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愛打卡～W 酒店最時尚、中國最美書坊、水鄉雙古鎮、
外灘建築巡禮五日(含稅、無購物、無自費)
出發日期：2018/12/14、22

2019/01/03、12
2019/02/17
2019/03/03

現金優惠價：14888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住宿蘇州 W 酒店乙晚：蘇州 W 酒店提供最先進的活動場所以及獨具風格的客房，是客人體驗傳統中國文化
和現代化元素的下榻場所，距離金雞湖有 10 分鐘的步行路程。

鍾書閣蘇州店：因設計以亮麗的彩虹屏風為重點而獲稱為彩虹書店。這已經不是鍾書閣開設的第一家分店，
鍾書閣 2013 年在上海創立以來就贏得《中國最美書店》的美譽，這幾年間已把分店開到成都、揚州等地。鍾
書閣是一家偉大的書店，偉大的書店就應該設計成一個新世界。這個世界發光一般地存在，你會被吸引，閱
讀是如此美妙，引導你進入其中，看到你未曾見識的知識。

漫步上海舊租界的文藝復興～外灘百年建築巡禮。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江南地區名產，可依您實際所需向導遊訂購，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BR722

台北(桃園)

上海(浦東)

16:30

18:25

回程

BR721

上海(浦東)

台北(桃園)

20:20

22:1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上海～外灘百年建築巡禮～南京路步行街～上海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並以電話與我們領隊或機場服務人員報到，由我
們為您準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上海。
上海：又稱《上海灘》
，中國第一大城市，四大直轄市之一，中國國家中心城市，中國的經濟、科技、工業、
金融、貿易、會展和航運中心。上海位於中國大陸海岸線中部的長江口，擁有中國最大的外貿港口和最大的
工業基地。
上海外灘萬國建築群巡禮，是指上海市中心一段沿黃浦江畔馬路和沿路的建築和設施構成，為上海重要的地
標之一。全長 1.5 公里，南起延安東路，北至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東面即黃浦江，西面是舊上海金融、外貿
機構的集中地，沿路可見多幢風格迥異的歷史建築，故而被譽為「萬國建築博覽群」
。
南京路步行街，南京路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它的前身是“派克弄”，1865 年正式命名為南京路。南京路步
行街位於上海市黃浦區，西起西藏中路，東至河南中路 1908 年，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南京路出現了發展高潮，
紛紛建起新型的綜合性商業樓，使南京路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上海又一處靚麗的城市新景觀。
這裡沒有擁擠的車輛，繁華而優雅，購物、休閒、美食都十分愜意。
★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江南地區各式名產，您可依您實際所需向導遊訂購，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住宿 : 上海嘉定喜來登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晚餐 : 機上簡餐
或

上海興榮溫德姆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或同級旅館

第二天 上海～漫步老上海城區(思南路、周公館、梅蘭芳故居、思南公館、孫中山故居)～
星巴客臻選烘培工坊～中華藝術宮(世博中國館)～(車程約 1.5HR)嘉興～月河古鎮～嘉興
漫步思南路：原名馬斯南路，是位於上海市中心黃浦區的一條不通公共汽車的幽靜道路。北到淮海中路，南
到泰康路，除南北兩端有少許小型店鋪外，從南昌路到建國西路，兩側幾乎全都是法國梧桐和 1920 年代建造
的花園式洋房。這是一片保存完好的法新租界街區，並聚集了眾多的名人故居，處於上海中心城區內最大的

