知識性，趣味性為一體，古代手工採煤，近代打眼放炮採煤和掘進工作面，現代綜合機械化
採煤和掘進工作面以及地質構造等景觀。在工作面安裝有整套的採掘機械和會動的礦工蠟像，具有深厚
的煤礦氛圍，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他向人們展示了從古到今煤炭開採技術發展的歷史。 
中國煤炭博物館的基本陳列佈置遵循科學性、知識性、藝術性、趣味性的基本原則，努力用豐富的藏品
，輔之以高新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現代展示手段，使觀眾在寓教寓樂的環境中，瞭解煤炭的歷史、煤炭
的科學技術、煤炭的文化，從而得到科學的啟迪和藝術享受。 
資料來源：中國煤炭博物館官方網站 www.coalmus.org.cn/、百度百科 http://www.baidu.com/  
一、煤炭博物館： 
經過一場知識的洗禮，請說明煤炭是如何造就今日的山西? 
 
 
 
 
 
 
 
 
 
 
 
 
 
 
 
[晉祠] 
晉祠，原為晉王祠（唐叔虞祠），為紀念晉（汾）王及母后邑姜而興建。位於山西太原市西南懸甕山麓
的晉水之濱，祠內有幾十座古建築，環境幽雅舒適，風景優美秀麗，極具漢族文化特色，素以雄偉的建
築群、高超的塑像藝術聞名於世。是集中國古代祭祀建築、園林、雕塑、壁畫、碑刻藝術為一體的唯一
而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是世界建築、園林、雕刻藝術中心。難老泉、侍女像、聖母像被譽為「晉祠
三絕」。 
 
晉祠位於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處的懸瓮山麓。據《史記·晉世家》的紀載，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封
同母弟叔虞於唐，稱唐叔虞。叔虞的兒子燮，因境內有晉水，改國號為晉。後人為了奉祀叔虞，在晉水
源頭建立了祠宇，稱唐叔虞祠，也叫做晉祠。 
 
晉祠的創建年代，現在還難以考定。最早的記載見於北魏酈道元（公元466年或472年？——527年）的
《水經注》，書中寫道：「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坐時的風景文物已
大有可觀，祠、堂、飛梁都已俱備了。由此可見，晉祠的歷史，即使是從北魏算起，距今也有一千好幾
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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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祠曾經過多次修建和擴建，面貌不斷改觀。南北朝時，北齊文宣帝高洋，推翻東魏，建立了北齊，將
晉陽定為別都，於天保年間（公元550－559年）擴建晉祠，「大起樓觀，穿築池塘」。隋開皇年間
（公元581－600年），在祠區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晉
祠，撰寫碑文《晉祠之銘並序》，並又一次進行擴建。宋太宗趙光義於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76－983
年），在晉祠大興土木，修繕竣工時還刻碑記事。宋仁宗趙禎於天聖年間（公元1023－1032年），追
封唐叔虞為汾東王，並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規模宏大的聖母殿。 
 
自從北宋天聖年間修建了聖母殿和魚沼飛梁後，祠區建築布局大為改觀。此後，鑄造鐵人，增建獻殿、
鐘樓、鼓樓及水鏡台等，這樣，以聖母殿為主體的中軸線建築物就次第告成。原來居於正位的唐叔虞祠
則退處次要位置。 
 

二、晉祠： 
此行，為旅程的最後一站。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請結合你此刻心情，將眼前所見被主觀情感化的景

色描繪出來。 
 
 
 
 
 
 
 
 
 
 
 
 
 
 

 
 
發佈每日景女新聞稿 

 
(新聞稿格式範例)  

   

標題：○○○○○○○○○　讓讀者就算不看內文也能知道這篇新聞在說啥！ 
2015年10月○日　撰文/○○○、○○○、○○○、○○○ 

  
  
1. 第一部分(導言)：第一段，或兩、三段中展示出一件事情的最重要部分，為本新聞稿

之重點摘要，字數維持在150字內。撰寫要點有二：其一，用最簡鍊的文字，寫出新
聞中最新鮮，最重要的事實，以吸引讀者看完整篇報導。其二，人事時地物均涵蓋在
導言中。 

2. 第二部分：依重要性遞減之次序，補充或解釋導言中所呈現的各種情節，請敍明
「人、事、時、地、物」關鍵內容，以及特殊值得介紹之處。可分作數段進行撰寫。
若引述主要人物及參與人之談話，並以○○○表示或○○○指出來表達。 

