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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北春暖花開賞花季六日遊 
《無購物行程、含小費、三排椅巴士、贈送隨團拍攝ＤＶＤ》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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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楊州：準★★★★★望潮樓文化主題酒店~2017 年開業 或同級 

酒店內部設施高檔，格調雅致，體驗揚州各個歷史朝代的文化、風土、人情，設有高速

無線 WIFI，大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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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世茂茂禦酒店~2014 年開業 或同級 

酒店採用典雅華貴的西班牙風格，綠樹環繞的美景，形成天然氧吧，猶如置身蔥鬱的

歐式園林，您可以暫時遠離城市的喧囂，親近大自然。酒店擁有 262 間豪華溫馨的客

服和套房，配有景觀落地窗及獨立的陽台，舒適的床具，液晶平面衛星電視、寬帶互聯

網、無線網絡全覆蓋，部分房型提供分離式雨林花灑和浴缸，設施齊全，可為旅客提供

一系列專用設施和優質服務。 

    

蘇州：皇家金煦酒店~★★★★★~2017 年開業 或同級 

蘇州皇家金煦酒店坐落于繁華的蘇州吳中中心城區運河風光帶內，緊鄰京杭大運河、

澹台湖風景區，與世界遺產寶帶橋隔水相望，環境優美，人文底蘊深厚，古老、現代、

自然和異域的風情在此交相輝映。酒店共擁有各類客房兩百餘間/套，房間設計充分體

現了中式風格和法式元素的巧妙融合，現代的配套和豪華級別的舒適度、驚喜的入住

感受。 

    

無錫：百樂戴斯酒店~★★★★★~2018 年開業 或同級 

無錫百樂戴斯酒店由無錫百樂集團投資興建，酒店擁有風格時尚，格調高雅的客房三

百餘間，致力於為賓客打造溫馨舒適的入住體驗。您可坐在窗邊靜看惠山的雲雨霧雪，

四季輪替；也可俯瞰錫西新城的繁華盡收眼底，大隱於市莫過於此。酒店擁有 500 平

米的無柱式宴會廳，內嵌高清 LED 屏，可輕鬆容納 300 人同時用餐。酒店配備了不同

規模的多功能廳，滿足您不同層次的商務需求。 

    

南京：金陵新城酒店~準★★★★★~2012 年開業 或同級 

南京金陵新城飯店由新城意象集團斥資 2.6 億，按五星級標準建造，項目總建築面積為

35000 平方米，客房數將達 266 間，以提供優質、高效、便捷的服務為目標，規劃建成

為功能齊全，環境優雅，服務一流的集餐飲、住宿、會議、休閒、娛樂為一體的城市商

務休閒中心，成為江北地區酒店服務業的領航者，俯覽江北，是江北地區的一個地標

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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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月日‧星期 

高雄→南京→揚州~東關街 

航班：MU2946 11:10/13;35【每週三、五、日飛】 

行       

程         

內

容 

【揚州東關老街】東關老街就在個園的南邊，是揚州著名的歷史老街，因其位置

靠近古運河邊，自古以來便是商業繁華的街區。現在經過整修，也成為一條仿古

商業街。 

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望潮樓文化主題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月 日‧星期 