風貌保護區——衡山路-復興路歷史文化風貌區的東部。
上海周公館：正式名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位於上海市黃浦區思南路 73 號，是中國共產黨於國
共談判期間在上海設立的辦事機構，對外宣稱是周恩來的寓所，所以也有了周公館的名稱。
梅蘭芳故居：位於盧灣區馬斯南路 121 號（今思南路 87 號）
。1932 年梅蘭芳從北京遷居上海後就住在這裡，
一直住到 1938 年，1942 年從香港回來後繼續在此居住，直到抗戰勝利後回到北京。這裡是一棟四層西班牙
式花園洋房，被稱為“梅華詩屋”。
思南公館：位於上海市黃浦區的一個花園住宅保留改造項目，集商業、酒店、住宅和辦公為一體，占地面積
約 5 公頃，包含原盧灣區 47、48 街坊的部分地塊。具體範圍為：西至 48 街坊花園住宅邊界，東至重慶南路，
南至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北至復興中路，與復興公園隔路相望。整個街區，約 50 棟優秀歷史建築構成，集合
了上世紀 30 年代上海城區的建築風格：花園別墅、外廊式宴會廳、石庫門、新里弄、老洋房和工業廠房，堪
稱上海歷史建築博物館。
中山故居：位於中國上海市黃浦區香山路，是 1918 年－1925 年孫中山在上海期間的寓所。這是一幢 2 層樓
的花園洋房，緊鄰復興公園(原法國公園)。孫中山在這裡曾進行過不少重要活動，如撰寫《實業計劃》
、會見
蘇聯特使越飛等。1945 年以後被改為國父紀念館，現稱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星巴客臻選烘培工坊：這家備受全世界咖啡迷關註的星巴克臻選上海烘焙工坊是星巴克海外的第一家烘焙工
坊門店，雖然是全球第二家，但它占地面積 2700 平方米，幾乎是西雅圖星巴克烘焙工坊的 2 倍，它坐落在上
海南京西路的興業太古匯，兩層的圓形劇院型設計打造著名副其實的“咖啡奇幻樂園”。
中華藝術宮：中國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簡稱中國館）是 2010 年上海世博會上代表中國的主題展
館，位於世博園區的核心區。中國館共分為國家館和地區館兩部分。其中，國家館建築面積為 27000 平方米，
地區館為 45000 平方米。展館於 2007 年 12 月 18 日正式開工，並於 2010 年 2 月正式竣工。2010 年上海世博
會結束後被改為中華藝術宮。
註：如遇休館日，行程將以上海博物館替代，敬請見諒！
月河古鎮：月河是運河的一條支流，因“其水彎曲抱城如月”而得名，明清以來月河一帶已形成繁華街市。
街區內，傳統的民居依水造勢，古街深巷迂回曲折、縱橫交錯；小河、古橋、狹弄、舊民居、廊棚等還原並
展現了濃厚的水鄉古城風情，眾多百年老字型大小透射出舊時嘉興江南府城的繁華。街區內彙聚了嘉禾水驛、
端午民俗文化體驗館、粽子文化博物館、玉穗豐米行等特色景點，引入了皮影戲館、評彈書場、花鳥市場、
古玩市場等休閒場所，是嘉興市區現存規模最大、佈局最完整、最能反映江南水鄉城市特色的的歷史街區。
特別安排於月河古鎮的老木頭酒吧，感受江南水鄉風光。
註：貼心準備每人一瓶啤酒或一杯飲料。
餐食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巴國布衣風味

晚餐: 金悅港灣(RMB.60/人)

(RMB.60/人)
住宿 : 嘉興陽光大酒店(5 星)

或

嘉興華美達酒店(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三天 嘉興～南湖(遊船+煙雨樓+湖心島)～(車程約 1.5HR)南潯古鎮(遊船+湖筆製作或包粽
子體驗)～(車程約 1.5HR)杭州～漫步西湖～滿隴桂雨～龍塢茶鎮～杭州
南湖：與南京玄武湖和杭州西湖並稱《江南三大名湖》
，素來以：輕煙拂渚，微風欲來的迷人景色著稱於世。
嘉 興南湖又為中共一大召開地，是革命聖地。南湖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因位於嘉興城南而得名。南湖原名
滮湖、馬場湖，又叫東湖，嘉興城西南有西南湖，原稱鴛鴦湖，南湖成為旅遊地後，人們多把南湖叫做鴛鴦
湖。
煙雨樓：嘉興南湖湖心島上的主要建築，現已成為島上整個園林的泛稱。承德避暑山莊亦有仿建，此樓自南
而北，前為門殿 3 間，後有樓兩層，面闊 5 間，進深 2 間，回廊環抱。二層中間懸乾隆禦書“煙雨樓”匾額。
樓東為青楊書屋，西為對山齋，均 3 間。東北為八角軒一座，東南為四角方亭一座。西南壘石為山，山下洞
穴迂回，可沿石蹬盤旋而上，山頂有六角敞亭，名翼亭。此樓是澄湖視高點，憑欄遠瞻，萬樹園、熱河泉、
永佑寺諸處歷歷在目。每當夏秋之季，煙雨彌漫，不啻山水畫卷。

