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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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質獎行程】晶鑽江南美食五天(VIP 三排椅、滬杭高鐵) 
出發日期:8/24、8/31、9/7、10/12、10/19、10/26 

NT:37,800 元/人 含稅 (不含導領小費) 
行程內容 
一. 5 心級旅遊保證 :  
★安心 : 三年內遊覽車，全程商務三排座椅;合格巴士駕駛人員與優質領隊。 

★省心 : 直航目的地，10 人精緻成團，每團旅客保證不超過 25 人。 

★隨心 :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車上免費 Wifi，讓旅客上傳分享照片。 

★銘心 : 全程入住國際 5 星酒店，全程提升高餐標 RMB80-250。 

★貼心 : 全程個人耳機導覽，精彩導覽不遺漏。 

【五感行銷】-: 觸動消費者內心，提升消費者有感 

此種有感行銷手法，就是讓顧客不再只是在走馬看花，而是在享受一種幸福的體驗。花了團費、時間，

但享受的是記憶、感恩、團聚、友情、幸福連結在一起的感覺，是本次行程的最終目標。滿足了旅客的

好感度，也增加了顧客的忠誠度，才造就無客訴記錄的高品質旅遊行程。 

☑ 視覺 : 江南水鄉焦點全覽，走訪 2 大世界遺產、3 大千年古鎮/古街/古寺 

☑ 聽覺 : 全程個人耳機導覽，精彩講解不遺漏。 

☑ 觸覺 : 5 星飯店的住宿品質、三排座椅商務車舒適度、搭乘滬杭高鐵減少拉車的距離。 

☑ 嗅覺 : 品嚐中國八大菜系之蘇菜、浙菜，以及雲南料理、上海菜等料理，皆是講究色、香、味。 

☑ 味覺 : 安排的特色餐食，就是要挑逗老饕的味蕾，給予最豐富滋味。 

二.主題式旅遊-尋訪江南的味道: 

大陸中央電視台攝製的美食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帶動討論熱潮，而台灣的美食旅遊節目更是不勝枚

舉，美食的確可以讓一趟旅程留下美好的回憶。以【江南的味道】為本次行程定位，讓旅客自己去發掘

江南到底是什麼味道，是杏花春雨、小橋流水、詩詞歌賦或是酒足飯飽，徹底滿足顧客的身心靈體驗。

將濃濃的「中國風」融合舌尖上的藝術，讓旅客、甚至是熱愛美食的老饕，每次體驗都碰撞出了意想不

到的火花。 

主題 1. 

☑1. 眼睛裡的江南味~江南水鄉焦點全覽 

☑ 2 大世界遺產 :  
(1)杭州西湖 : 為中國歷史文化與自然之最，2011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2)蘇州拙政

園 : 為中國古典園林的代表，1997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 3 大千年古鎮/古街/古寺 : 

(1)烏鎮西柵 : 京杭大運河穿鎮而過，保有舊時傳統建築、石拱橋、石板路，呈現橋疊橋、橋中橋的獨特

景緻，漫步在此最能深刻體會千年古鎮的美麗與哀愁。 

(2)夜遊七裏山塘古街 : 姑蘇第一名街－山塘街，街道全是青石鋪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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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靈隱寺: 位於杭州西湖靈隱山麓，已有 1600 多年的歷史，是杭州歷史悠久、景色宜人的遊覽勝地。 