揚州~瘦西湖遊船+五亭橋+二石橋🌸賞櫻、大明寺🌸賞櫻、甘泉小鎮🌸賞

櫻→泰州~溱潼古鎮 

行       

程         

內

容 

【瘦西湖公園+遊船】參觀第一風景名勝，垂揚不斷接殘蕪，雁齒虹橋儼畫圖，也是

銷金一鍋子，故應喚作瘦西湖。六朝以來即為風景勝地，清乾隆時期盛極一時，成

為揚州雍容華貴的象徵。瘦西湖的美主要在於蜿蜒曲折，與杭州西子湖相比，一個

如豐滿秀麗的雍容少婦，一個似修長清麗的窈窕淑女。 

【大明寺】大明寺建於在南朝宋武帝大明年間(西元 457-464 年)，至今已有 1500 多

年利史，是揚州的著名古剎，又名法淨寺。大明寺為唐代鑑真和尚所居古剎，當年

鑒真和尚東渡日本艱險之旅，他 14 歲出家，20 歲開始，先後 6 次東渡日本傳佛道，

鑒真和尚甚至促成了日本佛教律宗一脈。大雄寶殿是寺的中心建築，釋迦牟尼端坐

其中，背面為觀音群像。寺內有奇岩怪石組成的西園，及唐朝陸羽曾讚美的名泉-第

五泉，且大明寺之壁畫彌足珍貴。 正殿門口的櫻花這片櫻花叫“思源之櫻”林，是

1980 年 4 月，日本國寶鑒真像來揚“省親”，奈良唐招提寺住持、鑒真大師第八十

一代繼承人森本孝順攜 3 千棵東京櫻花苗抵達揚州大明寺。並在隨後進行了種植。

目前，大明寺共有 500 棵櫻花樹，既有雪白的早櫻，也有緋紅的晚櫻。  

【甘泉小鎮櫻花園】作為全中國最大的櫻花、櫻葉基地，2017 年甘泉經過補植櫻花，

目前甘泉櫻花園總面積已擴至約 1300 畝，建設了林中觀光漫道，增設了愛情特色的

雕塑、彩繪、人偶、花轎，目前櫻花園內大片的粉色花朵綻放枝頭，美不勝收，已

有不少情侶把這裡作為拍攝婚紗照的首選地。櫻花園中，一條數百米長的紅色空中

賞櫻長廊橫穿其中，從遠處看，好似一條紅色飄帶穿越櫻花叢中。從長廊上向下望

去，整個櫻花園的美景盡收眼底。從賞櫻長廊下來，走進櫻花園中，還有一處長約

1000 米的彩虹步道。道路兩側有數百株 10 年以上樹齡的櫻花樹，花瓣隨風紛飛，

彩色瀝青活潑跳躍，日式地燈點綴其中，仿佛在花海中架起了一道彩虹。 

【溱潼古鎮】溱潼古鎮保存完好，小溱湖巷、八仙橋巷等一大批明清時期的建築群，

風貌依舊、古色古香。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世茂茂禦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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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月 日‧星期 

泰州→興化~千島垛田欣賞油菜花+遊船→蘇州~七里山塘 

行       

程         

內

容 

【興化千島垛田賞油菜花＋遊船】興化的千島菜花以千島樣式形成的垛田景觀獨樹

一幟。750 年前，缸顧鄉農民就在水中取土堆田，整齊如垛，並在上面種植農作物，

才演變成現今的景致。每年春天，在遼闊的水面上，千姿百態的垛田堆成了上千個

湖中小島，島上開滿油菜花，在水面上形成一片金黃色花海，一望無際。藍天下，

碧水間，很多個金色小島織就了「河有萬灣多碧水，田無一垛不黃花」的奇麗畫面。 

【七里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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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皇家金喣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月日‧星期 

