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3

江南風華雙水鄉烏鎮南潯 5 日【登東方明珠塔、羅萊夏朵下午茶、無購物無自費】

成團人數» 10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5,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HWDBB780419A

航班資料

另收費用» 簽證：台胞新證(台胞證) (自理)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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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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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風華絕代雙水鄉～烏鎮+南潯
韻味誘人的烏鎮為江南水鄉六大古鎮之一，古風猶存的東、西、南、北四條老街呈十字交叉，構成雙棋盤式河街平行、水
陸相鄰的古鎮格局。烏鎮西柵面積大，河道長，集中著一批高檔的住宿、娛樂會所，甚至在古宅深巷中還隱藏著時尚的酒
吧和 SPA 會所，獨具水鄉風情和動感時尚結合的迷人魅力。
★特別安排入住烏鎮乙晚~細細品味烏鎮魅力水鄉~烏鎮由藝人奶茶劉若英所代言，也是大陸央視電視劇《似水年華》的拍
攝場景，烏鎮的美，讓劉若英好想好想談戀愛～。註：因烏鎮酒店房型較小，無法提供加床，請注意。
耐人尋味的南潯亦為江南六大水鄉古鎮之一，七百多年來，古鎮的景色風韻依舊，水道如蛛網般穿鎮而過，河街相交、橋
梁通便，黛瓦粉牆、綠柳拂水，組成了一幅原汁原味的江南水鄉圖。南潯不但名勝古蹟眾多，與自然風光又融合協調，既
充滿濃郁的歷史文化底韻，又洋溢著江南水鄉詩畫一般的神韻，除了「小橋流水水晶晶」，更有「街坊林立大宅門」之
說。
☆獨家首創～羅萊夏朵品牌˙湖邊邨酒店～經典英式下午茶
酒店位於西湖畔，建築建於 1930 年代，採用民國時期上海石庫門的典型建築風格，引領著生活時尚潮流，為客人展示了中
國民國時期格調。關於羅萊夏朵：羅萊夏朵（RELAIS & CHATEAUX）是一個全球公認的頂級品牌，集團在全球 60 個國
家，已嚴格甄選 500 家富有獨特創意的頂級特色酒店以及美食家餐廳。其成員機構均獨立經營，既有特色精品酒店又有美
食家餐廳。台灣的馥蘭朵烏來、三二行館、樂沐法式餐廳均是羅萊夏朵會員之一。
☆精緻行程：
◆登東方明珠塔《懸空廊》：寬敞明亮的球體玻璃窗外，浦江美景一覽無餘。
◆漫步《西湖》畔：天下西湖三十六，最好西湖在杭州。悠遊西湖畔柳樹映陽下，聽梁祝說白蛇，斷橋不斷只為一吋相
思。
◆《西溪》，且留下！：900 年前宋高宗趙構的一句話，加上電影《非誠勿擾》男主角葛優的同樣一句，讓西溪濕地，暴
紅至今。
★安排熱門表演《宋城千古情》：一生必看的演出，杭州宋城的靈魂，與拉斯維加斯的"O"秀、巴黎紅磨坊並稱"世界三大名

