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3

大小孩的綺麗之夢～上海迪士尼.東方明珠塔.朱家角水鄉 4 日【CocaCola 歡樂自助餐.無購物.無自
費】

成團人數» 10 人成團
旅遊天數» 4 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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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DSCP804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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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迪士尼樂園～與家人朋友一起在魔法世界點亮心中奇夢！
官網：請點此
迪士尼樂園誕生於 60 多年前，致力於讓人們回歸純真，感受快樂，分享難忘經歷。如今，上海迪士尼度假區以新穎特
別的方式延續著這種精神，打造了“探險島”、“寶藏灣” 和“奇想花園”等全新的主題園區，以及眾多獨一無二的遊樂項目和體
驗。包括全球迪士尼主題樂園中最大的城堡。華特迪士尼公司的夢想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延續，欣欣向榮。與任何其他迪
士尼產業有所不同的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區提供獨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體驗，為形形色色的遊客而設計。一切都始于華
特先生的想法：建造“一個供父母與子女一起玩樂的家庭樂園。”
歡迎來到一個前所未見的神奇世界，在此點亮您的心中奇夢。這就是上海迪士尼樂園，無論老幼，都可以在此感受充
滿創造力、冒險和刺激的樂趣！把目光投向奇幻童話城堡，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城堡，准備好開始探索這六大各具魅力而
令人難忘的神奇園區：米奇大街、奇想花園、夢幻世界、探險島、寶藏灣和明日世界。
★全球首發主題園區
★米奇大街～全球迪士尼樂園中第一個以米奇和他的歡樂伙伴們為主題設計的迎賓大道。
★奇想花園～七個神奇小花園贊頌了大自然的奇妙和想像力帶來的快樂。
★探險島～讓游客置身於新發現的遠古部落中盡情地探索神秘世界，發現深埋的寶藏。
★寶藏灣～是全球迪士尼樂園的首個海盜主題園區，游客可以參與到傑克船長和戴維•瓊斯的冒險中。
★明日世界《創極速光輪》～上海迪士尼樂園獨有，全球迪士尼最緊張刺激的過山車之一。
★夢幻世界《晶彩奇航》～首次帶旅客駛入城堡地下，尋找想像力和奇晃的泉源。
★《奇幻童話城堡》～全球第一座匯聚從迪士尼豐富且雋永的傳統中所誕生的每一位公主。
★亞洲第一家《迪士尼世界商店》～在這裡盡情尋找你熱愛的迪士尼好朋友商品吧！
***以上節錄至上海迪士尼官網***
☆上海自然博物館（靜安新館）
官網：請點此