主題 2.舌尖上的江南味~江南山川靈秀，孕育了清雅精緻的江南菜，千古以來一直為人稱道。安排中國八

大菜系之蘇菜、浙菜，及上海菜(滬菜)、雲南料理、傳菜等，其烹飪技法與風味，皆各有千秋。 

☑ 蘇菜 : 蘇州-松鶴樓餐廳，為中國四大名店之一，以蘇菜的正宗風味呈現，將烹調中的燉、燜、煨、

烹、炸、炒、燒、蒸等，特講究色、香、味、形，更重原汁原味。 



☑ 浙菜 : 杭州-樓外樓百年老店、杭幫菜博物館-錢塘廚房，品嚐杭幫菜為主，是浙菜中最主要的一支流

派。杭幫菜講究原汁原味，選料精細，兼顧時令，造型精緻，且色香味俱全，特點是輕淡適中。 

☑ 滬菜(本幫菜) :上海-小南國餐廳，上海菜的特點是選料嚴謹，製作精緻。菜品追求口味清淡，款式新

穎秀麗，形式高雅脫俗，刀工精細，配色和諧，滋味豐富，口感平和。 

☑ 傳菜:上海-鮮牆房餐廳，吃的是文化、是傳統，以海派菜為主打的餐館，將民間流傳的菜肴，經過精

湛的廚藝，烹製出的美味繞兩三尺的香氣。 

☑ 雲南料理 :上海-花馬天堂雲南菜餐廳，將雲南美食成功地推上了世界舞台之知名餐廳，許多外國人士

慕名而來，將雲南菜改良為現代料理，餐廳的裝潢更是獨樹一格。 

主題 3.記憶裡的味~將歷史與文化透過，現代高科技的運用做呈現，除了視覺、聽覺震撼，更帶給旅客留

下最深刻的記憶。 

☑ 滬杭高鐵 : 搭乘過台灣的高鐵，更要體驗速度最快的中國高鐵，將上海-杭州(一等車廂)的風景盡收眼

底。 

☑ 國際雙秀 : 上海【ERA 時空之旅】、杭州最新大秀【最憶是杭州】，皆是運用大量中國元素，將杭州

特色、江南韻味串連其中，透過世界頂級聲、光、電、水幕多媒體效果的國際級表演，體驗傳統與未來

之旅。特別申明：【ERA 時空之旅】於 7/1 起進行劇場整修暫停演出，整修 12 個月，因未給予正確表演

日期。因此，須申請變更行程代替為【夜船遊黃浦江】行程，待劇場公告正常演出時間，將會恢復原定

看秀行程。 

 

☑ 毫無壓力的行程 : 不同市場低價促銷團，須進購物站佔用旅遊時間，或安排太多自費項目。本行程主

打全程無購物、無自費，沒有以自費活動來代替，更沒有導遊推薦自費，讓旅程安心又自在! 

☑ 5 星級品牌住宿 : 讓旅玩得盡興，沒有壓力，更要住得舒適，特別安排全程保證入住 5 星酒店，保證

住宿品質及交通位置優越性，更能保障行程順暢性。 

☑ 全程高餐標 : 品嚐別具風味的蘇菜、浙菜、雲南料理、上海菜等料理，讓旅客享受具特色的美食並保

有高餐標的品質，將餐標全面提升至 RMB80-250，有別於一般低價促銷團。 

☑ 舒適的交通工具 : 全程安排三排商務座椅的遊覽車，另外，一般團體上海至杭州拉車約 3.5 小時，本

行程安排「滬杭高鐵」，車程約１小時，更安排一趟車載運送行李，免除自行搬運行李的問題。 

☑ 景點不是走馬看花 :景點的安排，全程使用個人導覽耳機，讓旅客深度了解每個景點的歷史與文化，

讓旅遊不只是只有「曾經去過」的印象，而是更為深刻的體驗。 

 

★【全程入住國際五星酒店】 

◎杭州－５★ＪＷ萬豪酒店為萬豪國際酒店集團的奢華品牌成員，全新的杭州ｊｗ萬豪酒店傲立於杭州

商業及購物區最中心，俯瞰舉世聞名的京杭大運河，毗鄰歷史悠久的武林廣場，與西湖美景僅十分鐘車

程，地理位置無與倫比。 

◎上海－５★新發展亞太 JW 萬豪酒店高達３２層的上海新發展亞太萬豪酒店外觀巍峨雄偉，面朝長風公

園，俯瞰迷人的蘇州河。 距離人民廣場有１５分鐘車程。房間平均面積４５平方米。酒店設有一個２５

米室內泳池、７間餐廳以及客房內免費網絡連接。 

◎上海－５★寶華萬豪酒店或同級坐落于閘北區，直面上海市區最大的綠地公園－大寧靈石公園，地理

位置優越，驅車起步即達南北高架，中環高架入口，步行至地鐵１號線上海馬戲城站僅需５分鐘，距上

海火車站與人民廣場都僅需１５分鐘車程。 

◎上海－５★豫園萬麗酒店：座落在市中心，鄰近著名的豫園和老城廂，距離外灘、新天地以及其他旅

遊景點只有幾分鐘的路程。 不論商務還是休閒旅行，入住上海豫園萬麗酒店，您都能體驗到賓至如歸的

感覺。 

◎◎上海－５★浦西洲際酒店：位於上海的上海火車站/閘北，是十分受到旅客歡迎的訂房選擇。 在這裡，

旅客可輕鬆前往市區內各大旅遊、購物、餐飲地點。 

◎蘇州－５★萬豪酒店為蘇州頂級酒店之一，現代化的樓體造型與蘇州古城風貌交相輝映，已成為蘇州

市區的地標性建築之一。蘇州萬豪酒店內外由名師主打設計，裝修豪華、時尚，酒店配套設施齊全。 



 