秀"。
※宋城千古情如遇滿場無法購票或不可抗力因素停演，團體將以現場退費或換等值行程做替代，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全程不進購物店、無自費活動項目 品質有保證。
★貼心說明：導遊於講解地方風俗民情時，會適時推薦當地土特產試吃試用，並開放讓貴賓選購當伴手禮，自由購買不強
迫。
■貼心贈送：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 。
杭州 升等乙晚國際品牌★★★★★ 錢江新城萬豪酒店 或同級
酒店位於杭州錢江新城 CBD 中央商務區的天際線之間，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酒店臨近杭州大劇院、OUTLET 商城。
酒店擁有 348 間別致的各式房型，設計時尚新穎、設施齊全，將當地文化注入其中，處處展現獨特人文風情。
上海 浦東主題樂園萬信酒店 或同級
輕奢，是萬信酒店大堂一貫遵循的設計風格，設計師汲取 ART-DECO 設計風格，為萬信樹立一個城市精英人群尊貴、典雅
的人文居所形象。大堂采用通透玻璃幕牆，將室內外空間巧妙融合。白天，室內透露出酒店外的景致；夜晚，又將室內燈
火輝煌映映射於室外。
烏鎮 通安客棧 或同級
通安客棧坐落於烏鎮西柵景區東端，為典型的二層江南風格明清建築群落，風格雅致，分為主樓、民居樓和貴賓樓三個區
域。有各類客房 343 間。擁有獨立的中餐廳及各式臨河餐飲包廂，多功能會議廳，中小型會議室和貴賓接待廳一應俱全。
■貼心資訊：A.浙江省旅遊局官網 ; B.寧波天氣預報、上海天氣預報、杭州天氣預報、.蘇州天氣預報

烏鎮 HTL-通安客棧-主樓 古典幽靜的住宿環境讓您忘記塵囂沈澱思緒，給貴賓們截然不同的旅遊新感
受。
通安客棧是按五星級標準建造、裝修的渡假型酒店，位於烏鎮西柵景區安渡坊渡口東側通安島上，是典型
的二層江南明清建築群落。精致高雅的裝修風格，古樸典雅的傳統家具，綠樹蔥蘢的外部環境，推窗見水
的獨特風韻，賓至如歸的周到服務，使通安客棧成為一家深受遊客歡迎的渡假酒店。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上海【漫步外灘˙夜上海萬國建築博覽】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前往中國第一商業大城「上海」。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業、金融中心，也是優秀的旅遊
城市，素有“東方巴黎”、“購物天堂”的美譽。上海在租界時期遺留了眾多富有特色的歐式建築，而 1990 年代起又出現了諸
多現代化建築，同時，周邊郊區分布著幾處具有江南風格的水鄉古鎮，均成為了旅遊景觀。
■【外灘】建築群在上海稱為《萬國建築博覽》。北起蘇州河口的外白渡橋，南至金陵東路，全長約 1500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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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建築雖不是出自同一位設計師，
也並非建於同一時期，然而它們的建築色調卻基本統一，整體輪廓線處理驚人的協調。無論是極目遠眺或是徜徉其間，都
能感受到一種剛健、雄渾、雍容，華貴的氣勢。
【食】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上海風味 RMB50
【住】上海 浦東主題樂園萬信酒店 或 科雅國際大酒店 或 富豪金豐酒店 或同級