3. 第三部分：心得感想或評論。結尾需有力，可引人深思；或以懸宕式筆法，以提供讀
者思考的空間。 

（整篇文章字數須達10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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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及圖說文字： 
照片1　攝/○○○ 　（圖說文字○○○○○○，請以1~2句話描述清楚。） 
照片2　攝/○○○ 　（圖說文字○○○○○○，請以1~2句話描述清楚。） 
…. 
（相片張數沒有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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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ards with Warmth from My Shanxi Trip 
 

Assignment requirements: 

1. Provide 7 photos with resolutions high enough to create beautiful postcards. Upload the photos to the 
“Postcards” folder inside the shared Google Drive folder named “2015二善國際教育旅行”. Name each 
photo with your number, name and photo sequence like “01王蕙萱photo 01.” It is suggested that you take 
the photo yourself, but you may also borrow a photo from your classmate. Then, the photographer cannot 
hand in the identical photo and the borrower has to name the photo along with the photographer’s name, 
like “01 王蕙萱 photo 01_photographed by 印心瑜.” 

2. Along with your postcard photos, upload one WORD file named with your number and name, like “01 王蕙
萱,” to the “Postcards” folder. In the WORD file, include all the writing practices for the photos you 
uploaded with the photo sequence like “Photo 01,” “Photo 02.” Please also include your name and number 
in the beginning.  

3. For each photo write 15~25 words, including 1~3 complete sentences to show your feelings of the photo, 
the warmth you sensed from it, or the inspiration you intend to deliver though it.  

4. Most importantly, “show” in the words for your photos, instead of just telling your reader the 
person/people, place, scene, event, or atmosphere. Include your feelings and thoughts towards them. 
Please follow the “SHOW instead of TELL” section.  

5. After the teacher helps you revise your words for each of your photos, one or two of your photos plus 
words will be chosen as the candidates for postcards. Then, edit the photo and words into a Do-It-Yourself 
postcard and mail the cards along with your gratitude and blessings to your friends and companions in 
LinFen First High School. (Keep it a secret. Do not let them know this.) 

6. The English class offered by Grace in LinFen First High School will focus on “SHOW instead of Tell.” Active 
participation will help a lot to understand it better and to create better works of your own.  

 

Before the trip:  

1. Read the “Show Instead of Tell” section in preparation.  

2. Think about the tools you will need during the trip: Will you need a camera or a mobile phone that 
can create a photo with resolutions high enough? Or will you be able to borrow such a device from 
your classmate?  

3. You might need a notebook to write down your ideas about a scene or a photo you just take. Good 
ideas may be gone if you do not try to take note of them. Besides, feelings are often the strongest 
when you are on the spot.  

 

➔➔➔➔➔ Deadlines:  Nov. 1 (Sunday)  ←←←←← 

 

 

“SHOW” instead of TELL! 

Read and feel the 3 sets of evolution from telling to showing and think ab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uestion 1: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ow and tell? 
Question 2:  How to show instead of 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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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1 
She boiled water. TELLS. 
She put the kettle on the stove. BEGINS TO SHOW. 
She filled the kettle from the faucet and hummed till the kettle’s whistle cut her humming short. 

SHOWS. 

Set 2 
He took a walk. TELLS. 
He walked four blocks. BEGINS TO SHOW. 
He walked the four blocks slowly. SHOWS MORE CLEARLY. 
He walked the four blocks as if it were the last mile.  

 SHOWS MORE by giving the reader  
 a sense of the character’s feelings.  

He walked as if against an unseen wind, hoping someone would stop him. 
 SHOWS MOST because it gives the  
 reader a sense of what the  
 character desperately wants.  

Set 3 
     The conversation was barely begun before I discovered that our host was more than simply a 
stranger to most of his guests. He was an enigma, a mystery. And this was a crowd that dotes on 
mysteries. In the space of no more than five minutes, I heard several different people put forth their 
theories—all equally probable or preposterous—as to who and what he was. Each theory was argu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can only come from a lack of evidence, and it seemed that, for many of the 
guests, these arguments were the main reason to attend his parties.  

                                                            TELLS. 
 

