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嚴選】江南雙古鎮五星烏鎮無購物無自費六日高雄出發(含稅) 

銷售價格： TWD$20,900 起  

旅遊國家： 中國  

旅遊城市： 杭州 /上海 /無鍚  

旅遊天數： 6 天 5 夜  

航空公司： 立榮航空  
 

 包含項目：含團險 ,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不含小費 ,不含行李小費 ,不含行李超重費 ,不含簽證費用  
 

 

 

 

 

 

✦行程說明 

 

 

★出團日期： 12/06、12/20、1/03、1/13、1/27、2/03、2/24、3/07、3/17 





 



 



 

 













 



✦行程特色 

 

★嚴選住宿：五星酒店４晚＋烏鎮民宿１晚 

★跨三大城：玩上海、杭州、無錫三大城市１５大精華景點  

★夢幻體驗：入住中國最美的烏鎮水鄉【枕水民宿】  

★三大遊船：船遊西湖、搖櫓船遊烏鎮西柵、七里山塘＋船遊古運河  

★三大夜景：烏鎮水鄉夜景、金雞湖璀璨夜景、上海外灘夜景  

★特色餐食：精緻特色餐食安排，餐標人民幣 40 元/人以上 

★貼心準備：每日礦泉水 1 瓶 /人 

 

✦航班參考 

 

✦行程內容 

 

第 1 天 高雄小港機場 /杭州【遠眺玉皇山、八卦田、南宋官窯博物館】  

 

請各位貴賓們依照本行程表集合時間，自行前往機場與團隊會合， 

在此您會看到旅行社特別安排此團的領隊先生（小姐）穿著鮮紅亮 

麗的制服，親切且專業的為每一位團員處理登機事宜並解說行程內 

應注意之事項。【遠眺玉皇山】又名玉龍山，古稱龍山。五代時， 

吳越五曾從明州迎取阿育王像供奉於此，山因之又叫育王山。玉皇 

之名實始自清初，因當時山頂建造了規模巨集敞的道教玉皇宮，山 

以宮名，始稱玉皇山。現代作家郁達夫曾寫出過一篇遊記《玉皇山》   

，其中一段說：登高一望，西北年得盡西湖的煙波雲影，與夫圍繞在湖上的一帶山峰；西南是之

江，葉葉風帆，有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之勢；向東展望海門，一點巽峰，兩面三派潮路氣象更加

雄偉；至於隔岸的越山，江邊的巨塔，因為是居高臨下的關係，俯視下去，倒覺得為不足道了。 

【八卦田】位於杭州西湖風景區東南側的玉皇山南麓，又稱“八丘田”，上面種著八種不同的莊

稼，一年四季，八種莊稼呈現出不同的顏色。在八卦田中心，有個圓圓的土墩，那就是太極圖。

八卦田中有土丘、田塍、水溝排列整齊，面積約 90 餘畝。據說這八卦田是南宋年間開闢的籍田，

皇帝在此躬耕以示勸農。每逢春耕，皇帝就率文武百官到此犁田，以示對農事的尊重，並祈禱來

年五穀豐登。也有人認為這是南宋郊壇遺址，是皇帝祭天的地方。 

【南宋官窯博物館】位於杭州玉皇山以南烏龜山西麓，地處西湖風景區南緣，是中國第一座在古

窯址基礎上建立的陶瓷專題博物館。南宋官窯博物館陳列雅致、內涵豐富、環境清幽，自建成以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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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弘揚中華陶瓷文化，普及陶瓷知識，突顯杭州南宋

故都歷史風貌起到了良好的展示和傳播作用。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18:05 20:10 小港機場 杭州機場 立榮航空 B7268 

第  6 天 
20:05 22:20 浦東機場 小港機場 長榮航空 BR705 

19:50 22:15 無鍚 小港機場 立榮航空 B72297 

 



註 1：南宋官窯博物館週一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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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此情況將無法安排參觀，敬請見諒！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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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禧福朋喜來登酒店 或 和達希爾頓酒店 或 錢江新城萬怡酒店 或 同級 

 

 

  

  X 
 

  X 
 

  機上 

 
 

 

第 2 天 杭州【船遊西湖、花港觀魚、明清河坊街】－烏鎮【西柵景區、搖櫓船遊西柵】 

 

【船遊西湖】西湖是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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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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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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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港觀魚】前接柳絲蔥蘢的蘇堤，北靠層巒疊翠的西山，碧波粼 