第 2 天 上海【東方明珠塔《懸空廊》+歷史陳列館、城隍廟商圈、新天地】－(車程約 2H)蘇州【奕歐

萊購物村、圓融時代廣場 LED 天幕、外觀蘇州鳥巢、誠品書局旗艦店】
■【東方明珠塔《含懸空廊》+歷史陳列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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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空廊位於東方明珠電視塔 259 米高的觀光廊「淩霄步道」，遊客可透過腳下的透明玻璃，俯黃埔江兩岸全
景，感受在雲中漫步的感覺。塔中的歷史陳列館是反映上海近代變遷的形象陳列。參觀陳列館，是在穿越曆史，是在走過
一個時代，讓觀眾迫尋海上舊夢、景仰現代史實，品味上海悠久的文化。
■【城隍廟商圈】上海城隍廟是指黃浦區的老城隍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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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海市具有悠久曆史的城隍廟，每年都會吸引相當多的遊客來這裏觀光旅遊。城
隍廟小吃也隨著城隍廟的走紅而聞名全國。
■【新天地】在新天地開發之前，這裡是一片擁有近一世紀的傳統建築「石庫門」，從十九世紀中開始出現的石庫門建築烙
印著悠久的歷史，象徵著中西建築合璧與近代上海歷史文化的意義；後來開發的上海新天地建築群，仍保留了十九世紀石
庫門的屋簷及磚瓦，但建築的內部則採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化風格，使現今建築外表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石庫門，走進內部則
是現代化的設計，讓人彷彿進入另一個時空；現今新天地已成為上海的新地標。
蘇州自古享有「人間天堂」的美譽，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已有 4000 餘年，而官方認定的建城史逾 2500 年，是中國現存最古
老的城市之一，江南吳文化的發祥地，歷史上長期為江南地區一級行政區的首府和經濟文化中心。
■【奕歐萊購物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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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是歐風建築，有一種小鎮的感覺，但還是配合蘇州多了一區蘇式園林造景，不僅能盡情暢享購物樂趣，更可品嘗佳肴盛
宴，歡度悠閑時光。
■【圓融時代廣場 LED 天幕】時代廣場天幕將採用如同水立方造型的膜結構封頂，配合新型 LED 燈條、燈帶、射燈等，創
造通透、絢爛的視聽奇觀。圓融時代廣場天幕無論在外部造型還是在演示效果上都已遠遠領先於世界，正式開播之後天幕
將宛如一條蜿蜒的綢緞，橫貫圓融天幕街區，其震撼性的設計理念，將成為未來蘇州最靚麗的風景線之一。
■【外觀蘇州鳥巢】設計理念是“一顆珍珠、一段牆壁、一座園林”，以體現蘇州傳統原宿雨現代建築的融合。蘇州鳥巢與金
雞湖景觀融為一體，是蘇州最具代表的建築之一。位於國際博覽中心的西面，三面環水，風景優雅，內有劇院、影院、演
藝餐廳和商業中心等多功能為一體化，是蘇州市規模最大的綜合性文化場館，建築漂亮且宏偉，與北京奧運會鳥巢師出同
門，是設計大師保羅.安德魯之傑作，被譽為北京鳥巢的“孿生兄弟”。
■【誠品書局旗艦店】金雞湖是蘇州一處充滿時尚與藝文的新商圈，素有「皇冠上的鑽石」的美譽，來蘇州一定要來親身體
驗一番，誠品為蘇州所寫入的台灣美學符號。
【食】早餐：酒店內享用午餐：火鍋風味 RMB50 晚餐：凌軒閣 RMB80
【住】蘇州 香雪海友聯飯店 或 蘇苑酒店 或 長江智選假日酒店 或同級

第 3 天 蘇州【太湖國家濕地公園《含遊船》+世博蘇州館+熊貓館、蘇州博物館】－(車程約 1.5H)南
潯古鎮《含遊船》+小蓮莊－(車程約 1H)烏鎮【夜遊西柵美景】
■【太湖國家濕地公園《含遊船》+世博蘇州館+熊貓館+中國刺繡藝術景區】濕地公園有開闊的水域、蜿蜒的岸線，繁育著
多姿多彩的動植物資源，晴朗時碧波蕩漾、蘆浦搖曳，雨季裡水光瀲灩、霧靄空濛，天空中鷗鷺翔集，深水處魚蝦嬉戲，
已經成為植物的天堂、鳥類的樂園，特別安排您遊船賞太湖濕地美景，在這裡還可看到世博蘇州館、熊貓館，和蘇州精緻
手工刺繡藝術。
註：太湖國家公園景區(中國刺繡藝術景區)於 2018 年 3 月起例行性維護整修。因太湖國家公園為景區套票，如至屆時團體
出發仍遇套票內景點因不可抗力因素或例行維護整修，將無法針對單一景點作退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蘇州博物館】由知名建築名家貝聿銘大師所參與設計，博物館新館的設計結合了傳統的蘇州建築風格，把博物館置於院
落之間，使建築物與其周圍環境相協調。博物館的主庭院等於是北面拙政園建築風格的延伸和現代版的詮釋。
註：蘇州博物館逢每週一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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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此情況將無法安排參觀，敬請見諒！
■【南潯古鎮《含遊船》、小蓮莊】南潯古鎮至今己有 750 多年曆史是獨具魅力的旅遊勝地。南潯鎮名勝古跡眾多，與自然
風光和諧統一，既充滿著濃鬱的曆史文化底蘊和靈氣，又洋溢著江南水鄉詩畫一般的神韻，而歐陸情調與江南古風的意外
並處、相得益彰，使古鎮魅力更加引人入勝。內有聞名遐邇的江南園林『小蓮莊』，著名私家藏書樓『嘉業堂』，明清水
鄉建築『百間樓』，江南第一巨宅『張石銘故居』等等。
■【夜遊烏鎮西柵】烏鎮是一個有 1300 年建鎮史的江南古鎮。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將全鎮劃分爲東南西北四個區塊，當地人
分別稱之爲『東栅、南栅、西栅、北栅』。烏鎮、以其原汁原味的水鄉風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一躍成爲中國著名的古鎮
旅遊勝地。傳承千年的曆史文化；淳樸秀美的水鄉風景；風味獨特的美食佳肴；繽紛多彩的民俗節日……深厚的人文積澱
和亙古不變的生活方式使烏鎮成爲了東方古老文明的活化石。智慧的傳承伴随脈脈書香，在烏鎮展現出一幅迷人的歷史畫
卷。

