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愛江南水鄉八日遊 
古典戲曲小說裡，蘇杭煙花盛地自古馳名，文人冶遊流離此地，狎美而流連忘返者，不知凡幾。昔日

江南水鄉夢遠，逐波尋夢，體會「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此是旅者一生必訪的極致夢幻，紅男綠女

賦辭歌詠，秦淮河畔煙脂醉人。動靜之間，仰息古城，甜而穩妥，忘卻塵憂。江南水鄉夢不遠，攬風

光醉臥一生。 

 

【建議航班時間】 

依實際航班為準※航班採甲地進乙地出規畫、行程不走回頭路 

 天數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地 抵達地 

去程 第 01 天 長榮航空 BR 758 桃園機場 18:15 杭州機場 20:05 

回程 第 08 天 立榮航空 B7 125 南京機場 20:50 桃園機場 23:10 

 

【行程特色】 

◎ 安排江浙最地道的「本幫菜」、「紅樓宴」、中國五大宴席之一的「文會宴」、「全鴨宴」。 

◎ 特地安排電瓶車沿途欣賞【西湖】風光，更讓您走入西湖十景之中。 

◎ 杭州安排馳名的【宋城大型歌舞秀】，尤其是白蛇傳那淒美的愛情故事，是令人動容。 

◎ 【西溪溼地】是中國唯一集城市、農耕和文化濕地於一體的濕地，也是首座國家濕地公園。 

◎ 【烏鎮】是江南六大古鎮之一，獨具水鄉風情和動感時尚結合的迷人魅力。 

◎ 中國四大名園-蘇州【拙政園】，是一座大觀園式的古典豪華園林，被盛譽為「天下園林之母」。 

◎ 古詩【楓橋夜泊】中的【寒山寺】，您可在此體會古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情景。 

◎ 無錫安排遊覽太湖佳絕處─【黿頭渚公園】，因有巨石突入海中，形如浮黿翹首而得其名。 

◎ 特別安排乘七桅古帆船遊中國第三大淡水湖【太湖】，感受太湖之靈氣與江南的水鄉雅致。 

◎ 揚州前往遠近馳名【瘦西湖】公園，坐船遊覽瘦西湖，欣賞沿途美景。 

◎ 【夫子廟】是一座位於秦淮河北岸貢院街的孔廟，以夫子廟為中心，廟市街景合一的秦淮風光。 

◎ 南京安排遊覽【中山陵】、【明孝陵】、【江寧織造博物館】、【大報恩寺】。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安排，讓您盡情旅遊！ 



 

 

【每日行程安排】 

DAY 1 台北(桃園機場)／ 杭州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直飛浙江省省會─杭州市，杭州因其多樣的地形、四季分明的

氣候，再加上豐富的歷史文物古蹟，獨特優渥的自然生態景觀，讓杭州成為古今中外知名的旅遊勝地。

抵達後將安排此地餐廳品嚐道地的杭州菜，隨後入住飯店休息。 

住宿: 准五星級 5*廣銀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飛機簡餐 

 

    

DAY 2 杭州靈隱寺－虎跑寺－西湖－岳王廟－宋城大型歌舞秀 

＊西湖安排觀光車參觀西湖十景-白堤、斷橋殘雪、曲院風荷、蘇堤春曉、花港觀魚 

【靈隱寺】靈隱寺建於東晉，至今已有一千六百餘年的歷史，為杭州最早的名刹。當時印度僧人慧理

來到杭州，看到這裡山峰奇秀，認為是“仙靈所隱”，所以就在這裡建寺，取名“靈隱”。寺前有冷

泉、飛來峰諸勝。 

【虎跑寺】虎跑定慧寺，原稱大慈定慧禪寺，俗稱虎跑寺，位於杭州西南大慈山。它是弘一法師出家

的寺廟，也是濟公活佛圓寂的地方。 

【西湖】西湖，是中國大陸首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和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一。它是中國大陸主要的

觀賞性淡水湖泊之一，也是現今《世界遺產名錄》中少數幾個和中國唯一一個湖泊類文化遺產。 

【蘇堤春曉】位於西湖的西部水域，著名文人蘇軾用疏浚西湖時挖出的湖泥堆築了一條南北走向的長



 

 