新館整體形狀的設計靈感來源於“鸚鵡螺”，這種生物有“活化石”之稱，所以新館也被親切地稱為“綠螺”。 上海自然博物館以
新館共有 5 層，構建了三大內容版塊，分為“自然·演化”、“生命·環境”、“人類·文明”三個體系，常設有起源之謎、生命長
河、演化之道等 10 個展區.標本美輪美奐，零距離觀賞，新館還有一點與眾不同，大家幾乎可以“零距離”觀賞標本。欄杆盡
可能降低，隔離玻璃盡可能減少，展品就在你的身邊流連，觸手可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的展品大多都是新面孔，
在細節的刻畫上也都十分細緻，可以說真假難辨，絕對是讓孩子認識動物的最佳時機！
☆上海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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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家角古鎮：上海典型的江南水鄉古鎮，青磚白牆坐落在運河兩岸，感受古老水鄉的寧靜幽美。
◆田子坊：上海最潮弄堂，中西藝文交融、碰撞，讓人在購物的同時，也能感受到許多驚喜。
◆城隍廟商圈：上海年代最為久遠的商業區域，集結各種知名小吃餐廳、古玩商舖和小商品市場。
■風味美食
▲上海小籠包風味 50RMB▲水鄉農家風味 50RMB▲上海本幫風味 50RMB
◆獨家安排：Coca-Cola 主題歡樂餐廳˙自助晚餐(門市價格 358RMB)
餐廳位於東方明珠最底層，從塔上往下看，餐廳的外形是一個可口可樂瓶蓋。內部的 360 度環形空間設計，令食客可以飽
覽陸家嘴風貌；全開放式的廚房可以零距離欣賞大廚風範；無處不在的可口可樂元素，從經典的可口可樂紅到紀念瓶、徽
章、冰箱等可口可樂產品，整個餐廳完全是可口可樂粉絲的天堂。
※Coca-Cola 主題自助餐與東方明珠塔為團體套票銷售，如不使用恕無法另行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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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選住宿
升等國際品牌酒店
上海 萬豪酒店集團～靜安萬楓酒店 或同級
酒店坐落於靜安區共和新路，毗鄰閘北公園及上海大學；距大寧國際商業廣場約步行 10 分鐘，周邊商業發達、交通便捷，
從酒店出發約 5 分鐘即抵達地鐵 1 號線；與上海迪士尼樂園相距約 40 分鐘車程。
酒店擁有百餘間設計簡約、時尚、怡
人的客房，酒店另設有 24 小時自助商場。閑暇之餘，賓客還可前往設施齊全的健身中心，舒緩疲憊、換發活力。
■貼心好禮：每天每人礦泉水一瓶。
※此行程使用中華航空早去早回&晚去晚回或長榮航空晚去晚回，高雄上海來回直航航班，依當團所取得機位為主，恕無法
指定航班。
■貼心資訊：A.浙江省旅遊局官網 ; B 上海天氣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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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前往東方明珠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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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機上輕食
【住】靜安萬楓酒店(萬豪)／大華虹橋假日酒店(洲際)／寶龍國展麗筠酒店(卡爾森)／虹橋世茂睿選尚品酒店(世茂)／或同級

第 2 天 上海【上海自然博物館(靜安新館)、上海最潮弄堂~田子坊、上海奕歐萊 OUT LET、東方明珠
塔《含懸空廊》、上海歷史發展陳列館、Coca-Cola 可口可樂歡樂廚房】
■【上海自然博物館(靜安新館)】新館整體形狀的設計靈感來源於“鸚鵡螺”，這種生物有“活化石”之稱，所以新館也被親切地
稱為“綠螺”。 上海自然博物館以新館共有 5 層，構建了三大內容版塊，分為“自然·演化”、“生命·環境”、“人類·文明”三個體
系，常設有起源之謎、生命長河、演化之道等 10 個展區.標本美輪美奐，零距離觀賞，新館還有一點與眾不同，大家幾乎
可以“零距離”觀賞標本。欄杆盡可能降低，隔離玻璃盡可能減少，展品就在你的身邊流連，觸手可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這次的展品大多都是新面孔，在細節的刻畫上也都十分細緻，可以說真假難辨，絕對是讓孩子認識動物的最佳時機！
■【田子坊】位於泰康路是畫家黃永玉幾年前給這舊弄堂起的雅號。這個當年由畫家們在老廠房內開創的藝術街，近年來因
入駐了許多藝術家，將傳統與現代和諧融合，創造出新的潮流語彙，可說是上海創意發展的源頭。現在來到田子坊，就像
是進入一個小型的國際藝術博覽會；中西方藝文在這裡交融、碰撞，讓人在購物的同時，也能感受到許多驚喜。
■【上海奕歐萊 OUT LET】走進這裡你會發現每條街道風格迥異，來自全球的裝置藝術風格都在此承現，隨處可見充滿靈
感的創意搭配，彷佛一個奢華的歐式度假園區。奕歐來上海購物村開業後將陸續將有 140 多間精品店鋪及餐廳入駐，匯聚
國際高端時裝、生活方式及家居品牌，全年低至 2.5 折起。
■【上海東方明珠塔《含懸空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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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空廊位於東方明珠電視塔 259 米高的懸
空觀光廊——「淩霄步道」正式對遊客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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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a-Cola 可口可樂歡樂廚房】該主題餐廳名為“東方明珠 Coca-Cola 歡樂餐廳”，地處浦東陸家嘴中心區域東方明珠電
視塔內。從東方明珠塔往下看，餐廳所在最下層平臺形狀就是一個可口可樂瓶蓋。餐廳采用開放式廚房，在以太平洋、大
西洋、印度洋等全球 5 大板塊劃分的就餐區內，消費者可以品嘗到中式、日式、西式、東南亞等多種菜系。這個主體餐廳
裏隨處可見與可口可樂相關的設計元素；可口可樂提供的最先進的飲料設備，可以提供更好的消費體驗。這裏就餐，消費
者還能參加小醜表演等多種互動遊戲。
【食】早餐：酒店內午餐：上海小籠包風味 50RMB 晚餐：Coca-Cola 歡樂餐廳自助晚餐
【住】靜安萬楓酒店(萬豪)／大華虹橋假日酒店(洲際)／寶龍國展麗筠酒店(卡爾森)／虹橋世茂睿選尚品酒店(世茂)／或同級