 

 
 



 

 

 



 

 



 
 

 
 



參考航班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航空公司 出發時間 出發機場 抵達時間 抵達機場 飛行時間 

去 BR752 長榮航空 12:45 桃園 14:40 上海浦東 1 小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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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1 小時 55 分)→上海浦東國際機場→49Km(0.4h)→環球

金融中心觀光廳 100 層→5.6Km(0.2hr)→黃浦外灘→8.1Km(0.3hr)→飯店
今日貼心安排:享受舒服飛行旅程後，稍做休息，慢慢走訪上海風情與入住上海一晚。    於桃園機

場集合，搭乘豪華班機飛往十里洋場之【上海】。     

【環球金融中心觀光廳１００層】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是位於中國上海陸家嘴的一棟摩天大樓。地上

101 層、樓高 492 公尺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是由開發東京六本木新城的森大廈集團所主導獨特的建

築造型，讓它始終是浦東不可能錯過的超醒目存在。其中最炫的就是登上它第 100 樓的「觀光天閣」，

它是一條位於 474 公尺高，長約 55 公尺懸空觀光長廊，裡頭建有 3 條透明玻璃地板，從腳下就可以

親睹整個城市美景。今世界摩天大樓中“人可到達”的最高高度。     

【黃浦外灘】東面靠著黃浦江，西側是５２幢風格各異的大廈，外灘的精華在於這些被稱為“萬國建

築博覽”的外灘建築群。著名的中國銀行大樓、和平飯店、海關大樓、匯豐銀行大樓再現了昔日“遠

東華爾街”的風采，外灘那一座座鋼筋水泥的樓宇，不正講述著舊上海灘如夢般繁華的往事。         

【舌尖上的江南美味安排】     

☑上海晚餐 :小南國餐廳 :上海菜以濃油赤醬的紅燒菜為主，做法精緻，擅長家常菜餚。「小南國」

餐廳繼承保留了濃郁香酥、腴潤適口的上海本幫菜的特點，發展出獨特細膩、精緻、典雅的上海菜。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小南國（餐標１２０） 

【飯店】國際品牌：５★寶華萬豪酒店或 JW 新發展亞

太萬豪或豫園萬麗酒店或浦西洲際酒店＿(大堂有免費

的 wifi ) 

 

第 2 天 

滬杭高鐵(上海-杭州，車程約１hr)→杭州【船遊西湖、柳浪聞鶯、長橋公

園】→9.3Km(0.3h)→靈隱寺→10.3Km(0.3h)→明清河坊商店街→

2.0Km(0.1h)→最憶是杭州秀(演出時間：19:30-20:15 
今日貼心安排:搭乘滬杭高鐵順行至杭州，船遊西湖搭乘 VIP 畫舫包船。     

※不浪費時間於長途行車中，貼心為客戶保留比一般團體更多的旅遊時間。不同於一般市場行程，精

心安排於行程中搭滬杭高鐵由上海前往杭州，享受高科技的舒適快感，節省不必要的行車時間，更豐

富旅遊景點時間。    

【滬杭高鐵】全長２０２公里，設計時速３５０公里，滬杭高鐵營運後，將與京滬高鐵、滬漢蓉鐵路

通道、杭長和東南沿海高鐵銜接，並與杭甬、滬寧、寧杭等城際鐵路一起，組成覆蓋長三角地區並通

往其他區域的快速客運網。     

【杭州】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大文豪白居易以這樣不加修飾的辭句表達著對杭州的留戀。從那個年

代起，杭州就以其明山秀水著稱於世。到今天，魅力也絲毫沒有消退，人們依然不吝以西子之美来形

容西湖，甚至將“天堂”美譽贈與杭州。     

【（ＶＩＰ畫舫包船）西湖】西湖為杭州最著名的景區，三面環山，層巒疊嶂，天生麗質。西湖的美

是大自然的賜予，更是歷代先人的傑作。西湖的景致隨著四季變化而變化，都令人嘆為觀止。北宋一

代大詩人蘇東坡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是這樣描繪西湖的美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