蘇州~獅子林、寒山寺→無錫~黿頭渚公園🌸賞櫻、明清橋~水弄堂 

行

程

內

容 

【獅子林】是蘇州四大名園之一。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世界文化遺產。

因園內“林有竹萬，竹下多怪石，狀如狻猊者"，又因天如禪師惟則得法於浙江天目

山獅子岩普應國師中峰，為紀念佛徒衣缽、師承關係，取佛經中獅子座之意，故名

“獅子林”。另外在北京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中則各有一處仿建。 

【寒山寺】古詩記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位於姑蘇城外楓橋邊，

建於六朝，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因『唐代』詩人張繼“楓橋夜泊”詩而名揚

中外，寺內主要建築有：大雄寶殿、廡殿（偏殿）、藏經樓、碑廊、鐘樓、楓江樓

等。 

【黿頭渚公園~櫻花季】有著“太湖佳絕處”美譽的著名景點黿頭渚景區，目前已

成為中國最大規模的賞櫻勝地，占地１０００多畝，有近７０種各類櫻花品種，３

萬餘株櫻花樹，其中還有百年櫻花王以及罕見的綠色櫻花品種。景區內擁有長春花

漪、充山隱秀、賞櫻閣、櫻穀流芳等八大賞櫻景點，眾多的品種、數萬株櫻花樹，

從太湖畔延伸到景區鹿頂山的山谷和山坡，繁花似錦，如雲似霞，堆雲疊雪。「黿

頭渚」是太湖西北岸的一個半島，因有巨石突入湖中，狀如浮黿翹首而得名，是太

湖風景名勝區的主景點之一。 

【清明橋~水弄堂】橫跨在水弄堂上的清明橋是無錫古運河上規模最大、保留最完

整的單孔石拱橋。始建於明萬曆年間， 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在無錫人的心目

中，清明橋在歷史上的繁榮就象那幅名畫《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一樣，是古老運

河歷史的符號、繁榮的象徵、文化的縮影。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百樂戴斯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月日‧星期 

無錫～靈山小鎮~拈花灣🌸賞櫻→南京~牛首山(佛頂宮)+電瓶車🌸賞櫻、

雞鳴寺🌸賞櫻、秦淮河夫子廟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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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靈山小鎮‧拈花灣】位於無錫市濱湖區馬山國家風景名勝區的山水之間，是靈山