第 3 天 上海【全日上海迪士尼綺麗夢幻之旅】
■【全日上海迪士尼夢幻之旅】迪士尼樂園誕生於 60 多年前，致力於讓人們回歸純真，感受快樂，分享難忘經歷。如今，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以新穎特別的方式延續著這種精神，打造了“探險島”、“寶藏灣” 和“奇想花園”等全新的主題園區，以及眾
多獨一無二的遊樂項目和體驗。包括全球迪士尼主題樂園中最大的城堡。華特迪士尼公司的夢想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延
續，與其他迪士尼產業有所不同的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區提供獨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體驗，為形形色色的遊客而設計的
遊戲區。
迪士尼樂園入園參考資料
◆因迪士尼門票採預約制，故團體實際入園日期會因此前後調整，無法指定，敬請貴賓理解。
◆詳細內容以上海迪士尼官方公告為主，網址：請點此
◆上海迪士尼入園注意事項，請參考以下網址：請點此
【迪士尼特別說明】
★迪士尼樂園各項設施及表演節目、遊行或活動等，依天候、季節性及日期而有暫停、休止、保養等情形，詳細依迪士尼
樂園官網公告為主。
★迪士尼樂園偶有特殊活動關係，營業時間至下午或傍晚止的情形，詳細依官網公告為主，特此公告敬請瞭解。
★因團體票券須經事前預約，如未於出團前 10 個工作天提出需求，臨時由「不前往」迪士尼樂園變更為「前往」之情形，
將由導遊於入園當日協助貴賓排隊自費購買個人票券入園(臨時前往不保證一定可入園)，敬請諒解。
【禁止攜帶以下物品入園】
★易燃易爆物品（如鞭炮）、武器、模擬武器及玩具槍（包括玩具爆破器、水槍等）。
★禁止攜帶『板凳、折疊椅等...』及『自拍神器』及『三角架』器材。
★食品（有原始包裝、密封的及未開封的食品除外）及酒精飲料及罐裝或玻璃容器（小型嬰兒罐裝食品除外）。
★尺寸超過 56 公分 X36 公分 X23 公分的箱包。在高峰期等必要情況下，其他有輪行李也可能無法入園。
★手推車及帶輪子的運送工具。手推輪椅、不少於三個車輪且時速不超過 16 公里的殘疾人電動輔助行動設備、尺寸不超過
92 公分 X 132 公分的童車除外。
★帶滑輪的玩樂裝備，如旱冰鞋及帶滑輪的鞋子、滑板、踏板車。