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柳浪聞鶯】柳浪聞鶯位於位於西湖東南岸，清波門處。柳浪聞鶯柳型各具特色：柳絲飄動似貴妃醉

酒，稱醉柳；枝葉繁茂如獅頭，稱獅柳；遠眺象少女浣紗，稱浣紗柳等。有柳洲之名。其間黃鶯飛舞，



競相啼鳴，故有柳浪聞鶯之稱。步履其間，濃蔭深處的柳樹給人以陣陣思緒，悅耳鶯啼聲更是撩人遐

想。     

【長橋公園】位在凈慈寺東北瀕西湖。「長橋」的橋長不到一里，何以稱做「長」橋呢？這跟梁山柏

與祝英台大有關係！相傳梁祝二人再杭州萬松書院同窗共讀，祝英台返鄉梁山伯送行，送到長橋時，

兩人依依不捨，互送彼此，來來回回走了 18 趟。所以長橋的「長」指的是「情意長」，而不是長度

的長，也因此「長橋不長」就成了西湖著名的「三怪」之一了。     

【靈隱寺】位於杭州西湖靈隱山麓，處於西湖西部的飛來峰旁，離西湖不遠。靈隱寺又名“雲林禪寺”，

始建於東晉（西元３２６年），到現在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是我國佛教禪宗十剎之一。當時印度

僧人慧理來杭，看到這裡山峰奇秀，以為是“仙靈所隱”，就在這裡建寺，取名靈隱。後來濟公在此

出家，由於他遊戲人間的故事家喻戶曉，靈隱寺因此名聞遐邇。     

【明清河仿商店街】杭州歷史上最著名的街區，也是杭州目前唯一保存較完整的舊街區，是杭州悠久

歷史的一個縮影。清河坊的歷史起源於南宋。南宋 定都杭州，築九裏皇城，開十裏天街（今中山中

路）。於是，在宮城週邊、天街兩側，皇親國戚、權貴內侍紛紛修建宮室私宅。中河以東建德壽宮、

上華光建開元宮、後市街建惠王府第、惠民街建龍翔宮等。而清河坊的得名，與當時的太師張俊有關。

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張俊在明州（今寧波）擊退金兵，取得高橋大捷，晚年封為清河郡王，倍受

寵遇。    

【最憶是杭州秀】秉承服務於“創新、活力、聯動、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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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原有《印象西湖》的基礎上打造的。此次文藝演出保留了《印

象西湖》最後的一個機械裝置和一個撩水的動作，整場演出將在室外水上使用全息投影技術，將科技

手段和自然環境完美融合。中國自古“尚”水，水也將成為本次演出的最美“底色”。本場演出所有

的表演都立足在水上。屆時，與會來賓將於湖光山色中，觀看水上芭蕾表演，聆聽世界名曲，感受中

國元素與世界文化的交融與碰撞。      

◎提醒：若因場次因素或劇場調整演出停演；團體行程即改為《宋城之夜》。         

【舌尖上的江南美味安排】  

 ☑杭州午餐：杭幫菜博物館 錢塘廚房：江洋畈生態公園內，為展示杭州地區日常飲食及杭幫菜歷史

淵源、發展脈絡和菜系菜品的美食文化專題博物館，也是當前中國最大的地方菜博物館。    ☑杭州

晚餐：樓外樓百年老店: 一家有 160 餘年歷史的名餐館，是杭州市區最有特色的傳統 菜館之一。坐

落於西湖河畔，環境清新宜人，最出名的兩道 菜：龍井蝦仁和西湖醋魚。 

【早餐】酒店內 

【午餐】杭州菜博物館（餐標１００） 

【晚餐】樓外樓（餐標１２０） 

【飯店】國際品牌：５★ＪＷ萬豪酒店或城中香格里拉

酒店 (大堂有免費的 wifi ) 

 

 