‘I like to come,’ Lucille said. ‘I never care what I do, so I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When I was 
here last I tore my gown on a chair, and he asked me my name and address—inside of a week I got a 
package from Croirier’s with a new evening gown in it.’  

‘Did you keep it?’ asked Jordan.  
‘Sure I did. I was going to wear it tonight, but it was too big in the bust and had to be altered. It 

was gas blue with lavender beads. Two hundred and sixty-five dollars.’  
‘There’s something funny about a fellow that’ll do a thing like that,’ said the other girl eagerly. ‘He 

doesn’t want any trouble with anybody.’  
‘Who doesn’t?’ I inquired. ‘Gatsby. Somebody told me—’  
The two girls and Jordan leaned together confidentially.  
‘Somebody told me they thought he killed a man once.’  
A thrill passed over all of us. The three Mr. Mumbles bent forward and listened eagerly.  
‘I don’t think it’s so much THAT,’ argued Lucille skeptically; ‘it’s more that he was a German spy 

during the war.’  
One of the men nodded in confirmation.  
‘I heard that from a man who knew all about him, grew up with him in Germany,’ he assured us 

positively.  
‘Oh, no,’ said the first girl, ‘it couldn’t be that, because he was in the American army during the 

war.’ As our credulity switched back to her she leaned forward with enthusiasm. ‘You look at him 
sometimes when he thinks nobody’s looking at him. I’ll bet he killed a man.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SHOWS. 

 

Answers for your reference:  

Question 1: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ow and 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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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ader experiences what is happening in front of his or her eyes (showing). He does not experience 
offstage events (telling). Telling interrupts the reader’s experience. Telling starts the reader skipping. 
Telling makes the reader impatient. 

✓ One clue to whether a writer is showing rather than telling is to determine if the passage is visual. That is, 
the reader can see (and feel) through the words.  

 

Question 2:  How to show instead of tell?  

✓ Sometimes longer is better for showing.  

✓ Telling is more general while telling is more detailed.  
Three basic tips: 

Tip 1: Make good use of the season, the time of day, and the weather. A walk along a lane on a 
summer afternoon creates one atmosphere while the same lane on a dark winter night would 
feel very different.  

Tip 2: Use sense impressions as details. If the reader is to enter your world, he/she needs to be able 
to see it, hear it, touch it, taste it, and smell it. 

Tip 3: Do NOT just narrate and describe. Instead, create scenes with actions, reactions, 
monologues, and dialogues. Make your readers see and experience himself/herself.  

 

Here are some questions to help check if you are “showing”:  

Yes☐ No☐  Are you allowing the reader to “see” what is going on? 

Yes☐ No☐  Is the author talking all the time?  

Yes☐ No☐  Can you silence the author by using an action to help the reader understand how you 
feels or how a character feels? 

Yes☐ No☐  Are you naming emotions like “she is happy”?  

Yes☐ No☐  Are you conveying emotions by actions, reactions, monologues, or dialogues?  

 
If you are “showing,” the answers should be “Yes. No. Yes.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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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ES 

(Grace E. Easley*) 

Memories are heartbeats 
Sounding through the years 
Echoes never fading 
Of our smiles and our tears. 
Moments that are captured 
Sometimes unaware 
Pictured in an album 
Or a lock of hair. 

 

Images that linger 
Deep within the mind 
Bit of verse we cherished 
Once upon a time. 
Through the musty hallways 
Of the days we knew 
Ever comes the vision 
Beautiful and true. 

 

Memories are roses 
Blooming evermore 
Full of fragrant sweetness 
Never known before. 
Life must have a meaning 
Goals for which to strive 
Memories are lights that burn 
To keep the heart alive. 

THE TIDE 

(Author Unknown) 

The tide recedes, but leaves behind  
bright seashells on the sand. 
The sun goes down, but gentle warmth 
still lingers on the land. 
The music stops, yet echoes on 
in sweet, soulful refrains. 
For every joy that passes, 
something beautiful remains. 

