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19.10.17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魅力上蘇杭 5 日遊 
最憶是杭州秀、船遊西湖秘境、夜船遊烏鎮、夜遊黃浦江、山塘舊夢、品嘗秋蟹 

NT:36,0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 
◎團體票優惠價，恕不退敬老優惠價。       

◎全程無自費、無購物，有車購(車上販售當地各式名產，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特別安排:導覽耳機、SIM 卡。 

◎每人每天一罐礦泉水。 

★特別安排~品嘗大閘蟹★ 



 

 
 

 

 



 

參考飯店 

枕水度假酒店  

枕水度假酒店是西柵景區內最具規模的度假酒店，坐落在烏鎮西柵景區中段，秀水環繞，鬧中取靜，

以烏鎮地方傳統建築和私家園林風格為主基調，融入現代裝飾風格，格調高雅，讓您在時尚生活中盡

享江南水鄉的美景。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日期 航班 起飛地點 抵達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10/17 立榮航空 B7510 松山 杭州 06:40 08:30 1 小時 50 分 

10/21 長榮航空 BR721 上海浦東 桃園 20:05 22:00 1 小時 55 分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松山/杭州 

松山 / 杭州－杭州【船遊京杭大運河、香積寺、手工藝活態展示館 (DIY 團

扇/臉譜繪製/剪紙 3 選一) 、胡雪岩故居、明清河坊街、最憶是杭州】－獨擁西

湖入眠 

今日集合於『松山機場』，航空公司團體櫃臺前(以說明會資料為

主)，由親切熱忱的領隊協助您辦理出境手續。景點介紹： 

【京杭大運河】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長的古代運河，北起北京

南至杭州流經天津、河北、山東、江蘇和浙江四省一市，溝通海

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 1794 公里。 

【香積寺】曾是通過運河進入杭州的第一座和離開杭州的最後一

座寺廟。據《西湖遊覽志》和《武林梵志》記載，香積寺始建於

北宋年間（978 年），原名興福寺，北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 年

―1016 年），更名香積寺。元朝末年，香積寺被一場大火毀了，

http://www.hzyxxh.com/show/index.htm


後來又重建多次，但最終還是被災害毀掉。清朝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香積寺內建了兩座寶塔。1963 年雙

塔列為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8 年東塔被毀，僅存西塔。 

【手工藝活態展示館】展示館現場活態展示了天竺筷、西湖絲綢傘、張小泉鍛剪、王星記扇等二十餘種手工技藝，

並提供相關手工藝品現場展示銷售和制作體驗。 

【胡雪岩故居】胡雪岩故居，位於杭州市河坊街、大井巷歷史文化保護區東部的元寶街，建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正值胡雪岩事業的顛峰時期。當時豪宅工程歷時 3 年，於 1875 年竣工。落成的故居是一座富有中國傳統

建築特色又頗具西方建築風格的美輪美奐的宅第，整個建築南北長東西寬，占地面積 10.8 畝，建築面積 5815 平

方米。故居無論是從建築還是從室內傢俱的陳設，用料之考究，都堪稱清末中國钜賈第一豪宅。 

【明清河坊街】呈現出清末民初風貌，重現了早年的市井小民的生活文化，是杭州市內保存最完整、極具歷史價

值的仿古街道。街道仍保留著早年傳承下來的風貌，並有多間迄今依然生意興隆的老字號店舖，不論是相傳白蛇

傳中許仙與白娘子相遇的藥舖－保和堂，還是自清朝傳承至今、並出過全國第一茶狀元的茶舖－太極茶道苑等，

都讓人為之驚豔。除了當地美食小吃外，河坊街內也引進多種新類型的商家店舖，不論是復古字畫、民俗文物，

甚至到近代傘具、紀念商品店舖等應有盡有。 

【最憶是杭州】以 G20 杭州峰會主題，同時體現“西湖元素、杭州特色、江南韻味、中國氣派和世界大同”的要

求，演出節目包括交響樂、舞蹈、越劇、古琴大提琴合奏、鋼琴獨奏等，中西合璧、美輪美奐。 

註：最憶是杭州停演時,將以「宋城千古情」替代。 

早餐：X 午餐：杭幫菜博物館 80RMB 晚餐：領隊點菜 100 RMB 

住宿飯店：★★★★★ 杭州龍湖皇冠或和達希爾頓或同等級旅館 

 