湖心島：位於南湖中心，全島面積 17 畝。明嘉靖二十七年嘉興知府趙瀛組織疏浚城河，將淤泥壘土成島，次
年移建煙雨樓於島上。清以後又相繼建建成清暉堂、孤雲簃、小蓬萊、來許亭、鑒亭、寶梅亭、東和西禦碑
亭、訪蹤亭等建築，形成了以煙雨樓為主體的古園林建築群，亭臺樓閣、假山回廊、古樹碑刻，錯落有致，
是典型的江南園林。
南潯古鎮(遊船+湖筆製作或包粽子體驗)：曾經最富庶的江南古鎮，是一個有近八百年歷史的水鄉古鎮，名列
江南六大水鄉古鎮之中。別看這只是一個小鎮，它卻是近代史上罕見的一個巨富之鎮，在這個熙熙攘攘的古
鎮上，有著號稱“四象”的江南四大首富，又有類如《紅樓夢》中甯國府、榮國府那樣八家公爵似的，號稱
“八牯牛”的大富之戶，更有充滿了民間嘲諷意味的，號稱“七十二隻金黃狗”的豪門、財主。烏鎮的富有，
在今天依然可以從小鎮留下的近代建築略見一斑，作為水鄉古鎮的南潯，似乎連隨處可見的小橋也與別處不
同，充滿的是大氣與華貴。
註：遊船+湖筆製作或包粽子體驗需依照當天現場而預訂，無法指定，謝謝！
杭州西湖，西子湖是坐落杭州城西的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三面環山，一面瀕市，湖體輪廓近似橢圓形，面積
6.03 平方公里，湖面上有白、蘇二堤，將湖面分成外湖、裏湖、嶽湖、西裏湖、小南湖五個部分，湖中有孤
山、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四島，環湖山巒迭翠，花木繁茂。峰、岩、洞、壑之間穿插泉、池、溪、澗，
青碧黛綠之中點綴樓閣亭榭、寶塔、石窟，湖光山色，風景美如西子，被譽為《人間天堂》
。
註：杭州市於 2016 年 G20 高峰會後，周末及連休假日或特定節日將進行西湖景區交通管制，大型遊覽車無法
入內，團體行程如遇此狀況，將以當地公交車接駁替代，敬請見諒！
滿隴桂雨:是杭州新西湖十景之五。滿覺隴，又稱滿隴，位於杭州西湖以南，南高峰與白鶴峰夾峙下的自然村
落中，是一條山谷。五代後晉天福四年(西元 939 年) 建有圓興院，北宋治平二年(西元 1065 年)改為滿覺院，
滿覺意為“圓滿的覺悟”，地因寺而得名。滿覺隴沿途山道邊，植有七千多株桂花，有金桂、銀桂、丹桂、
四季桂等品種。每當金秋季節，珠英瓊樹，百花爭豔，香飄數裡，沁人肺腑。如逢露水重，往往隨風灑落，
密如雨珠，人行桂樹叢中，沐“雨”披香，別有一番意趣，故被稱為“滿隴桂雨”。1985 年，“滿隴桂雨”
被評為新西湖十景之一。
龍塢茶村:位於杭州市西湖區轉塘鎮上城埭村，距杭州市中心 15 公里，與之江國家旅遊度假區相鄰，西面主
要是大斗山、小斗山森林野生區，南面和北面都是大片的茶園，茶園連綿起伏，青翠連天，呈現出一幅清新
自然的茶村風光，是杭州市政府認定的西湖龍井茶保護基地，同時也是西湖區龍塢鎮白龍潭風景區的重要組
成部分。
註：此茶鎮為浙江新興特色小鎮，融合杭州龍井茶文化淵源；茶鎮內，將邀請旅客品嘗並介紹當地茶飲，非
景區購物站，特此說明！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住宿 : 杭州西湖特色民宿
浦京花園酒店(準 5 星)