第 3 天 

杭州→87.5Km(1.5h)→烏鎮西柵景區【敘昌醬園、草木本色染坊、西柵大

街、老郵局、三寸金蓮館】→90Km(1.5h)→蘇州【夜遊七裏山塘古街】

→3.2Km(0.2h)→飯店 
今日主題安排:於烏鎮西柵景區及七裏山塘古街內，以漫步方是細細品味古鎮、古街風光。     

【烏鎮西柵景區】具典型江南水鄉特徵的烏鎮，完整的保存著原有晚清和民國時期水鄉古鎮的風貌和

格局。以河成街，街橋相連，依河築屋，水鎮一體，組織起水閣、橋樑、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獨具江

南韻味的建築因素，體現了中國古典民居“以和為美”的人文思想，以其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和諧相

處的整體美，呈現江南水鄉古鎮的空間魅力。     

【敘昌醬園】映入眼簾的就是滿院子青灰色的醬缸，在缸的身上我們還能清楚的看到“敘昌醬園”、

“鹹豐九年”的字樣，如若是大晴天，醬缸都被揭去了竹編的大斗笠，盡情的飽吮著陽光的味道。爾

後手工環保印染晾曬大型工坊。工坊占地２５００平方米，曬布場地以青磚鋪就，豎立著密密麻麻的

高杆和階梯式曬布架，規模相當龐大。草木本色染坊除了以藍草為原料漿染製作藍印花布工藝外，還



有獨特的彩烤工藝流程。彩烤色彩豐富，是從當地的草木原料中提取的，像茶葉、桑樹皮、烏桕樹葉

都是提取色彩的原料，所以這個染坊在當地叫做草木本色染坊。     

【西柵大街】在西柵街區，你看不到一條水泥路，所有的街巷全是用磚石鋪就，行走在那些被歲月磨

得發亮的青石板上，你仿佛在與悠久的歷史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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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寸金蓮館】在烏鎮，就有這樣一個主題展館《絕代金蓮》，它用大量珍貴的實物和圖片向您講述

烏鎮歷史也是中國歷史上婦女一個畸形的追求美的歷程，如此全面、系統的展示纏足文化，在世界上

也是第一家。展館共展出歷史中國不同各地的纏足鞋８２５雙，還有眾多的圖片及纏足用具，並配有

詳實的文字說明。     

【蘇州】園林甲天下，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中國四大名園中，就占有兩席；既有園林之美，

又有山水之勝，自然、人文景觀相輝映，加之文人墨客題咏吟唱，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間天堂”。     

【七裏山塘古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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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尖上的江南美味安排】   

☑午餐：蘇州-民國時代：位於烏鎮西柵景區內是裝潢為民國時代主題的套色餐廳，烹製菜肴極具時

代特色，包廂更以民國文人命名，佈局高雅、環境優美。    ☑晚餐：蘇州-松鶴樓餐廳：創建於清

乾隆年間，是蘇州蘇幫菜館中聲譽最高的百年老字號，也是中國四大名店之一。相傳乾隆下江南時經

常到此品嚐，有多道菜色也因乾隆皇帝開金口命名流傳至今。 

【早餐】酒店內 

【午餐】民國時代（餐標８０） 

【晚餐】松鶴樓（餐標１２０） 

【飯店】國際品牌：５★萬豪酒店或香格里拉酒店(大堂

有免費的 wifi ) 

 

 

第 4 天 
蘇州寒山寺→2.4Km(0.1h)→拙政園→8.9Km(0.2h)→虎丘 111Km(1.5.hr)

→上海田子坊→9.5Km(0.3h)→ERA 時空之旅秀→9.5Km(0.1h)→飯店 
今日主題安排:由蘇州沿路旅遊的方式，順行返回上海。     

【寒山寺】古詩楓橋夜泊中的寒山寺，此地一片水鄉風光，並有鐘樓、鼓樓，您可在此體會古人“夜

平半鐘聲到客船”之情景。     

【拙政園】是蘇州最大的，也是明代最富江南特色的典型園林。面積６２畝，園內有３１景，風格富

麗堂皇，而又洋溢著詩情畫意，是一座大觀園式的秀麗園林。總體佈局以水池為中心，分東、中、西

三部分，主要建築臨水而建，將建築以山石花木與水配合，突出「水」這一主題，充分表現「水鄉園

林」的特色。     

【虎丘】位於蘇州古城西北的郊外，是蘇州城的標誌性景觀，有『吳中第一名勝』之稱，蘇州建城早，

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水陸並行，河街相鄰，古城區至今仍座落在原址上。宋代詩人蘇軾曾