註：由於烏鎮為一個小城鎮，飲食條件較其他大城市不足，多為農家風味，如造成不便，敬請多多包涵。
註：因烏鎮酒店房型較小，無法提供加床，亦無大床房型，請注意！
【食】早餐：酒店內享用午餐：姑蘇風味 RMB50 晚餐：酒店自助晚餐 RMB80
【住】烏鎮 通安客棧 或 昭明書舍 或 水巷驛 或同級

第 4 天 烏鎮【敘昌醬園、草木本色染坊、老郵局】－(車程約 1.5H)杭州【湖邊邨下午茶《英式下午茶
點+茶或咖啡 1 杯》、漫步西湖、宋城千古情】
■【敘昌醬園】建於清咸豐九年（1859 年），是烏鎮有曆史記載以來最早的醬園，前店後坊，主要經營豆瓣醬、醬油、醬
菜等。醬品采用傳統手工釀制法，利用優質黃豆、蠶豆、小麥等原料，利用竹匾制曲，經過長達半年的自然曬露發酵釀制
而成，深受當地百姓喜愛。
■【草本本色染坊】藍印花布始於漢晉，發展於宋元，盛於明清，俗稱“石灰拷花布”、“拷花藍布”，是傳統的民間工藝精
品，已有上千年的印染歷史。宋代，藍印花布工藝日趨成熟。元代，黃道婆的棉紡技術傳播江南，為明清時期藍印花布的
鼎盛打下了基礎。明朝設有織染局，基本上壟斷了織染業。直至清朝，民間染坊開始湧現。烏鎮是藍印花布的原產地之
一，舊時，烏鎮有染坊數十家。近代松江、揚州、崇德、樂清等都是藍印花布的重要生產基地，現在僅剩桐鄉、烏鎮和江
蘇南通還在生產。
■【老郵局】烏鎮有著悠久的郵政歷史。元朝正式有了馬驛和水驛之分，在烏鎮鏡內設置的大部分為水驛，就是用船運傳遞
公文豈，驛站內設有固定船戶，負責傳遞官方文書。1891 年烏鎮成立老協興民信局郵資低業務廣，可傳遞國內信件，還可
傳遞海外華僑和家屬之間的通信。1896 年清政府決定“裁驛歸郵”，開辦“大清郵政”。烏鎮郵局創辦於清光緒二十九年
（1903 年）四月九日，當時只經營信函業務，後逐步兼營包裹，匯兌等業務。
杭州為中國七大古都之一。因為風景秀麗，自古與蘇州有「人間天堂」的美譽，正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主辦了
2016 年 G20 峰會，2018 年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2022 年亞洲運動會也將在杭州舉辦。
■【湖邊邨下午茶《英式下午茶點+茶或咖啡 1 杯》】這裡離西湖僅需兩分鐘腳程，建築物屬于上世紀 30 年代的石窟門聯排
里弄建築，民國風情濃厚，深色木質大門的院落裏，是四幢整齊的兩層磚木結構的建築，湖邊村建築群是近代建築發展演
變的重要實例，是民國建築風尚的典型代表。在復古的石庫門間築群來杯茶或咖啡搭上精緻的點心，細細品味彷彿時光倒
流到民初時期。
■【漫步西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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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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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城千古情秀】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是一生必看的演出，是杭州宋城的靈魂，與拉斯維加斯的"O"秀、巴黎紅磨坊
並稱"世界三大名秀"。用先進的聲、光、電科技手段和舞臺機械，以出其不意的呈現方式演繹了良渚古人的艱辛、宋皇宮的
輝煌、嶽家軍的慘烈、梁祝和白蛇許仙的千古絕唱，把絲綢、茶葉和煙雨江南表現的淋漓盡致，極具視覺體驗和心靈震
撼。
註：宋城千古情秀如遇滿場無法購票或不可抗力因素，團體將以現場退費或換等值行程做替代，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食】早餐：酒店內享用午餐：裕生館 RMB50 晚餐：秦皇小吃宴 RMB80
【住】杭州 錢江新城萬豪酒店 或 運河契弗利酒店 或 西溪喜来登度假大酒店 或同級