集團歷時 5 年，繼靈山梵宮之後又一精品力作，於 2015 年 11 月 14 日開放。這裡向

來有“淨空、淨土、淨水”之稱，生態秀美，環境優越。而拈花灣靠山面湖，更與

馳名中外的靈山大佛依山為鄰，可以說是得盡天地人文靈氣。“拈花灣”的命名，

一方面源於靈山會上佛祖拈花而迦葉微笑的經典故事拈花一笑，同時也緣於它所在

的地塊形似五葉蓮花的神奇山水。小鎮整體建築風格與日本奈良非常相似，又融入

了中國江南小鎮特有的水系，打造出了一種獨有的建築風格，使得整個小鎮沉浸在

美輪美奐的意境中。靈山小鎮拈花灣打造的是一個自然、人文、生活方式相融合的

旅遊度假目的地，追求一種身、心、靈獨特體驗的人文關懷，讓人們體驗無處不在

的禪意生活，從而開創“心靈度假”的休閒旅遊新模式。 

【牛首山】牛首山自古景色優美，素有「春牛首」的美譽，佛禪文化源遠流長，是

中國禪宗牛頭一系的開教處與發祥地，以佛頂宮、佛頂塔、佛頂寺為核心建築，長

期安奉世界佛教最高聖物——佛頂骨舍利。牛首山自古就是一座佛教名山，從南朝

到唐有寺廟 30 多座。南朝梁代佛教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最集中之地就是牛

首山，與西北之清涼、西南之峨嵋並為聖道場地，是唐代最負盛名的三大佛教名山

之一，位列金陵四大名勝之一。而作為牛頭禪宗的發源地，更為中國佛教「禪宗」

的形成奠定了基石。牛首山因山頂東西雙峰形似牛頭雙角而得名，昔日「雙闕雙塔」

氣勢雄渾。巍峨雄壯的佛頂宮，唐風古韻的佛頂塔，靜謐藏幽的佛頂寺，連同散發

著自然禪趣的牛頭禪文化園，聯袂呈現出了一個「佛頂聖境」 

【佛頂宮】作為佛頂聖境區的核心之一，佛頂宮坐落于牛首山西峰之處，建基於歷

史遺留礦坑之上，總建築面積約 13.6 萬平方米，與佛頂塔共同構成牛首西峰新景

象，與牛首東峰遙相呼應，再現牛首“雙峰雙闕”並峙的宏偉盛景。整個佛頂宮以

佛祖頂骨舍利供奉為主題，外部分為大穹頂和小穹頂兩個部分，寓意外供養和內供

養。大穹頂形如佛祖袈裟覆蓋在小穹頂之上，象徵著佛祖的無量加持；小穹頂下部

為蓮花寶座造型，上部為摩尼寶珠造型，上下結合形成“蓮花托珍寶”的神聖意象，

佛頂宮內還珍藏佛祖頂骨舍利。 

【雞鳴寺】雞鳴寺所處的地方在三國時是東吳後苑，東晉時為廷尉屬。這裡最早的

佛教道場創建於永康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在舊址上重建寺院，定名為雞鳴寺。永樂

年間，靈谷寺的寶志法壇遷到雞鳴寺，為西藏噶瑪噶舉派活佛大寶法王哈立麻（得

銀協巴）建施捨台。雞鳴寺在宣德、成化、弘治年間經過多次擴建，成為南京金陵

城內第二大寺。清朝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南巡經過雞鳴寺時，分別題字「雞鳴古寺」

和「古雞鳴寺」。雞鳴寺內現有大雄寶殿、觀音樓、韋馱殿、志公墓、藏經樓、念

佛堂和藥師佛塔等主要建築。 

【夜遊秦淮河夫子廟商圈】1985 年南京市政府修復了夫子廟古建築群，還改建了夫

子廟一帶的市容，許多商店、餐館、小吃店門面都改建成明清風格，並將臨河的貢

院街一帶建成古色古香的旅遊文化商業街；夫子廟既恢復了舊觀，又展現了新容，

成為具有六朝古都特色，廟、市、景合一，融遊覽、購物、品嚐小吃、娛樂於一體

的旅遊景區。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金陵新城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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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第六天  月日‧星期 

南京→高雄 

航班：MU2954 07:40/10:10【每週三、五、日飛】 

行       

程         

內

容 

◎因配合航空公司航段的時間，今日需搭乘早班機返回台灣，敬請見諒！！ 

◎因搭乘早班機，早餐飯店餐盒車上供應，敬請見諒！！ 

▲備註： 

黿頭渚櫻花林～花期預計 3 月中下旬至 4 月中下旬，為期約一個月。 

南京牛首山櫻花～花期預計 3 月中下旬至 4 月中下旬，為期約一個月。 

拈花灣櫻花節～花期預計 3 月中下旬至 4 月中下旬，為期約一個月。 

揚州櫻花～花期預計 3 月中下旬至 4 月中下旬，為期約一個月。 

甘泉櫻花園～花期預計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為期約一個月。 

興化千島垛田油菜花季～花期預計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為期約一個月。 

※櫻花屬季節性大自然現象，若遇天候因素致未開或凋零，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

敬請見諒！ 

早餐：餐盒 午餐：※ 晚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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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出發日期：109 年 03 月 27、29 日，04 月 05、10、12、17 日 

報價：每人費用 25,300 元，現金優惠價 24,800 元 

※報名訂金每人 6,000 元。 

◎費用包含： 

1.高雄→烏鎮來回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2.五百萬旅遊責任險、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3.全程導遊領隊小費。每日 NT$：200 元，合計 1,200 元。 

4.贈送飯店行單次(出)行李小費。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費 NT$：1,400 元。 

2.台胞證新證工本費 NT$：1,700 元。 

3.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 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4.飯店排房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

請補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 6,000 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

不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滿十四歲請附身分證正本。 

6.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7.初次辦理護照者請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8.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辦理台胞證應備文件：(入境日期算起未滿三個月須重新辦理) 

1.身分證影本。 

2.護照正本。 

3.彩色二吋照片1張(需與辦理護照相同規格的大頭照)。 

4.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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