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8/22.29                                     團費: $20,000 起／每人 

       9/5                                                            $20,500 起／每人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行程特色】  

上海迪士尼樂園：與其他世界各地傳統「迪士尼樂園」的規劃有所不同，且不包含許多其他迪士尼樂園內的知名設施。樂園

會有六個主題區域，分別為：米奇大街、夢幻世界、奇想花園、明日世界、寶藏灣、冒險島。 

註 1：報名請附上正確開票名單及台胞證號、效期。票券為實名制，一經購票，無法轉讓、退款。 

註 2：兒童請於報名同時，告知正確身高及出生年月日，退費金額於團體出發前由團費中扣除，當地不予退費。若入園當天

經樂園工作人員判定身高不符合折扣範圍，則需重新購買一張門票，原定門票也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上海田子坊：放慢腳步，帶您走到目前上海最夯；中外人士最愛的去處。在田子坊的弄堂裡除了創意店鋪和畫廊、攝影展，

最多的就是各種各樣的咖啡館。空氣中滿是慵懶的咖啡香味，大有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意境。而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依然

有很多居民在這裏生活。 

 

世界文化景觀遺產～西湖。 

 



南潯古鎮：一個有近八百年歷史的水鄉古鎮，名列江南六大水鄉古鎮之中。 

 

月河古鎮：因：其水彎曲抱城如月而得名，明清以來月河一帶已形成繁華街市。 

 

【酒店介紹】 

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萬怡酒店(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酒店坐落於上海迪士尼樂園大門西側 900 米處，車程 3 分鐘，驅車前往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僅需 20 分鐘。酒店外觀建築為休

閒度假的風格，結構簡潔、色彩明亮；內部設計為現代禪意的風格，移步易景、怡韻遊心。 

 

上海：浦東綠地鉑驪酒店(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有線/無線，免費) 

浦東綠地鉑驪酒店(浦東國際機場)距離川沙地鐵站（2 號線）僅 300 米。這家豪華的酒店設有一間健身房、2 個餐飲場所、免

費 Wi-Fi 和免費停車場，距離上海迪士尼樂園有 10 分鐘的車程。 

 

上海：外高橋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有線/無線，需付費) 

酒店擁有 451 間寬敞的客房和套房，配備舒適的喜來登甜夢之床，為客人帶來如家般的溫馨與愜意。每間客房都提供配有人

體工學椅的寬大辦公桌、免費高速上網接入、一台 47 英寸液晶純平電視、尖端一流的鏡面電視及高檔衛浴用品。 

 

蘇州：吳江盛虹萬麗酒店(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酒店位於江蘇、浙江及上海的交界處。擁有現代雅致的 296 間客房，配備舒適的工作區域；四間風格迥異的特色餐廳， 24

小時健身中心及室內泳池為您提供國際頂尖健身器材和專業服務。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江南地區各式名產，您可依您實際所需向導遊訂購，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旅遊簡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7268  高雄  杭州  17:00  19:05  

第五天 BR705  上海(浦東)  高雄  20:05  22:2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 1 天  高雄杭州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高雄國際機場，並以電話與我們領隊或機場服務人員報到，由我

們為您準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杭州。 

【杭州】是中國著名的風景旅遊城市，每年吸引兩千多萬中外遊客。杭州以其美麗的西湖山水著稱於世，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古往今來的人們對於這座美麗城市的由衷讚美。曾被讚為《世界上最美麗華

貴之城》。大文豪蘇東坡曾寫道：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 

★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江南地區各式名產，您可依您實際所需向導遊訂購，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早餐) XXX    (午餐) XXX     (晚餐) 中式合菜(RMB.50/人) 

住宿：杭州浦京花園酒店(準 5 星) 或 杭州梅子青酒店(準 5 星) 或 杭州牧晨酒店(準 5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杭州漫步西湖～長橋公園南宋官窯博物館船遊京杭大運河香積寺