堤。春季拂曉是欣賞“蘇堤春曉”的最佳時間，此時薄霧濛濛，垂柳初綠、桃花盛開，盡顯西湖旖旎

的柔美氣質。 

【曲院風荷】位於西湖北岸的蘇堤北端，以夏日觀荷為主題，在視覺上呈現出“接天連葉無窮碧，映

日荷花別樣紅”的特色。因該處多荷花，當夏日荷花盛開、香風徐來，荷香與酒香四處飄溢，有“暖

風熏得遊人醉”的意境。 

【斷橋殘雪】尤以冬天觀賞西湖雪景為勝。當西湖雪後初晴時，日出映照，斷橋向陽的半邊橋面上積

雪融化、露出褐色的橋面一痕，仿佛長長的白鏈到此中斷了， 呈“雪殘橋斷”之景。 

【花港觀魚】以賞花、觀魚為景觀主題，體驗自然的勃勃生機。春日裡，落英繽紛，呈現出“花著魚

身魚嘬花”的勝景。“花港觀魚”位於南宋時官員盧允升的別墅內，因所在位置水域名花港，別墅內

鑿池養魚，故名“花港觀魚”。 

【宋城大型的歌舞秀】以杭州的歷史典故、神話傳說為基點，融合世界歌舞、雜技藝術於一體，運用

了現代高科技手段營造如夢似幻的意境，以出其不意的呈現方式演藝了良渚古人的艱辛，宋皇宮的輝

煌，岳家軍的慘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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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以

強烈的視覺震撼。 

住宿: 准五星級 5*廣銀大酒店  或同級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印湖軒 100         晚餐: 張生記老鴨煲 100 

  



 

 

DAY 3 杭州—烏鎮 (西溪濕地(含遊船+電瓶車)、烏鎮【西柵景區】+小舟夜遊西市河 ) 

【西溪濕地】這個隱匿於城市濕地、農耕濕地、文化濕地於一體的國家濕地公園，遙望美麗的自然風

光，靜享悠遠的東方文化。這豐饒的濕地孕育著數不盡的動植物。順延崎嶇的灣流和巧妙的水渠，亭

台古院緩緩探出蘆葦叢。鳥語花香，柿李相簇，一年四季各有妙處。 

【烏鎮】；江南這一帶的水鄉景區非常多，但若要在其中選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則非烏鎮莫屬。烏鎮

雖是江南六大古鎮之一，沿著西市河觀賞迷人的夜景；行船如同在燈河中漂浮，水上水中燈光交互輝

映，船槳輕搖，如劃破了一池碎銀，令人心迷神醉。 

【烏鎮西柵景區】用“和諧”來形容西柵是最確切的。西柵由 12 座小島組成，70 多座小橋將這些小

島串連在一起，河流密度和石橋數量均為全國古鎮之最。 

住宿: 昭明書舍或同級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西溪留莊 80             晚餐: 酒店內 100 

 

DAY 4 烏鎮—甪直古鎮(保聖寺、萬盛米行、古街巷、歷史文物館、三步二橋…)—蘇州 

【甪直古鎮】甪直古鎮（拼音：Lù Zhí），古稱「甫裡」。甪直古鎮的民居保留明清風格，甪直古鎮有

深厚的文化底蘊，唐代詩人陸龜蒙，明代詩人高啟都曾居住在甪直，並留下詩作;清代改良派思想家、

政論家和中國最早的辦報人王韜出生在此；著名教育家、作家葉聖陶在甪直開始他的文學創作，他以

甪直為第二故鄉。鎮內的保聖寺是一座千年歷史的禪寺，其中保存唐代塑聖楊惠之所塑的古羅漢像，

是國寶級文物，還有被梁思成評為「尤為精美」的宋代石柱礎多件。甪直還有宋明代古橋數十座，有

古橋博物館之稱。此外，甪直還同其他兩個江南水鄉古鎮周莊、同里一齊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

世界遺產名單。 

住宿: 准 5*蘇州高新華美達酒店   或同級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水鄉風味 60         晚餐: 松鶴樓評彈宴 120 



 

 

   

 DAY 5  蘇州  ( 蘇州博物館、虎丘、寒山寺、留園、盤門、平江路街區 ) 

【蘇州博物館】蘇州博物館成立於 1960 年，館址太平天國忠王府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

