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樓 603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2018.08.18【江南】周莊住一晚、船遊千島湖、雜技團、周莊 6日 

(無購物&無自費) 
NT:29,600 元/人 含稅、導領&行李小費  

 

◎報價為兩人一室，指定單人房需補房差。 

◎為團體票優惠價，恕不退敬老優惠票。 

◎特別提高晚餐餐標: RMB 80 /人，第一天午餐改安排上海風味 RMB50/人。 

◎特別安排:品民國咖啡+小點心、紹興品黃酒。 

◎全程無自費、無購物(車上販售當地各式名產，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行程特色 

 

 



 



 



參考飯店 

 

 



 

航班參考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1天 08:50 10:50 桃園/上海 中華航空 CI501 

第5天 19:00 20:45 寧波/桃園 華信航空 AE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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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機場／浦東機場－上海【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登塔觀光 B套票（上球

體「259ｍ全透明懸空觀光廊＆263m觀光層」＋下球體「90m觀光廊」＋品

民國咖啡＋小點心＋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上海雜技團《SPIRAL-炫》】 

【上海】中國第一大城市，四大直轄市之一，又稱上海灘。擁有中國最大外貿港口和最大工業基地，

貨物輸送量和集裝箱輸送量居世界第一。是一座新興的旅遊城市，有深厚近代城市文化底蘊和眾多歷

史古跡，並致力於在 2020年建設成為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 

【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1991年動工，1994年落成，總高 468米，總投資 8.3億元。東方明珠坐落

於上海黃浦江畔、浦東陸家嘴嘴尖，卓然秀立於陸家嘴地區現代化建築樓群，與隔江的外灘萬國建築

博覽群交相輝映，展現了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壯觀景色。遠處看宛如兩顆紅寶石的巨大球體，晶瑩

奪目，描繪了一幅“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如夢畫卷。東方明珠塔已成為上海天際線的組成部分之一，

是上海的地標性建築。 

【259 米全透明懸空觀光廊】當你站上東方明珠高 259米，周長 150米，寬 2.1米的玻璃環廊上，雖

然每平方米足以承受的住２噸以上的重量，但雙腳踏上透明玻璃的一刻，看著底下川流不息的車流，



不遠處的浩瀚黃浦江，即使再大膽，也不免心驚肉跳了吧！無論你是俯視腳底，還是縱觀整個城市，

都不由的讓你體驗到前所未有的真實感！ 

【263 米主觀光層】身在上海，卻難以體會到如今上海的全貌！踏上 263米主觀光層，舉目浦江兩岸，

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現代都市風貌和外灘風格迥異的萬國建築則瞬間映入您的眼簾，在上海這座繁華

大都市的高處，讓你以最好的視野欣賞眼前壯麗景觀的同時，還能夠更深度瞭解上海的滄桑巨變和豐

厚的文化底蘊。 

【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上海開埠至 1949年解放前的景象，是許多人沒有經歷過的歷史！但是，

歷史是延續的，所以展出的不少場景還是熟悉的，尤其是那些栩栩如生的蠟像人物，仿佛就是當年隔

壁的旗袍阿姨、亭子間的餛飩爺叔、弄堂口煙紙店的小開、轉彎角子的摩登小姐……穿越時空重現歷

史，回眸歷史發展足跡。 

【上海雜技團《SPIRAL-炫》，演出時間 19:30-21:00】中國雜技爲中國一門古老的表演藝術，是改革

開放後最先進入國際演出市場的中國藝術，也是最早被世界舞臺認同的當代中國原創文化產品之一。

《SPIRAL-炫》是上海雜技團根據鏡框式舞台特點精心打造的海派劇院版演出，講述一群年輕人在上

海各個角落髮生的事情，展示著上海的風貌、城市人的精神……觀衆將跟隨演員引人入勝的表演，走

進“炫”，走進上海、感覺上海！ 

早餐：ＸＸＸ 中餐：上海風味餐 RMB50/人 晚餐：上海風味 RMB80/人 

住宿：5 星上海新虹橋希爾頓花園酒店或上海嘉定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上海【城隍廟商圈、M50創意園】－1.5H周莊【雙橋、石橋、沈廳、張廳、