明清河坊街 (車程約 1.5HR)嘉興月河古鎮嘉興 
【漫步西湖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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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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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橋公園】位於浙江省杭州西湖的東南角，南山路長橋旁。公園沿湖延伸，佈局精巧，意境深邃，有

杭州“市花公園”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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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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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遊京杭大運河】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最古老的運河，與長城並稱為中國古代的兩項偉大工

程。大運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

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 1794 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

與交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京杭大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聞名

於全世界，是中華民族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  



【香積寺】始建於北宋年間，原名興福寺，北宋大中祥符年間，更名香積寺。元朝末年，香積寺被一場

大火毀了，後來又重建多次，但最終還是被災害毀掉。清朝康熙五十二年，香積寺內建了兩座寶塔。1963

年雙塔列為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8 年東塔被毀，僅存西塔。它曾是大運河湖墅地區著名的寺廟。

當年大運河上船隻往來繁忙，是杭嘉湖一帶佛教信徒從運河到靈隱、天竺朝山進香的必經地，在運河及

杭州佛教界擁有很高地位。 

【明清河坊街】自古是杭州的繁華地段。河坊街新宮橋以東，是南宋時期宋高宗寢宮─德壽宮遺址。南

宋時被封為清河郡王的張俊住宅就在當時稱之為禦街的太平巷，故這一帶被命名為清河坊。全長 460 米

的河坊街是杭州目前保留和開發較完整的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市井民俗風情的歷史老街。 

【月河古鎮】月河是運河的一條支流，因“其水彎曲抱城如月”而得名，明清以來月河一帶已形成繁華

街市。街區內，傳統的民居依水造勢，古街深巷迂回曲折、縱橫交錯；小河、古橋、狹弄、舊民居、廊

棚等還原並展現了濃厚的水鄉古城風情，眾多百年老字型大小透射出舊時嘉興江南府城的繁華。街區內

彙聚了嘉禾水驛、端午民俗文化體驗館、粽子文化博物館、玉穗豐米行等特色景點，引入了皮影戲館、

評彈書場、花鳥市場、古玩市場等休閒場所，是嘉興市區現存規模最大、佈局最完整、最能反映江南水

鄉城市特色的的歷史街區。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杭州本幫風味(RMB.50/人) (晚餐) 金悅港灣風味(RMB.50/人) 

住宿：嘉興陽光大酒店(5 星) 或 嘉興龍之夢酒店(準 5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嘉興南湖(遊船+煙雨樓+湖心島)(車程約 1.5HR)南潯古鎮(遊船)(車程約 1.5HR)盤門三
景金雞湖璀璨夜景蘇州 
【嘉興南湖】與南京玄武湖和杭州西湖並稱《江南三大名湖》，素來以輕煙拂渚，微風欲來的迷人景色

著稱於世。嘉興南湖又為中共一大召開地，是革命聖地。嘉興南湖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因位於嘉興城