粼的小南湖和西裏湖，像兩面鑲著翡翠框架的鏡子分嵌左右。早在 

南宋時，有一條小溪從花家山經此流入西湖，這條小溪就叫花港。當時，內侍官盧允升在花港側

畔建了一座別墅，稱為“盧園”。園內疊石為山，鑿地為池，畜養異色魚，於是遊人萃集，雅士

題詠，稱為“花港觀魚”，成為西湖十景之一。乾隆帝曾題詩贊道：“花家山下流花港，花著魚

身魚嘬花。”   

【明清河坊街】杭州清河坊街位於上城區，粉牆黛瓦、古色古香的建築與街道，呈現出清末明初

風貌，重現了早年的市井小民的生活文化，是杭州市內保存最完整、極具歷史價值的仿古街道。 

整個清河坊區域佔地約 13.66 公頃，主要從鼓樓灣的北端至高銀巷與中山中路、河坊街一帶，吃、

喝、玩、樂一應俱全。清河坊的街道仍保留著早年傳承下來的風貌，並有多間迄今依然生意興隆

的老字號店舖，不論是相傳白蛇傳中許仙與白娘子相遇的藥舖－保和堂，還是自清朝傳承至今、

並出過全國第一茶狀元的茶舖－太極茶道苑等，都讓人為之驚豔。 

【西柵景區】千百年來烏鎮建築臨河而建、傍橋而市，雖歷經時代的滄桑，但烏鎮的街道上仍完

整保存水鄉古鎮的風貌及建築風格，獨特的臨水建築「水閣」，透露出樸實古香的韻味，因此烏

鎮被稱為「中國最後的枕水人家」，東、西、南、北四條街呈現「十」字交叉形成棋盤式河街平

行與水陸相鄰的格局，街道兩旁大量的明清建築，從樑、柱、門到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藝都十分

精湛，與河上的石橋表現出小橋、流水的江南古鎮風情。 

  
烏鎮民宿 (昭明書舍或水市客舍 或 水巷驛或通安客棧) 或 同級旅館 

 

  

 酒店早餐 
 

 杭幫菜博物館(RMB.40/人) 
 

 古鎮風味(RMB.40/人) 

 

 

 



第 3 天 烏鎮—海寧【鹽官古鎮、金庸書院、海寧皮革城】－蘇州【金雞湖璀璨夜景】  

 

【鹽官古鎮】浙江省首批准的十五個歷史文化名鎮之一，以其悠久 

的歷史、燦爛的民俗文化、動人的民間傳說和壯觀的海寧湧潮聞名 

於世。自古以來，每年農曆八月十八日的錢塘江大潮都是天下奇觀 

，每到這一天觀潮的人人山人海，人潮也似海潮般洶湧澎湃。當大 

潮即將到來之際，只見遠方天邊似有一條銀線洶湧而至，其聲似萬 

馬奔騰，其勢如排山倒海，雪浪淩空，洪流滾滾，摧枯拉朽，氣象 

萬千。它與山西壺口瀑布，貴州黃果樹瀑布並列，是中國觀潮賞景 

的三大勝地。鹽官鎮的確是一塊"風水寶地"。由於地處錢塘江入海口的咽喉，在錢塘江大橋通車

前，此間一直是連接杭州灣兩岸的交通孔道，自古以來經濟繁榮、文風鼎盛、人才輩出。僅清朝

時號稱江南第一世家的海寧陳家就出現了一門四閣老，六部七尚書和 300 多位大小官員的奇跡。 

【金庸書院】「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書院位於金庸家鄉浙江省嘉興市海寧

鹽官，總投資 1,220 萬元人民幣，佔地面積 4,385 平方米。新建成的金庸書院主要有講學、展示

和藏書三大功能，是金氏文學研究的一處重要場所。 

【海寧中國皮革城】號稱亞洲最大 "皮革航母"的海寧中國皮革城是中國規模最大的皮革專業市場，

也是中國最具權威性的皮革博覽會，產品包括皮革服裝、裘皮服裝、革皮、毛皮、箱包等系列產

品，是宣導皮衣時尚引導皮革服裝時尚理念的盛宴。 

【金雞湖景區】比杭州西湖大的金雞湖，原先只是太湖的一個支脈，目前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湖泊

公園，堪稱 21 世紀蘇州《人間新天堂》的象徵，大型濱水空間的城市湖濱廣場、公園與住宅精

美構建的玲瓏灣、富有生態教育內涵的望湖角公園、綜合公共藝術與文化設施的的文化水廊、連

接運河水網及延續姑蘇水城風貌的水上鄰里巷、林蔭道路與運河貫穿小島的水鄉住宅別墅群。這

是蘇州近年來全新開發的一個新區，來這邊看看說不定有遊目騁懷的驚喜與發現。  

   昆山皇冠假日 或 昆山維景國際大酒店 或 太倉福朋喜來登 或 同級 
 

 