古戲臺】 

【城隍廟商圈】上海最具本土風情的地方，它保持著唐朝式的建築。廟街內更集合了上海市之精美風

味小吃及文物之所在。上海城隍廟，俗稱「老城隍廟」，是中國上海著名景點，道教正一道在上海的

最主要的道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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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已

改為一群仿明清建築風格的建築，改為具有民族傳統的現代化大型旅遊購物中心。 

【M50 創意園】位於上海市普陀區莫干山 50號，曾經是『上海春明粗紡場』，解放後仍舊以紡紗事業

為主，2002年被命名為「上海春明都市型工業園區」，2004年更名為「春明藝術產業園」、2005年被

上海經委掛牌為上海創意產業聚集區之一，命名為「M50創意園」，現在「M50創意園」有 17國家 130

多位藝術家於此從藝術創作，甚至開設畫廊、藝廊，許多企業因此地文藝氣息濃厚，特別於此舉辦晚

宴、工商活動，使「M50創意園」成為上海時尚文化新地標。這一大片的廠房被許許多多的藝術家與

設計公司進駐，每一位藝術家在屬於他的空間裡展出作品，不論你何時來，都會有展出可以看。 

【周莊古鎮】春秋時期謂稱“搖城”，隋唐時稱貞豐裡。宋元祐元年（1086年）改名為周莊。史載

於 1086年的古鎮周庄，雖歷經一千多年滄桑，仍完整地保存著原來的水鄉集鎮的建築風貌。古鎮四

面環水，因河成鎮，依水成街，以街為市。井字型河道上完好保存著 14座建於元、明、清各代的古

石橋。800多戶原住民枕河而居，60%以上的民居依舊保存著明清時期的建築風貌。狹窄的河道，悠

悠的長廊，鮮紅的燈籠，還有那綠酒似的深水，青青的小石橋，或泊或走的小船兒，蘊藏了豐富的詩

情與畫意。江南典型的小橋流水人家，這就是周莊。 

【雙橋】俗稱鑰匙橋，由一座石拱橋世德橋和一座石樑橋永安橋組成。雙橋中，石拱橋橫跨南北市河，

橋東端有石階引橋，伸入街巷；石樑橋平架在銀子浜口，橋洞僅能容小船通過，橋欄由麻條石建成。

【沈廳】江南首富沈萬三的私人宅第，為周庄最具代表性的古代宅院，坐東朝西，七進五門樓，共有

大小房屋 100餘間，規模宏大，布局嚴謹，雕梁畫棟，古樸精美。【張廳】是江南民居中比較典型的

前廳後堂格局，是周莊保存比較完整的明代建築。整個張廳大小房間 60餘間，前後分為六進，還有

一個私家後花園，一條小河從家中流過，廊棚橫河而建，這種"轎從門前進，船從自家過"的建築方式，



為民宅中之一絕。【古戲台】為古色古香的木質結構。戲台三面有走馬樓式的包廂，走廊內陳列著「周

庄八景」詩畫。戲台正中，是由 420隻木雕鳳凰，盤旋成復盆狀，稱之為 「鳳凰藻井」，這是古代利

用共鳴原理，築成的音響效果。整個古戲台既富麗堂皇，又不失古樸幽雅的神韻。遊客可在此欣賞品

評崑曲、錫劇等，體會中國的古老藝術文化。 

早餐：酒店內用 中餐：本幫風味 RMB50/人 晚餐：沈廳風味 RMB80/人 

住宿：5 星水月周莊鉑爾曼酒店 

 

第三天 周莊－1H蘇州【耦園（遊船＋評彈）、忠王府遺址、陽澄湖奕歐萊小鎮】－

2.5H杭州【南宋禦街、夜遊城隍閣賞西湖全景】 

【蘇州】被譽為東方水城，湖泊河流星羅棋佈，古典園林嫵媚多姿，更是世界園林之都，多樣風情，

盡展天堂蘇州之美，表現了中國園林的設計技巧和藝術風格。 

【耦園】位於蘇州古城東邊，臨著護城河，建於清初，原名涉園。清同治十三年（西元 1874年），沈

秉成將園子修成現在所見的格局，取名耦園，一指中間是住宅區，東西各有一個花園組成的形狀像蓮

藕，二是他在人生低谷時遇上才女嚴永華，兩人一起在園中隱居了 8年，有“佳偶”的意思。 

【忠王府遺址】是太平天國時期忠王李秀成在蘇州的宅邸。該宅邸於 1860 年開始在原有民居和園林

基礎上興建，1863年被李鴻章率部攻克蘇州時工程仍未完全完成。此後忠王府幾經易手，於 1960年

確認為【蘇州博物館】駐地。該建築群現存三路建築，其中中路為原有官署建築。1961 年，太平天

國忠王府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由於李秀成於獄中寫的數萬言供詞 20世紀 60年代初時引