南而得名。南湖原名滮湖、馬場湖，又叫東湖，嘉興城西南有西南湖，原稱鴛鴦湖，南湖成為旅遊地後，

人們多把南湖叫做鴛鴦湖。 

【煙雨樓】嘉興南湖湖心島上的主要建築，現已成為島上園林的泛稱。承德避暑山莊亦有仿建，此樓自

南而北，前為門殿 3 間，後有樓兩層，面闊 5 間，進深 2 間，回廊環抱。二層中間懸乾隆禦書《煙雨樓》

匾額。樓東為青楊書屋，西為對山齋，均 3 間。東北為八角軒一座，東南為四角方亭一座。西南壘石為

山，山下洞穴迂回，可沿石蹬盤旋而上，山頂有六角敞亭，名翼亭。此樓是澄湖視高點，憑欄遠瞻，萬

樹園、熱河泉、永佑寺諸處歷歷在目。每當夏秋之季，煙雨彌漫，不啻山水畫卷。  

【湖心島】位於南湖中心，全島面積 17 畝。明嘉靖二十七年嘉興知府趙瀛組織疏浚城河，將淤泥壘土

成島，次年移建煙雨樓於島上。清以後又相繼建建成清暉堂、孤雲簃、小蓬萊、來許亭、鑒亭、寶梅亭、

東和西禦碑亭、訪蹤亭等建築，形成了以煙雨樓為主體的古園林建築群，亭臺樓閣、假山回廊、古樹碑

刻，錯落有致，是典型的江南園林。 

【南潯】曾經最富庶的江南古鎮，是一個有近八百年歷史的水鄉古鎮，名列江《南六大水鄉古鎮》。別

看這只是一個小鎮，它卻是近代史上罕見的一個巨富之鎮，在這個熙熙攘攘的古鎮上，有著號稱《四象》

的江南四大首富，又有類如《紅樓夢》中甯國府、榮國府那樣八家公爵似的，號稱《八牯牛》的大富之

戶，更有充滿了民間嘲諷意味的，號稱《七十二隻金黃狗》的豪門、財主。烏鎮的富有，在今天依然可

以從小鎮留下的近代建築略見一斑，作為水鄉古鎮的南潯，似乎連隨處可見的小橋也與別處不同，充滿

的是大氣與華貴。 

【盤門三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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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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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嘉興風味(RMB.50/人) (晚餐) 水鄉風味(RMB.50/人) 

住宿：蘇州吳江盛虹萬麗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蘇州(車程約 2HR)迪士尼樂園(午晚餐請自理)上海 

上海迪士尼樂園：六個主題區域：米奇大街、夢幻世界、奇想花園、明日世界、寶藏灣、冒險島。  

★米奇大街：上海迪士尼樂園將包含一個類似於美國華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區，迪士尼好萊塢影城主題樂