第 5 天 杭州【西溪濕地《含電瓶車+遊船》、南宋官窯博物館】－(車程約 2.5H)上海／高雄
■【西溪濕地《含電瓶車+遊船》】是目前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濕地、農耕濕地、文化濕地於一體的國家濕地公
園。因導演馮小剛拍攝電影《非誠勿擾》而大展風采。西溪野趣的水域間行人們聽著穿藍布衫的小姐講解歷史；1000 年
前，宋高宗看到了蘆花似雪的西溪美景，故曰：西溪，且留下。這就是《非誠勿擾》片中葛優與舒淇相遇的對白。以獨特
的風光和生態，形成了極富吸引力的一種濕地景觀旅遊資源。
■【南宋官窯博物館】占地面積約 43000 平方米，建築面積 10000 平方米，由展廳和郊壇下官窯遺址保護建築兩部分組
成，1992 年正式對外開放。隨著杭州歷史文化資源發掘保護工作的不斷深入，於 2002 年進行了擴建和陳列改造。經改造
後的「南宋官窯博物館」，全方位展示了南宋官窯的風韻與特色，既突出官窯的歷史、工藝和美學價值 ,又充分反映官窯與
南宋宮廷文化及社會習俗的密切相關性。
註：南宋官窯博物館逢每週一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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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此情況將無法安排參觀，敬請見諒！
註：南宋官窯博物館景區內自營小賣店，提供官窯紀念商品銷售，非購物站，特此說明！
※爾後搭乘專車，前往機場辦理登機，結束歡樂豐富的江南 5 日之旅。
【食】早餐：酒店內享用午餐：新開元 RMB50 晚餐：機上簡餐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本行程注意事項：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貼心說明：
1. 以上行程順序可能因天侯、交通航班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
2. 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孩亦同。
3.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70 歲以上老人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4.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5.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
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6.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除
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7.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沒有自然單間，整團包團的團體，即使是領隊單人房，也需補單人
房差。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
式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
請諒解。
8.大陸地區行程景點內若有旁人要求燒香、拜拜、或捐款等事，請勿隨便答應，應堅定立場婉轉拒絕，以免後續產生詐騙金
錢糾紛。
9.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中國地區素食飲食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建議素食旅客前往中國旅遊，可準
備常用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註: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為三菜一湯，四人則
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如遇自助式之餐食，將以餐廳所提供之菜色內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
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