發巨大爭議，1964 年忠王府的文保資格被撤銷。1981 年，忠王府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資格被恢

復。 

【陽澄湖奕歐萊小鎮】環境優美，精巧雅致的意式建築與古典婉約的中國園林交相輝映，更坐擁風光

旖旎的陽澄湖美景。是中國首家精品旅遊購物天堂，由全球首屈一指的精品購物村開發運營商唯泰集

團精心打造。這裡集陣容豪華的國際奢侈大牌，世界名品全年低至 2.5折，堪稱張揚個性的風尚樂園，

把旅遊的優點融入購物體驗之中，讓購物的過程富於啟發性和探索之樂，充滿美食與美景、休閒與娛

樂、憧憬與發現。 

【杭州】簡稱杭，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東南沿海，京杭大運河南端。是浙江省省會，浙江省的交通樞

紐，杭州的杭字本意是船，專指大禹治水乘坐過的船。杭州歷史悠久，古時曾稱「臨安」（南宋）、「錢

塘」、「武林」等。是吳越國和南宋的都城，為中國七大古都之一。有「茶都、絲府、魚米鄉」之稱，

更被稱為「人間天堂」。 

【南宋禦街】南宋臨安城的中軸線，也是皇帝朝拜祖宗的專用道路，禁止百姓與官員行走，故又被稱

為禁街。今日與河坊街同為杭州的歷史文化旅遊景區，左右可見許多木質結構的樓閣、庭院、古代建

築，蘊含市民豐沛的生命力與古坊古街氣息。 

【城隍閣】仿古樓閣式建築高 41.6米，炫煌富麗，融合元、明殿宇建築風格。城隍閣主頂頂端爲葫

蘆狀寶瓶造型；四個副頂頂端設鳳凰造型，整座樓閣仿佛一群展翅翺翔的鳳凰，又如仙山瓊閣倚天聳

立；城隍閣二層東楹柱懸明代徐渭名聯「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十萬家烟火盡歸此處樓臺」；底

層大廳倚壁設燈光橱窗展示大型硬木彩塑《南宋杭城風情圖》，對面嵌壁青石綫刻畫描繪杭州歷代名

賢畫像和民間神話故事；登上城隍閣四樓，最遠處可看見杭州的母親河錢塘江，往左看則可一覽西湖

的全景。 

早餐：酒店內用 中餐：姑蘇風味 RMB50/人 晚餐：旗隍風味 RMB80/人 

住宿：准 5星杭州拱墅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杭州【漫步西湖、郭莊、西溪濕地國家公園（遊船+電瓶車）】－3H千島湖【船

遊＋月光島】 

【西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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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風景美如西子，

被譽為《人間天堂》，置身其間，有一步一景，步移景換之趣，親身體會蘇東坡筆下「濃妝淡抹總相

宜」的西湖景色。西湖十景分別為『蘇堤春曉、平湖秋月、花港觀魚、柳浪聞鶯、雙峰插雲、三潭映

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鐘、曲院風荷、斷橋殘雪』。 

【郭莊】俗稱宋莊，也名“端友別墅”。臨流卷閣，依嶂開樓。有聯曰「紅杏領春風，願不速客來醉

千日；綠楊足煙水，在小新堤上第三橋」。民國時，宋莊曾抵押給清河坊孔鳳春粉店，後賣給汾陽郭

氏，改稱“汾陽別墅”，俗稱郭莊。莊園借西湖之景，與西湖山水融為一體，被譽為「西湖古典園林

之冠」。，是杭州現存唯一完整的私家花園。郭莊雅潔，被園林學界譽為「西湖池館中最富古趣者」。 

【西溪國家濕地公園】杭州之美莫如西湖、西溪，西湖已是大文豪蘇軾筆下千古不小的詠嘆，但少有

人注意的西溪，卻是獨自在旁曖曖內含光，只有到過的人方能知綺麗。宋高宗遊經此地，都不經慨然

讚嘆「西溪且留下」，可見西溪溼地的美麗早在宋朝就已經被發掘，時至今日，中國將西溪溼地重新

打造成東半球最大溼地保護區，完整留下西溪美景，總不負當年宋高宗的喟嘆。現在因中國票房三億

多的電影「非誠勿擾」於此取景，當中於濕地公園內所取之美景，深深擄獲遊客的心，與西湖、西泠

並稱為「杭州三西」。 

【千島湖】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後花園，景區內自然風光旖旎，生態環境佳絕，因湖內擁有 1078 座