園入口區域的同名入場園區「米奇大街」，取代傳統的「美國小鎮大街」，區域內將設有多間以迪士尼各

時期歷史為主題的商店和餐廳。  

★夢幻世界：樂園的城堡名為奇幻童話城堡，是所有迪士尼樂園城堡中最具互動性的一座。上海迪士尼

的夢幻樂園區域將被分為兩個部分，城堡的後方是傳統的夢幻世界，而城堡前方則是全新區域～奇想花

園。夢幻樂園區域內有小飛俠天空之旅，以及在華特迪士尼世界魔法王國內也設有的七個小矮人採礦列

車。區域內有一座全新遊樂設施～晶彩奇航，其中遊客可乘坐船舶遊覽城堡此外，區域內也有以無軌電

磁箱車呈現的全新升級版的《小熊維尼歷險之旅》，室內景點和以《魔境夢遊》為主題的迷宮。  

★奇想花園：坐落於樂園中央的奇幻童話城堡前方，由多座小型花園組成，將佔地 11 英畝。其中包含

一座以十二生肖為主題的十二朋友園，把十二生肖與迪士尼明星齊聚一堂，並以迪士尼角色為主角的馬

賽克瓷磚拼貼。此外，一座以《幻想曲》為主題的旋轉木馬景點，和小飛象也出現在此區域。  

★明日世界：以《創：光速戰記》為主題的全新半室內騎行雲霄飛車，名為創極速光輪。此外，迪士尼

熱門的巴斯光年室內景點以新版在上海迪士尼樂園中出現，稱為「巴斯光年星際營救」，該景點設施內

將使用與其他迪士尼樂園不同的全新科技。香港與巴黎迪士尼的互動景點～幸會史迪奇，也在上海迪士

尼樂園中出現。  

★寶藏灣：上海迪士尼樂園獨有的全新主題區域，上海迪士尼樂園擁有其 5 年獨有權，以《神鬼奇航》

系列電影為主題。全新獨創版本的神鬼奇航遊樂景點，名為《神鬼奇航：沈沒寶藏之戰》，將會使用在

其他樂園中未曾見過的全新科技和特殊效果。區內也將有一齣以傑克史派羅船長為主角的特技表演。  

★探險島：以外型看似鱷魚及古龍的巨獸為主題，命名其《雷鳴山飄流》，以及《翱翔飛越地平線》。此

外，區域內也有一座古蹟探索營的步行遊樂設施。 

【迪士尼兒童及敬老優惠辦法】 

★嬰兒(未滿 2 歲)：免票範圍不退費 

★年滿 2 歲，身高未滿 100 公分：每人退費台幣 1600 元(免票範圍，入園不提供票券)。 

★年滿 2 歲，身高 100~140 公分：每人退費台幣 600 元 (入園當日領取兒童票) 

★年齡 65 歲以上：每人退費台幣 600 元(入園當日領取敬老票) 



請於報名同時，告知正確身高及出生年月日，退費金額於團體出發前由團費中扣除，當地不予退費。若

入園當天經樂園工作人員判定身高不符合折扣範圍，則需重新購買一張門票，原定門票也無法退費，敬

請見諒！ 

【不參加迪士尼樂園退費辦法】 

*大人及兒童佔床：每人退費台幣 2,200 元 

*兒童不佔床：每人退費台幣 1,600 元 

*未滿 2 歲嬰兒：免門票範圍，不退費 。 

請於報名同時告知不前往，退費金額於團體出發前由團費中扣除，當地不予退費，敬請見諒！  

★迪士尼樂園各項設施及表演節目、遊行或活動等，依天候、季節性及日期會有暫停、休止、保養等情

形，詳細依迪士尼樂園官網公告為主。 

★因團體票券須經事前預約，如未於報名同時提出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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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見諒。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萬怡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或 外高橋喜來登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或 上海浦東綠地鉑驪酒店(5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上海上海影視樂園(叮叮車) 城隍廟商圈田子坊中華藝術宮(世博

中國館) 機場高雄 

【上海影視樂園】由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投資建設的上海影視樂園，集影視拍攝、旅遊觀光、文化傳

播為一體，由：三十年代南京路、南京西路、上海石庫門里弄、上海老城廂、歐式建築群、蘇州河港區、

馬勒別墅、教堂、和平廣場、浙江路鋼橋、湖山區等景點及大型組合攝影棚、服裝倉庫、道具倉庫、置

景工廠所組成；還辟有環形有軌電車、上影服道選粹展館、拍攝觀摩等娛樂項目。 

【城隍廟商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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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色多達

萬種以上，很多商品都有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年歷史。 

【田子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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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田子坊，迂回穿行在迷宮般的弄堂裏，一家家特色小店和藝術作坊就這樣在不經意間跳入你的視線。

從茶館、露天餐廳、露天咖啡座、畫廊、家居擺設到手工藝品，以及眾多滬上知名的創意工作室，可謂

應有盡有。在這裡無論是招牌還是商品，每家店鋪都極力展現只屬於自己的風格，目的就是為了突出唯

一特性。在這裡，你可以緩下腳步、放慢節奏，靜靜地聆聽店主跟你敘述每一件得意之作的淵源與故事。 

【中華藝術宮】中國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是 2010 年上海世博會上代表中國的主題展館，

位於世博園區的核心區。中國館共分為國家館和地區館兩部分。其中，國家館建築面積為 27000 平方

米，地區館為 45000 平方米。展館於 2007 年 12 月 18 日正式開工，並於 2010 年 2 月正式竣工。2010

年上海世博會結束後被改為中華藝術宮。  

專車前往機場，揮別為期五日的江南之旅，搭機返台。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巴國布衣風味(RMB.60/人) (晚餐) 機上餐食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三)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

規格相同。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敬請注意！)  

(四)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五)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費給予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房間小費以及行李小費敬

請自付，約人民幣 5～10 元，另外行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

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6.07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