說過：『到蘇州不遊虎丘，乃憾事也！』虎丘深厚的文化積澱，使其成為遊客來蘇州的必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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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ＲＡ時空秀】融雜技、舞蹈、戲劇、音樂和世界一流多媒體技術於一體，中國元素、國際製作，

打造全新舞臺藝術樣式，原創音樂、現場演奏、電子投影、數位舞臺、超大水幕、巨型鏡牆，如夢似

幻……感人、神奇、震撼，給人以超凡享受，堪稱“中國娛樂第一秀”。 ＥＲＡ，秀一個上海給世

界看！特別申明：【ERA 時空之旅】於 7/1 起進行劇場整修暫停演出，整修 12 個月，因未給予正確



表演日期。因此，須申請變更行程代替為【夜船遊黃浦江】行程，待劇場公告正常演出時間，將會恢

復原定看秀行程。         

【舌尖上的江南美味安排】   

☑午餐 : 蘇州-雅戈爾富宮大酒店-攬香 ：座落於最繁華的地區，鄰近步行街，交通極其便利，環境

舒適宜人。具有現代感的餐廳，供應特色中國料理、杭州菜等，可讓旅客盡享美食，遍嘗八方風味。    

☑晚餐 :上海-鮮牆房餐廳：以「傳菜」最為著名，傳菜乃是民間流傳的菜肴。經過傅多年的尋訪發

掘，尋訪隱沒於民間的名吃美味，萃取精髓，佐以現代烹飪技法，使民間美食煥發出新的生機，以至

鮮味越牆，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鮮牆房傳菜」。 

【早餐】酒店內 

【午餐】攬香（餐標８０） 

【晚餐】鮮牆房（餐標１２０） 

【飯店】國際品牌：５★寶華萬豪酒店或 JW 新發展亞

太萬豪或豫園萬麗酒店或浦西洲際酒店＿(大堂有免費

的 wifi ) 

 

第 5 天 
上海城隍廟商圈→2.4Kｍ(0.1h)→新天地→0.4Km(0.05h)→新元素下午茶

→11.9Km(0.20h)→上海磁浮列車→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桃園 
今日主題安排:漫步上海，悠閒品嚐下午茶，體驗搭乘磁浮列車至機場準備返回溫暖的家。     

※安排充裕的時光瀏覽上海城市街頭，一享購物之樂，再享悠閒下午茶時光，以充裕的時間留下動人

之假期身影。 

【城隍廟商圈】老城隍廟位於上海老城廂中部，現屬黃浦區東南部，臨近豫園。明朝永樂年間由原金

山神廟改建而成。俗稱「到上海不去城隍廟，等於沒到過大上海」，可見城隍廟在上海的地位和影響。

走進城隍廟仿佛回到 100 年前上海的繁華集市。 

【新天地】是一個嶄新的、具上海歷史文化風貌的都市旅游景點，它是以上海近代建築的標誌「石庫

門」建築舊區為基礎，首次改變了石庫門原有的居住功能，創新地賦予其商業經營功能，把這片反映

了上海歷史和文化的老房子改造成集國際水準的餐飲、購物、演藝等功能的時尚、休閒文化娛樂中心。 

【新元素下午茶】(二人一份+有機咖啡或英式早餐茶)    新元素餐廳是一家洋溢著美國風格的美食

餐廳，元素是上海為數不多的一個提供原汁原味美式餐的地方，食物和環境配合一流，撞擊出獨特的

化學“元素”。讓您享受難得的悠閒午後。     

【磁浮列車】搭乘磁浮列車前往機場，親身體驗時速 430 公里的極速魅力。全球唯一投入商業營運

的磁浮線，圓弧頂造型的磁浮車站，相當現代、前衛，尤其是如同子彈造型的列車駛入時，更讓人驚

艷高科技產物的完美，車廂內舒適寬敞的座椅、大面的窗戶，讓人安穩坐在椅子上欣賞被拋擲在後的

景致。         

【舌尖上的江南美味安排】  

☑午餐:花馬天堂雲南菜餐廳：在上海非常知名的人氣餐廳，極具特色的雲南料理，從蒙古烤羊腿到

印度手抓飯都讓人食指大動，餐廳裝潢非常有氣氛，許多外國人慕名而來。 

【早餐】酒店內 

【午餐】花馬天堂雲南菜餐廳（人民幣２５０）

【晚餐】機上套餐 

【飯店】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