翠島而得名。湖水晶瑩透澈，能見度達 12 米。千島湖是新安江水庫所形成的人工湖，比西湖大 108

倍，1078個島嶼，個個貌如翠玉，風格各異，湖水恆溫攝氏 14度，冬暖夏涼。 

【月光島】舊稱五龍島，位於千島湖中心湖區，由鎖島，鳥島，真趣園，奇石島四個部分組成。後改

名為「月光島」，島名來自於湖中五座島嶼所組成的「月亮灣」的外形。 

註 1：千島湖遊船依景區規定全面改為公交遊船(非包船)，會與其他團體及遊客併船共乘，敬請見諒。

因遊船為短線遊船，有時間上限制，無法遊覽每個島，將由船公司視時間安排遊覽，敬請見諒！ 

註 2：千島湖遊船依景區規定氣溫超過 30度以上才可開空調。 

早餐：酒店內用 中餐：杭州風味 RMB50/人 晚餐：魚頭風味 RMB80/人 

住宿：5 星千島湖濱江希爾頓度假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千島湖【樂活鐵馬（排嶺半島綠道騎行，含租自行車＋保險＋頭盔）】－3H

紹興【魯迅故里一條街】 

【千島湖綠道騎行】千島湖綠道全長 180餘公里， 由『城市景觀飄帶綠道、淳楊線綠道、千汾線綠

道、排嶺半島綠道』組成， 按“世界級綠道”的高標準打造， 80%依湖而修。自建成以來，已先後

獲得“中國最適合騎行遊覽路線”、“中國體育旅遊十佳精品線路”、“浙江十大最美綠化縣道”等

稱號。根據不同的資源稟賦及體驗感受，千島湖綠道規劃了「精品、環湖、山水、山地等四條騎行路

線。環湖線路：排嶺半島→上江埠大橋→排嶺半島，往返約 20公里，騎行時間約２.5小時。 

【排嶺半島綠道】單趟全長約 7.3公里，有四季四色自行車專用道。沿途旅遊點包含碼 頭、秀水街、

慢生活廣場、渡假酒店群，沿途湖景十分優美；從千島湖排嶺半島騎行營地開始，整條綠道在國際上

率先使用了四種顏色的高分子膠結材料作為騎行車道路面，平均寬度 2.7米。代表春、夏、秋、冬四

個季節，分別建造了紅、綠、藍、紫四色自行車騎行專用道。路面上還有波形、測速和卵石等特色路

面，也為大家增添了不少騎行的樂趣！沿途能夠最大限度的領略千島湖的風光，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線

路之一，體驗低碳、環保、綠色的環千島湖之旅。 



註：可視客人自行體力，可以中途返回。如遇下大雨或不可抗力因素，將會取消此活動安排，則現場

退自行車租費 RMB30/人。 

【紹興】是浙江第三大城市，已有 2500多年建城歷史，是歷史文化名城，是中國有名的水鄉、酒鄉、

橋鄉，紹興風景秀麗、人才輩出，自古有「東南山水越為首，天下風光數會稽」的美譽。紹興出產的

黃酒（又稱紹酒）更是聞名遐邇，成為國宴專用酒。根據釀製工藝和口感不同，紹興黃酒又分加飯酒、

花雕酒、善釀酒等。 

【魯迅故里】魯迅（1881-1936年）本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現代中國影響最深巨的文學家。魯迅

故里，是魯迅先生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成長、生活和學習的場所，是紹興市區保存最完好、最具文化