The following two poems are also good examples of showing.  
They are about memories. Think further about what you want to keep as a memory 
after th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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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分組表 

分
房
表 

分房 姓名 

 朱雲琦 周慈萱 

 張凱毓 梁彣瑄 

 印心瑜 施雅菱 

 孫薇雲 零薇 

 陳美儀 羅以樂 

 王蕙萱 潘慕晨 

 潘芸柔 姚毓婷 

 林霈瑜 黃莞心 

 呂倢瑄 曾敏寧 

 黃逸瑄 江瀅瀅 

 洪子淇 鄭筱琪 

 許雅涵 吳苙賢 

 

師長 
分房表 

 李冠達  

 黃贇瑾 李芷沂 

 武思婷 呂翠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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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分組 

第1隊 姚毓婷、孫薇雲、零薇、潘芸柔、江瀅瀅、許雅涵 

第2隊 王蕙萱、印心瑜、施雅菱、張凱毓、潘慕晨、鄭筱琪 

第3隊 朱雲琦、周慈萱、洪子淇、梁彣瑄、呂倢瑄、曾敏寧 

第4隊 黃莞心、林霈瑜、陳美儀、羅以樂、黃逸瑄、吳苙賢 
 
 

行政分組 

總隊長 周慈萱 

活動組 組長 : 鄭筱琪 
組員 : 印心瑜、黃逸瑄、王蕙萱 

文書組 組長 : 曾敏寧 
組員 : 呂倢瑄、零薇、洪子淇 

行動組 組長 : 朱雲琦 
組員 : 林霈瑜、黃莞心、陳美儀 

環保組 組長 : 姚毓婷 
組員 : 潘慕晨、江瀅瀅、孫薇雲 

攝影組 組長 : 施雅菱 
組員 : 梁彣瑄、羅以樂、張凱毓 

機動/器材組 組長 : 潘芸柔 
組員 : 許雅涵、吳苙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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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注意事項 
行李、出發注意事項~ 

1、請依照說明會資料上所指定時間、地點準時前往集合。國際航班為出發前2小時前到指定航空公司
團體櫃台集合，並將識別牌佩帶胸前便於領隊尋找(交通狀況難以掌控，請提早出門)。 

2、2007年3月1日起登機攜帶液體每罐限100cc！防範恐怖份子意圖以液態炸藥攻擊民航機，民航局
決定民眾搭機出國的登機安檢措施，將比照英美和歐盟等國家，屆時旅客隨身攜帶的「液體溶
器」「每罐」不得超過100cc，而且必須放入1公升以下容量的可重複密封透明塑膠袋內，如果超
過的話，安檢人員會直接丟掉。 

3、旅客攜帶未符合限量規家的嬰兒食品、嬰兒牛奶、藥物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
品，必須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經檢驗後放行。數量以旅途中所必要之用量為限。 

4、出國證件有専人代辦登機手續，辦好後將分發給各位貴賓，請您留意收好；若不慎遺失請速至各
地公安局報案，再補臺胞證後方可離境。 

5、機上座位是按照護照上英文名字A、B、C…等排列，所以夫婦或親友不一定能坐在一起 
6、手提行李以一件不超過五公斤，托運行李以一件不超過二十公斤為原則，否則航空公司將加收行

超重費。(依航空公司不同，規定也會有所不同) 
7、行李箱以硬殼、堅固耐用為原則，且一定要上鎖較為安全。 
8、飛機(火車)托運行李到達各地機場(車站)時，請清點無誤後再出發。 

中華民國海關回台規定~ 
1、免稅菸酒：一條菸(200支)、一瓶酒(一公升) 
2、新鮮水果、農產、肉品依照規定不得帶回台灣，若被海關查到將被沒收及罰款。 

安全問題~ 
1、團體已依照觀光局之規定投保履約責任險，旅客若需要可自行投保旅行平安險。 
2、請勿帶貴重首飾及手錶前往旅遊，不任意與陌生人黑市兌換人民幣或金飾，以免上當或招致牢獄

之災，進出關時記得不要替陌生人攜帶任何物品，避免產生不必要之麻煩。 
3、請勿單獨行動或任意離隊活動，以防走失或發生危險。 
4、照相時請勿將行李置放在地上，吃飯時行李勿掛在椅背上，以免遺失或失竊。 
5、護照、簽證、機票及貴重財物請自行妥善保管(領隊依觀光局規定不負保管責任)，以防遺失 

或被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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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外幣： 
※ 新臺幣、外幣、人民幣及有價證券: 
（一）新臺幣：6萬元為限。如所帶之新臺幣超過限額時，應在出境前事先向中央銀行申請核准，