  

 酒店早餐 
 

 海寧風味(RMB.40/人) 
 

 姑蘇風味(RMB.40/人) 

 

 

 

第 4 天 蘇州【七里山塘+船遊古運河、盤門三景、蘇州古城牆博物館、平江府路風情街】 

 

【七里山塘+船遊古運河】七里山塘是蘇州古代的金粉地、鬧市區，  

是近年開發的新景點。雖然往日的繁華難以複製，但經過政府的努 

力，總算恢復了一條小河，幾座彎月般的石橋，和兩岸各一片白牆 

灰瓦的古宅。傍晚時刻，河邊的宅院都依次掛出紅燈籠，紅色的燈 

火同拱橋的身影一起映照在河水裡，輕輕地蕩漾著，讓你不由得一 

聲輕歎：這就是蘇州。船遊古運河  始建於西元前 514 年，距今已 

有 2500 多年的歷史，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時代的原址上，基本保著 

“水陸並行、河街相臨”的雙棋盤格局。作為大運河的組成部分，猶如玉帶一般環繞著美麗的蘇

州古城。古運河的風貌保護帶，構成了蘇州的環城綠廊，並且將蘇州的許多歷史文化遺存聯結了

 

 



起來。 

【盤門三景】是雄踞蘇州西南的“盤門”水陸城門、橫跨運河的“吳門橋”、臨流照影的“瑞光

寺塔”，由滔滔大運河把三景連結在一起，成為蘇州古城的名勝區。  

【蘇州城牆博物館】位於蘇州相門段城牆南段城牆的中空部位。蘇州古城牆博物館分上下兩層，

面積達 900 多平方米，由蘇州文旅集團負責實施，主要定位於構建蘇州人的精神家園，追求達到

老蘇州的文化歸屬和新蘇州的文化認同的相融合效果。 

註：如遇蘇州城牆博物館週一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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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此情況，行程將以蘇州古城牆做替代，敬請見

諒！ 

【平江府路風情街】從北宋到元朝，蘇州曾被稱做平江府。蘇州平江府路基本保存了八百多年唐

宋的建築格局。波河、城牆、小橋、牌坊、古井、古樹、舊民居 ...進平江府路的指示牌就看出

了這條小巷的歷史深不可測。周圍錯錯落落的房屋外觀看起來青磚黛瓦有些陳舊，但裡面小旅館

的設施卻很現代。窄窄的青石板的街道兩邊都是很有特色的小鋪子。  

  昆山皇冠假日 或 昆山維景國際大酒店 或 太倉福朋喜來登 或 同級 
 

 

  

 酒店早餐 
 

 蘇州風味(RMB.40/人) 
 

 滬上風味(RMB.40/人) 

 

 

 

第 5 天 上海【漫步思南路、宋慶齡故居、城隍廟商圈、外灘夜景】  

 

【上海思南路】原名馬斯南路」，是一條位於上海市盧灣區的幽 

靜道路，北到淮海中路，南到泰康路。這條馬路有個特色，公共 

汽車不走這條路，所以路上的人車也不多，除南北兩端有少許小 

型店鋪外，其餘的就沒有什麼商店及住戶了，真的是鬧中取靜的 

幽靜道路，已經空無一人的 1920 年代建造的花園式洋房，徒留 

道路兩側的法國梧桐迎風輕搖。這裡原本是舊法國租界的街區， 

當時的租界地規定只允許建造西式房屋，裡面還必須有衛生間和 

暖氣等設備，這在當時實數創舉，所以有機會參觀這樣的花市洋房時一定可以看西式的壁爐；另

外當時還規定這裡不准設立甲類營業，所以這裡整條街的建築幾乎都是三樓以上的花園洋房的住

家，也因此這裡聚集了眾多的名人故居，目前這裡也是上海 11 個歷史風貌保護區之一。慢慢地

走在這「思南路」上，體驗整排法國梧桐迎風輕搖的婆娑身影，欣賞 20~30 年代上海名人雅士的

故居，想像當時的繁華景象。 

【宋慶齡故居】上海宋慶齡故居是宋慶齡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她從事國務活動的重

要場所，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瞬間和大量文物。宋慶齡於 1948 年底遷至此居住。1981 年 5 月

29 日宋慶齡在北京逝世。1981 年 10 月，故居被列為上海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居內的陳設保