內涵、水鄉古城經典風貌和獨具江南風情的歷史街區。主道兩邊粉牆黛瓦，能夠看到先生筆下的魯迅

故居、百草園、三味書屋、風情園等老宅，室內陳設按當年原貌擺放，不少家俱與用品都是原物，仿

佛置身於書中，魯迅紀念館造形獨特，陳列內容豐富，已形成自己獨特的一面。還可以去鹹亨酒店與

「孔乙己」銅像合個影。這段街區不算長，卻很有江南水鄉古城的風貌。街兩邊有不少店鋪，可以嘗

嘗街邊賣的紹興臭豆腐、龍鬚糖；也可以坐上烏篷船穿梭于水巷之中，感受水鄉的氣息。 

早餐：酒店內用 中餐：千島湖風味 RMB60/人 晚餐：黃酒風味 RMB80/人 

住宿：准 5星紹興中金豪生酒店 

 

第六天 紹興【中國黃酒博物館＋品黃酒冰棒、兜率天景區（會稽山龍華寺＋兜率天

宮）】－2H寧波櫟社國際機場／桃園機場 

【中國黃酒博物館】坐落於紹興古老的光相橋邊、紹興環城河畔。是目前中國唯一展示中國黃酒文化

和歷史的專業性大型博物館，全館主體由“六廳一廊”《酒史廳、酒俗廳、酒業廳、酒技廳、三維酒

藝廳、古越龍山廳和酒與詩歌長廊》構成。博物館廣場上，結合紹興特色和酒文化特色的“品”字型

花崗岩石雕巍然聳立。石雕上面還刻有原始酒器的圖案和品字釋文。“品”，也是中國黃酒博物館的

核心思想，希望每位來賓能在這裡“品嘗黃酒佳釀、品讀歷史名家、品味人生百態”。作為世界三大

古酒之一，中國的黃酒產地甚廣，而能真正代表中國黃酒特色的，就是紹興酒。 

【兜率天景區】紹興柯橋區重點佛教文化旅遊項目，規劃面積 1300畝，南北縱跨 3個山峰，分兜率

天宮（天上凈土）和會稽山龍華寺（人間凈土）兩大主體建築，總建築面積近 10萬平方米，中軸線

長達 2500米，總投資 28億元，歷時 8年建設。  

【會稽山龍華寺】依山而建，是目前中國單體最大的皇家風格的佛教寺院，寺內的精美的佛像造像是

目前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的最高水準。點綴著白牆、木柱、黛瓦組成的江南民居風格的人居樓閣群，和

紅牆琉璃瓦組成的供信眾禮佛的殿堂群有著完美的搭配，一步一景，美輪美奐，體現了二十一世紀皇

家寺院的建築典範。龍為震木為道德天尊（即普賢菩薩），華為光為火，代表文殊靈寶天尊，馬為火，

龍華即龍馬。 

【兜率天宮】坐落在會稽山西北第一高峰（海拔 321米）彌勒峰，兜率天宮建築從上到下依次為：直

徑 68米高 16米金蓮花（鍛銅貼金），金蓮花為周邊蓮花山峰的濃縮，也是彌勒佛腳下的的蓮花，上

供高聳入雲的巨型無相大佛。觀景平臺下為高 33米的天冠彌勒說法大廳「善法堂」，內供世界第一高

室內露天大佛（穹頂裝飾成天空），是為亙古第一尊高聳入雲的無相大佛。巨型蓮花寓意著彌勒菩薩

接引持五戒行十善的娑婆世界眾生往生兜率淨土，同時也代表著佛菩薩腳踩的蓮花，蓮花上供奉著巨

型無相大佛（即“禮佛者心有多大，佛就有多大”）以契合《金剛經》“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之意。

“兜率天”是佛教的宇宙觀的欲界第四層天，意為歡喜天，喜足天，是欲界最為殊勝的淨土，歷代高

僧大德都向往往生其佛國淨土，如唐玄奘、太虛法師等；其中的兜率天宮內院，是未來佛彌勒菩薩為

天人說法的地方。據佛經記載，二千五百多年前，釋迦牟尼從兜率天乘六牙白象來到了我們這個娑婆

世界度化眾生；彌勒菩薩亦將在其人間因緣成熟後降臨人間，度化釋迦遺教弟子，將我們這個五濁惡



世淨化為彌勒人間淨土。兜率天宮除了諸多世界之最，還有更多佛教的傳奇。 

              

早餐：酒店內用 中餐：紹興風味 RMB50/人 晚餐：ＸＸＸ 

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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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