持憑查驗放行；超額部分未經核准，不准攜出。 
（二）外幣：超過等值美幣1萬元現金者，應報明海關登記；未經申報，依法沒入。 
（三）人民幣:2萬元為限，如所帶之人民幣超過限額時，雖向海關申報，仍僅能於限額內攜出；如

申報不實者，其超過部分，依法沒入。 
（四）有價證券（指無記名之旅行支票、其他支票、本票、匯票、或得由持有人在本國或外國行使

權利之其他有價證券）：總面額逾等值1萬美元者，應向海關申報。未依規定申報或申報不
實者，科以相當於未申報或申報不實之有價證券價額之罰鍰。 

一、請準備適合個人體質之胃腸、止痛、暈車及私人習慣之藥品。 
二、隨身行李安檢新措施：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其體積不得超過100ml、藥物及其他醫療所需請

全部裝於透明塑膠密封袋內。 
三、導遊、司機、領隊小費旅客每人每天總計台幣200元整、行李小費一件人民幣5元。 
四、返台免稅煙酒可在當地或桃園機場公賣局免稅中心購買，每人標準一條煙、一瓶酒及價值一萬元

之內的免稅品。 
五、匯率：1元美金＝6.1元人民幣，1元人民幣＝4.9元台幣。（此匯率僅供參考實際請依牌價匯率為
準） 
六、大陸直撥電話回台灣:00+886+區域碼+電話，台灣直撥電話往大陸：002+86+區域碼+電話 
 
＊ 若因氣候、季節、飛機或其他非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所造成行程調整或變更航程，本公司
有權保留行程之更動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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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注意!!搭機禁託運事項 

旅客注意!! 
備用電池搭機禁託運~尖銳物品不能隨身攜帶~ 
手機、相機、MP3、手提電腦等電子消費產品愈來愈多，搭機前想把備用電池全部丟進託運行李箱
嗎？那可不行！為免鋰電池短路起火而引發飛安意外，全球航空業規定，備用鋰電池僅能放在手提行
李中，且必須符合一百瓦小時以下的規格限制。惡意違規者，最多可依民航法處以兩萬元到十萬元罰
款。 
建議旅客登機前把鋰電池包好。「只要用一層薄薄的塑膠袋或保鮮膜，把鋰電池包起來，就可以防範
電池正負極和零錢、鑰匙等金屬物品碰撞而短路起火！」 
顏溪成說，鋰電池怕六十五度以上高溫，或是強力碰撞、刺穿，鋰電池的有機溶劑和空氣接觸後，就
會燃燒起火。 
消保會建議，遵照原廠指示選用電池，充電完成後，儘速將電池取下充電座，避免接觸金屬等易致 

短路的物質，不要把電池放在車內等高溫處。航空公司表示，會配合新規定辦理，不過第一線人員指
出，危險物品很多，不太可能一一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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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海關回台規定 
1. 台灣海關禁止肉類食品進關 
舉凡如牛肉乾、肉鬆蛋捲(澳門名產)、真空包肉品，這些都不能闖關。 
如果是做成罐頭的食品如法國的兔肉罐頭、鴕鳥肉罐頭、牛肉罐頭等，這些可以進台灣不會被丟掉。 
真空袋包裝的肉類都一律禁止，真空包裝的大閘蟹、帝王蟹等，都被禁止攜帶。 
如果是醃漬過的肉類或者魚介類，如明太子(博多名產)、醃漬過的鮭魚卵，是可以帶入台灣國土沒問
題。 
防檢局官員指出，只要是動物產品，不論是加工前後或生、熟，即使經過真空包裝，統統不准攜帶入境
，尤其是來自東南亞、香港、澳門、新加坡等疫區，肉鬆、肉乾或火腿等物品都不得帶進國內。 
可以帶起司入境，但如果內含火腿、培根就不行。保久乳和調味乳也可攜入； 
生乳因未經高溫高壓處理，所以不能帶；鮮奶也必須符合檢疫條件才能帶進來。 