持宋慶齡生前原樣。故居總面積 4300 多平方米，樓前有寬廣的草坪，樓後是花木茂盛的花園，

周圍有常青的香樟樹掩映，環境優美清淨。 

【城隍廟商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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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可說是古代建築的博物館，上海建城 700 餘年，明、清、民國的住宅建築星羅棋佈，“購

物天堂”又是城隍廟的一大特色，商品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主，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商品有小、

土、特、多等特點，花色達萬種以上，很多商品都有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年歷史。 

 



【田子坊】是由上海特有的石庫門建築群改建後形成的時尚地標性創意產業聚集區，也是不少藝

術家的創意工作基地，人們往往將她稱為《新天地第二》。實際上，除了同樣時尚外，她與新天

地有著很多不同之處，田子坊展現給人們的更多的是上海親切、溫暖和嘈雜的一面。只要你在這

條如今上海灘最有味道的弄堂裡走一走，就不難體會田子坊與眾不同的個性了。  

【黃浦外灘】有人說“外灘的故事就是上海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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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著上海百年滄桑巨變。東面靠著黃浦江，西側是 52 幢風格

各異的大廈，外灘的精華就在於這些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的外灘建築群。著名的中國銀行、

和平飯店、海關大樓、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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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皇冠假日 或 昆山維景國際大酒店 或 太倉福朋喜來登 或 同級 
 

 

  

 酒店早餐 
 

 上海本幫風味(RMB.40/人 
 

 上海風味(RMB.40/人 

 

 

 

第 6 天 上海【田子坊】 /  高雄小港機場  

 

【田子坊】是由上海特有的石庫門建築群改建後形成的時尚地標 

性創意產業聚集區，也是不少藝術家的創意工作基地，人們往往 

將她稱為《新天地第二》。實際上，除了同樣時尚外，她與新天 

地有著很多不同之處，田子坊展現給人們的更多的是上海親切、 

溫暖和嘈雜的一面。只要你在這條如今上海灘最有味道的弄堂裡 

走一走，就不難體會田子坊與眾不同的個性了。 

到此已結束此次所有行程，即將搭機返回台灣，回到自己溫暖甜 

蜜的家。衷心感謝各位貴賓參加此次的行程，希望藉由此行程能帶給大家一個深刻的感動及美好

的回憶。 

   溫暖的家 
 

 

  

 酒店早餐 
 

 中式合菜(RMB.40/人) 
 

 機上 

 

 

 

✦出團備註 

【以上報價包括】： 

＊來回經濟艙機票。 

＊機場稅、燃油附加費、行政庶務費。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四千萬履約保障險、兩百萬責任險及二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以上報價不包括】： 

＊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天 NT200X6 天=NT1,200 元。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注意事項：燃油稅開徵日期及加收金額，以航空公司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證照費用，以相關

單位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1.購 物 站：無 

2.自費行程：無 

3.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4.此優惠專案限持台灣護照及台胞證之旅客，如持非台灣護照及台胞證者不適用。  

5.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前後更動或更換觀光景點 ;遇季節

性變化或餐食變更之情形，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及餐食內容權利。  

6.若出團人數未達 16 人時，本公司有權利調整出發日期。為確保品質，每團名額有限，故本公

司保有接單及付款方式受理與否之權利。 

7.敬請注意：為響應環保，各酒店撤除酒店內所有一次性日用品。（包括牙膏、牙刷、洗髮水、

沐浴液、拖鞋)。 

8.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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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請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9.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

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10.特別說明：為考慮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旅遊權益，本行程年滿 70 歲以上

及行動不便之貴賓，須有同行家人或友人報名，以上限制下若要出發 ,則請簽具”行程安全須知

同意書”，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11.本商品售價已經均攤 65 歲以上長者及 12 歲以下兒童之優惠票價, 如遇現場景點門票有價差

產生,將不另行退還。 

  

1、 團體旅遊中各團價格、航班及行程內容可能會因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請先依您所需的

出團日期查詢。 

2、 航空公司於票價中需增收燃油附加費，但因各航空公司徵收的費用不同，以致相同機場之機

場稅也會有所差異。 

3、 本站所提供之各項旅遊產品是否需額外加收燃油附加費，請詳閱各項產品之說明。  

4、 請務必詳閱各團的各項說明以確保您的權益。 

 

 

便宜網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高雄成功店 TEL：07-2511213 FAX：07-2511216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227 號 

LINE ID：cheaprv 

LINE ID：0968202890 

 

北高雄至聖店 TEL：07-5562015 FAX：07-5569793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243 號 

LINE ID：cheapf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