★動物（導盲犬除外），導盲犬須時刻栓有繫繩並在主人的看管下，部分景點也可能不允許導盲犬進入。
★相關法律禁止的物品及其他具有危險性或破壞性的物品。
【入園須知】
★十六歲（含）及以上的遊客在樂園內不可穿著卡通、電影、漫畫中角色的服裝。
★不可穿著及地長衣。若著裝不當、不雅或著裝影響其他遊客體驗，可能會被拒絕入園或被要求離園。
★十六歲（含）及以上的遊客不可佩戴口罩（醫用口罩除外）。遊客佩戴口罩時，不得遮蓋雙眼， 確保任何時候視線都不
被阻擋，能清晰看到周圍事物。
★除指定吸煙區外，樂園內禁止吸煙（包括煙草、電子香煙，及其他會產生煙霧的產品）。具體吸煙區位置請參閱樂園指
南或咨詢演職人員。
★請時刻照看好同行的兒童。不滿十六歲的遊客須由十六歲（含）及以上遊客陪同入園。遊客是否可以乘坐各個遊樂項
目，視具體安全規則而定。不滿七周歲的兒童須由十六歲（含）及以上遊客陪同乘坐遊樂項目。
★禁止放風箏、操控遙控設備（如無人機和遙控玩具）。
★禁止給園區內的動物餵食, 包括鳥類。
★禁止任何危險行為或可能妨礙樂園及任何配套設施運營的行為。
【迪士尼商品訂購注意事項】
◇◇◇本日如「不前往」迪士尼，改自由活動◇◇◇
◆大人：每人退費台幣 1700 元
◆佔床小孩：每人退費台幣 1700 元
◆12 歲之不佔床小孩：每人退費台幣 1700 元
◆未滿 2 歲嬰兒：本為免票範圍不退費
※請於購買商品同時告知是否前往，退費金額於出發前由團費中先行扣除，當地不予退費，敬請見諒。
◇◇◇本日「前往」迪士尼樂園◇◇◇
◆滿 2 足歲以上兒童，身高未滿 100 公分：每人退費台幣 1700 元 (屬於免票範圍，當日無票券)
◆滿 2 足歲以上兒童身高 100~140 公分：每人退費台幣 400 元 (於當日領取迪士尼孩童票)
◆年齡 65 歲以上：每人退費台幣 400 元 (於當日領取迪士尼老年票)
◆未滿 2 歲嬰兒且身高未滿 100 公分：屬於免票範圍不退費
◆未滿 2 歲嬰兒但身高超過 100 公分：除原嬰兒收費外須補每位台幣 1700 元 (於當日領取迪士尼孩童票)
※請於訂購時告知正確身高及出生年月日，退費金額於出發前由團費中先行扣除，當地不予退費，敬請見諒。
※若入園當天經樂園工作人員判定身高或年齡不符合折扣範圍，則需重新當場補足價差或重新購票，敬請瞭解。
【食】早餐：酒店內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靜安萬楓酒店(萬豪)／大華虹橋假日酒店(洲際)／寶龍國展麗筠酒店(卡爾森)／虹橋世茂睿選尚品酒店(世茂)／或同級

第 4 天 上海－(車程約 1H)漫步朱家角古鎮－(車程約 1H)城隍廟商圈、漫步外灘~萬國建築博覽群／高
雄
■【漫步朱家角古鎮】朱家角古鎮為上海四大歷史文化名鎮之一，是典型的江南水鄉古鎮。鎮上名勝古跡頗多、休閒設施齊
全，自然景觀更是數不勝數，名山名湖有澱山湖和“九峰”之祖——澱山；名園有課植園和珠溪園；名廟有朱家角城隍廟和關
王廟（報國寺）；名街有北大街，又稱“一線街”；還有名橋、名店和俱樂部茶館，到處都充滿了濃鬱的民俗風情。
■【城隍廟商圈】上海城隍廟是指黃浦區的老城隍廟，這是個著名的江南古典園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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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遊客來這裡觀光旅遊。城隍廟小吃也隨著城隍廟的走紅而聞名全國。
■【漫步外灘~萬國建築博覽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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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後搭乘專車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準備返台，結束歡樂的上海迪士尼親子遊 4 日，期待下次再相逢。
【食】早餐：酒店內午餐：水鄉農家菜 50RMB 晚餐：上海本幫風味 50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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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說明：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2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本行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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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