午餐 : 古鎮風味(RMB.50/人)
或

杭州梅子青酒店(準 5 星)

或

晚餐 : 龍塢三寶宴(RMB.60/人)
杭州馬可波羅花園酒店(準 5 星)

或

杭州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杭州～虎跑泉～船遊京杭大運河+活態館～(車程約 2HR)蘇州～紅樓夢大觀園～誠
品生活圈～金雞湖璀璨夜景～蘇州
虎跑泉是位於浙江省杭州的一處泉水。用虎跑泉水泡龍井茶被認為是最佳的搭配。
「虎跑夢泉」為新西湖十景
之一。
船遊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最古老的運河，與長城並稱為中國古代的兩項偉大工程。
大運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
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 1794 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特別是
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京杭大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聞名於全世界，是中華民
族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
紅樓夢大觀園：根據中國清代名著《紅樓夢》的描寫設計而成的大型仿古園林建築群，在設計上頗費心機，
利用江南水鄉的特點在園中布置了大面積人工湖泊。以大門—體仁沐德～大觀樓為中軸，設計曲徑通幽大假
山作入口屏障，全園以大湖為中心，湖邊設亭、榭，湖中設曲橋、石舫、石燈，溪上設橋亭，形成山重水復、

流水人家的江南園林風光。借環境氣氛表達人物品格，使《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景觀再現人間。
金雞湖景區比杭州西湖大的金雞湖，原先只是太湖的一個支脈，目前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湖泊公園，堪稱 21 世
紀蘇州《人間新天堂》的象徵，大型濱水空間的城市湖濱廣場、公園與住宅精美構建的玲瓏灣、富有生態教
育內涵的望湖角公園、綜合公共藝術與文化設施的的文化水廊、連接運河水網及延續姑蘇水城風貌的水上鄰
里巷、林蔭道路與運河貫穿小島的水鄉住宅別墅群。這是蘇州近年來全新開發的一個新區，來這邊看看說不
定有遊目騁懷的驚喜與發現。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WE 私房菜(RMB.50/人)

住宿 : 蘇州 W 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晚餐 : 蘇州火鍋風味(RMB.70/人)

或同級旅館

第五天 蘇州～寒山寺～蘇州城牆博物館～鍾書閣～(車程約 1.5HR)上海浦東機場／桃園
寒山寺：位於蘇州城西古運河畔楓橋古鎮，始建於西元 502 年的梁天監年間。到了二百年後的唐代，相傳唐
時僧人寒山曾在該寺居住，故改名為寒山寺。這座寺廟，歷經數代，屢建屢毀於火，現在的建築是清末重建
的。歷史上寒山寺曾是中國十大名寺之一。
寺內古跡甚多，有張繼詩的石刻碑文，寒山、拾得的石刻像，文徵明、唐寅所書碑文殘片等。寺內主要建築
有大雄寶殿、廡殿、藏經樓、碑廊、鐘樓、楓江樓等。因唐代詩人張繼的一首《楓橋夜泊》膾炙人口。的繁
榮就象那幅名畫《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一樣，是古老運河歷史的符號、繁榮的象徵、文化的縮影。
蘇州城牆博物館：位於蘇州相門段城牆南段城牆的中空部位。蘇州古城牆博物館分上下兩層，面積達 900 多
平方米，由蘇州文旅集團負責實施，主要定位於構建蘇州人的精神家園，追求達到老蘇州的文化歸屬和新蘇
州的文化認同的相融合效果。
註：蘇州城牆博物館週一休館，因中國的博物館為國家所有，除原本固定休假日外會有某些特定因素不定期
休館，但不會事先對外通知，若遇此情況，行程將以蘇州古城牆做替代，敬請見諒！
鍾書閣蘇州店：因設計以亮麗的彩虹屏風為重點而獲稱為「彩虹書店」
。這已經不是鍾書閣開設的第一家分店，
鍾書閣 2013 年在上海創立以來就贏得「中國最美書店」的美譽，這幾年間已把分店開到成都、揚州等地。
隨後前往機場，揮別為期五日的江南旅遊，搭機返台。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水鄉風味(RMB.50/人)

晚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