第二天 

杭州/烏鎮 

西溪濕地（電瓶船+電瓶車）－漫步西湖－雷峰塔－烏鎮【昭明書舍、三寸

金蓮館、藍布印染坊、烏鎮老郵局】－夜船遊烏鎮－枕水江南‧宿在烏鎮 

【西溪濕地】杭州的西北部有一處濕地叫西溪。在杭州，它與

西湖、西泠並稱為“三西”。近來，因馮小剛《非誠勿擾》在

此拍攝取景，西溪一夜間名聞遐邇，成為國內遊客爭相一睹的

旅遊勝地。早在南宋時，趙高宗南渡，因貪戀西溪的美麗，欲

建都於此，乃雲：“西溪且留下”。據土默熱先生研究，《紅

樓夢》的原型即來自西溪：《紅樓夢》的原作者是西溪洪氏家

庭中的洪升，大觀園的原型即是西溪；怡紅院原型是洪園；瀟

湘館的原型是高士奇的西溪山莊；大觀園姐妹的原型是“蕉園

詩社”的“五子”“七子”……西溪的“野、靜、幽、雅”讓

人留連忘返，西溪與眾不同的生態環境讓人陶醉其間。 

【漫步西湖】西子湖是座落杭州西城的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親身體會蘇東坡筆下「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西湖景

色。西湖風景秀逸兼具山水之勝、園林之美，景致秀美使人陶醉不已。 

【雷峰塔】以裸露磚砌塔身呈現的殘缺美以及與《白蛇傳》神話傳說的密切關係，成為西湖十景中為人津津樂道

的名勝，連康熙、乾隆二帝也多次前來遊覽和品題，“雷峰夕照”名播遐邇。雷峰是夕照山的中峰，人們將雷峰

塔景緻稱“雷峰夕照”，列為西湖十景之一，登上【雷峰塔】360 度觀西湖全景，覽湖色天堂美景憶四季。 

【烏鎮西柵風景區】在烏鎮的東南西北四個區塊中，西柵以原汁原味的水鄉風貌和千年積澱的文化底蘊成為江南

古鎮中的佼佼者。每當夜幕降臨時，喝著小酒，看對岸樓臺上唱戲，或者到水邊放幾盞蓮花燈，都會令人沈醉於

這迷人的江南景色中。 

【昭明書舍】昭明書院得名於曾在烏鎮築館讀書的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書院坐北朝南，半回廊二層硬山式古建

築群。前方庭園中有四眼水池，四周古木參天，濃蔭匝地。 

【藍布印染坊】在這裡可以看到製作藍印花布傳統工序的演示，曬場中隨風飄舞的藍白色花布也很有特色，長長

的布帶看上去非常壯觀。 

【烏鎮老郵局】烏鎮有著悠久的郵政歷史。唐朝時候的烏鎮就是一個商業非常發達的鎮，京杭大運河穿鎮而過。

由於烏鎮與外界頻繁的資訊交流，使得烏鎮與外界有更多的貿易往來，從而使烏鎮的經濟更加繁榮。 

枕水度假酒店是西柵景區內最具規模的度假酒店，坐落在烏鎮西柵景區中段，秀水環繞，鬧中取靜，以烏鎮地方

傳統建築和私家園林風格為主基調，融入現代裝飾風格，格調高雅，讓您在時尚生活中盡享江南水鄉的美景。 

早餐：飯店內 午餐：張生記老鴨煲 80 RMB 晚餐：領隊點菜 100RMB   

住宿飯店：枕水度假酒店  或同等級旅館(水鄉中特色住宿，沒有評價星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A1%E9%9B%AA%E5%B2%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9D%8A%E8%A1%97/50064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A%95%E5%B7%B7/79406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3%E5%AE%9D%E8%A1%97/79436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C%E6%B2%BB/398464
http://www.hzyxxh.com/show/index.htm
http://www.wuzhen.com.cn/web/vacation/details?id=50D43E0DB89B388EA9397071AAF95EA2


 