2. 帶錢入關行不行?! 
帶外幣入關可以，但超過一定數字請你要填單申報，沒有申報強行入關的結果，被沒收也無法申訴索回
喔! 
入境旅客攜帶管制或限制輸入之行李物品，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填報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
報，並經紅線檯查驗通關： 
一、攜帶菸、酒或其他行李物品逾第十一條免稅規定者。 
二、攜帶外幣現鈔總值逾等值美幣一萬元者。 
三、攜帶無記名之旅行支票、其他支票、本票、匯票或得由持有人在本國或外國行使權利之其他有價證
券總面額逾等值美幣一萬元者。 
四、攜帶新臺幣逾六萬元者。 
五、攜帶黃金價值逾美幣二萬元者。 
六、攜帶人民幣逾二萬元者，超過部分，入境旅客應自行封存於海關，出境時准予攜出。 
七、攜帶水產品及動植物類產品者。 
八、有不隨身行李者。 
九、有其他不符合免稅規定或須申報事項或依規定不得免驗通關者。 

 
 

3. 新鮮水果絕對不要帶進台灣，為了台灣植物生態，請大家不要僥倖闖關。 
機場的米格魯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請大家不要跟米格魯的鼻子賭上一把。只要是新鮮水果都不能帶，東
南亞芭樂、柑橘、榴槤和蛇皮果等，都是禁止類水果。中草藥，只要是符合「乾燥」、「經加工」等條
件，都可以攜帶，但還是要先申報檢驗。水果乾已經加工處理過的就可以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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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免稅物品的範圍及數量: 
酒 1公升，捲菸200支或雪茄25支或菸絲 1磅，但限滿20歲之成年旅客始得適用 ，20歲以下的孩子不能
算人頭帶菸酒進關喔!! 
非屬管制進口，並已使用過之行李物品，其單件或一組之完稅價格在新台幣1萬元以下者。 上列以外之
行李物品(管制品及菸酒除外)，其完稅價格總值在新台幣2萬元以下者。 

5. 武器毒品、盜版光碟等違禁品 

6. 寵物出入境要注意 
攜寵物入境： 
活動物禁止攜帶，但符合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之犬、貓、兔除外。攜帶寵物入境，應由畜主或其代
理人先向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請核可，並於起運前兩星期向下列機關申請檢疫，取得進口同意書後始得
入境。攜寵物出境到他國後，再攜帶回國，亦比照攜寵物入境之有關規定辦理。 
@自中正機場入境：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辦理（電話：03-3982431或
03-3982663轉201、202）。 
@自高雄機場入境：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辦理（電話：（07）8059590或
(07)-5360070轉518）。 

7. 維他命也限制數量 
以維骨力為例，台灣規定每個人每次只能帶1200粒，以一瓶200顆裝或300顆裝來計算，每人每次頂多
只能帶五至六瓶。 
而善存依劑量不同可歸類為維生素藥物或膠囊狀食品；維生素藥物一次不能攜帶超過1200顆，膠囊狀
食品則不能帶超過2400顆。 
 

 

攜帶物品檢查(參考) 
出國攜帶物品檢查表 

●必帶重要物品事項 

□護照（檢查有效日期六個月）□緊急連絡電話/電話本 □信用卡 □簽證 □證件備份影印本 
□護照用照片(兩張或檔案)  □機票 □外幣 □台幣 □錢包/零錢包 □名片 □飯店訂房相關資料 
□地圖 □旅遊套票 □行李牌、鑰匙、密碼 

●藥品/清潔用品 

□感冒藥 □頭痛藥 □蚊蟲藥 □腸胃藥□健康營養藥品□其他藥品 □生理用品 □急救包 □面紙/溼紙巾 

●盥洗用品 

□浴巾 □洗髮精 □肥皂 □洗面乳 □牙膏□牙刷 (旅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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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鞋襪、包包 

□薄外套 □羽毛衣□圍巾 □手套 □帽子/毛線帽 □內衣 □內褲 □短褲 □Ｔ恤 □毛衣 □長袖 
□正式服裝 □運動褲 □牛仔褲□襪子 □拖鞋 □運動鞋 

●文書用品 

□行事曆 □筆記本 □筆 □便利貼 □哨子□旅遊書 □旅行計畫 □筆、紙 

●電器用品 

□照相機(備用電池、充電器) □電腦(插電、隨身硬碟、USB) □手機(備用電池、充電線) 
□轉換插頭 □其他電器用品 □鋰電池不能託運 

●工具 
□雨傘 □針線包□水壺 □小手電 □手錶 

●其他物品 

□太陽眼鏡 □防曬油 □保養/化妝品 □備用眼鏡 □壓縮罐不能帶上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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