第三天 

烏鎮/蘇州 

蘇州【七里山塘古鎮~山塘舊夢(賞評彈+茶水點心) +漫步山塘街+古運河遊

船、金雞湖璀璨夜景、圓融時代廣場】 

【七里山塘古鎮~評彈表演+品嘗小點心】被稱譽為“姑蘇第一名

街”。其原因：一是山塘街是一條有１１００多年歷史的古街；

二是它的格局具有最能代表蘇州街巷的特點；三是它與許多名

人、名事相關。山塘街的路全是青石鋪成，石階上深深地刻上了

歲月的烙印，點點雨滴水滴石穿的痕跡清晰可見。 

【古運河遊船】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在蘇州任刺史時開挖的，當時

來自中國各地的商賈雲集山塘，流水一樣的花船匆匆往返，觸目

處百媚千嬌；河間畫舫更是燈紅酒綠，夜夜笙歌，馬蹄噠噠的敲

打著青石路面，一乘小轎迤邐而來，又姍姍而去。白居易有詩讚

美七里山塘：自開山塘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

人。 

【金雞湖風景區(夜景)】金雞湖蘇州工業園區的美麗風景是環繞金雞湖、獨墅湖、 陽澄湖三湖展開的。秀美的金

雞湖作為中國最大的內城湖泊，一幅現代水天堂的美麗藍圖已蔚然成型。漫步金雞湖，藍天依著碧水，綠地映著

連蔭、高樓倩影波動在水面。它是夢想的溫馨家園，更是現代桃花源般的休閒樂土。 

【圓融時代廣場‧LED 天幕】圓融時代廣場‧圓融天幕街區分為圓融天幕東街和圓融天幕西街。通過 LED 巨型天

幕把多個獨立建築有機串聯，將休閒、娛樂、餐飲與購物融合在一起。 “圓融天幕”全長約 500 米，寬 32 米，

高約 21 米。在建築規模上，已超越了美國拉斯維加斯天幕，堪稱世界之最。天幕每晚定時開啟，在神奇天幕下

徜徉，為金雞湖這一全新的時尚地標增添一抹全新的光彩。  

早餐：飯店內 午餐：民國時代 80 RMB 晚餐：領隊點菜 100 RMB 

住宿飯店：★★★★★蘇州灣艾美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第四天 

蘇州/上海 

蘇州【留園】－上海【最美書店鐘書閣、中華藝術宮(流動的清明上河圖)、

夜遊船黃浦江】 

【留園】留園位在閶門外，佔地約 50 畝，為蘇州四大名園之一。

原為明嘉靖時太僕寺少卿徐泰時的東園，清嘉慶時劉恕改建，稱寒

碧山莊，俗稱劉園，當時以造型優美的湖石峰十二座而著稱。經清

太平天國之役，蘇州諸園多毀於兵燹，而此園獨存。光緒初年易主，

改名留園。俞樾在《留園記》中譽之為「吳中名園之冠」。 

【中國最美書店‧鐘書閣】走進店裡，馬上就可以體會“鐘書”的

含義，兩層樓面，上上下下、四面八方都是書，連門廳的地下(鋪著

玻璃)、樓梯一側等等，都放著書，層層疊疊，密密麻麻。書店自然

要營造滿目皆書的視覺效果，這裡所有的大空間都被分隔成一間間

帶有不同主題的小書房，顯得非常精緻。而且每個房間設計都很獨

到，富有藝術氣息，令人產生在大英圖書館閱讀的錯覺。討論室、

小畫廊、寫作室、咖啡室等休閒區都被安排得周到而合適，很有節

奏感。獨特的建築裝修風格，安靜的文化氛圍，被譽為“最美的書

店”，看來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館（中華藝術宮）+流動的清明上河圖】２０１０年上海世

博會標誌性建築、被譽為“東方之冠”的中國館將變身為特大型美

術博物館——中華藝術宮。以打造世界藝術網路重要樞紐為目標、

展覽面積達到６．４萬平方米的中華藝術宮。 

【夜船遊黃浦江】從水路體會上海最熱鬧之地△外灘，雄偉的建築物與掩映花木的外灘以及黃浦江穿梭往來巨輪

交相輝映，構成風景如畫的上海市容，成爲上海的象徽。  

早餐：飯店內 午餐：雍芝真 80 RMB 晚餐：領隊點菜 100 RMB 

住宿飯店：★★★★★外高橋喜來登或同等級旅館 



 

第五天 

上海/桃園 

東方明珠電視塔+登塔－田子坊、城隍廟商圈－上海浦東 / 桃園 

【東方明珠塔+登塔】東方明珠塔最有特色的是把 11 個大小不一、高

低錯落的球體串聯在一起。兩個大的球體直徑分別為下球體 50 米和

上球體 45 米。連接它們的三根直徑為 9 米的擎天立柱。最高處球體

直徑是 14 米東方明珠塔有 15 個觀光層。最高的觀光層——太空艙位

於 350 米，低一點的有位於 263 米的主觀光層和位於 259 米、90 米

的室外觀光層，旋轉餐廳位於 267 米。東方明珠塔中還包含展覽、餐

飲和購物等其他功能。 

【田子坊】在泰康路 210 弄，這個小弄內現已發展為上海泰康路藝術

街，巷弄內維持著古老的廠房建築，內部卻是新穎的藝術創造天堂，

在這裡特色小店林立，不管您是要找老東西、新玩意，只要您用心發

掘，都不會讓您空手而回，這裡可說是復古與時尚併行的殿堂。 

【城隍廟商圈】到上海不去城隍廟，等於沒到過大上海。可見老城隍廟在上海的地位和影響。這裡可說是古代建

築的博物館，上海建城 700 餘年，明、清、民國的住宅建築星羅棋佈；購物天堂又是城隍廟的一大特色，商品以

日常生活用品為主，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商品有小、土、特、多等特點，花色多達萬種以上，很多商品都有一

百多年甚至二百年歷史。 

 

早餐：飯店內 午餐：巴國布衣風味 80 RMB 晚餐：X 

住宿飯店：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