國內保存完整的一組太平天國歷史建築物。1999 年蘇州市委、市政府邀請世界華人建築師貝聿銘設

計蘇州博物館新館。2006 年，蘇州博物館新館建成並正式對外開放。新館占地面積約 10700 平方米，

建築面積 19000 餘平方米，加上修葺的太平天國忠王府，總建築面積達 26500 平方米，是一座集現代

化館舍建築、古建築與創新山水園林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 

【虎丘】虎丘是中國江蘇蘇州的山丘，山丘上及附近有多處古跡，其中最古的距今已有 2500 多年歷

史。虎丘在古代就是著名的景點，有「吳中第一名勝」之譽。宋代蘇東坡曾有「到蘇州不遊虎丘乃憾

事也」的讚譽。虎丘古跡中最著名的是雲岩寺塔和劍池。雲岩寺塔建於後周，距今已有 1000 多年歷

史，稱爲「中國第一斜塔」。劍池則可能存有吳王闔閭墓葬，也是傳說中王羲之「神鵝易字」的地方。 

【寒山寺】位於蘇州市姑蘇區，始建于南朝蕭梁代天監年間（西元 502～519 年），初名“妙利普明塔

院”。寒山寺屬於禪宗中的臨濟宗。唐代貞觀年間，當時的名僧寒山、希遷兩位高僧創建寒山寺。1000

多年內寒山寺先後遭到多次火毀，最後一次重建是清代光緒年間。歷史上寒山寺曾是中國十大名寺之

一，寺內古跡甚多，有張繼詩的石刻碑文，寒山、拾得的石刻像，文徵明、唐寅所書碑文殘片等。 

【留園】留園位於蘇州古城西北的閶門外，始建於明萬曆二十一年，為當時已罷官的太僕寺少卿徐泰



 

 

時邀請疊石名人周時臣設計建造的私家園林，名東園。清嘉慶三年，劉恕在原已破落的東園舊址基礎

上改建，以「竹色清寒，波光澄碧」命名為寒碧莊，同時因園主姓劉，所以也叫做劉園。同治十二年，

湖北布政使盛康購得此園，花了三年時間進行大規模改修、增建，終於在光緒二年落成，並以「劉園」

的同音易名為「留園」。今與北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和蘇州拙政園並列為中國四大古典園林。 

【盤門】古稱蟠門，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姑蘇區東大街 49 號。周敬王六年吳王闔閭命伍子胥所築春秋

吳國都城，盤門為吳都八門之一。因門上曾懸有木制蟠龍，以示鎮懾越國，又因其“水陸相半，沿洄

屈曲”，得名。盤門總體佈局和建築結構基本保持元末明初舊觀，水陸兩門南北交錯並列，總平面呈

曲尺形，朝向東偏南 10 度。 盤門是元明清三代陸續修建的遺構，是中國唯一保留完整的水陸並列古

城門。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物價值，有“北看長城之雄，南看盤門之秀”的說法。 

住宿: 准 5*蘇州高新華美達酒店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紅樓宴 80           晚餐:文會宴 150 

  

DAY 6 蘇州─無錫─揚州  ( 拙政園、黿頭渚公園、太湖(乘七桅古帆船) 

【拙政園】早餐後前往名列中國四大名園的參觀，拙政園是一座大觀園式的古典豪華園林，以其佈局

的山島、竹塢、松崗、曲水之趣，被盛譽為「天下園林之母」。拙政園的佈局特點是以水為主，水面

廣闊，景色平淡天真、疏朗自然。它以池水為中心，樓閣軒榭建在池的周圍，其間有漏窗、回廊相連，

園內的山石、古木、綠竹、花卉，構成了一幅幽遠寧靜的畫面，代表了明代園林的建築風格。 



 

 

【黿頭渚公園】黿頭渚公園有山長水闊、帆影點點的自然山水畫卷；有小橋流水，綠樹人家的山鄉田

園風光；有典雅精緻、古樸純淨的江南園林景致；歷代名人雅士游蹤、石刻、書畫、傳說等諸多內涵

深厚的文化積澱，構成了此地以天然山水為主、人工點綴為輔的生動雋美、多彩多姿的綜合性、多功

能風景旅遊勝地。今日的黿頭渚、魅力非凡，令人神往！ 

特別安排乘七桅古帆船遊【太湖】，太湖是中國第三大淡水湖，而風光最美的一處就在無錫，我們將

於古船上欣賞浩瀚太湖風光，感受太湖之靈氣與江南的水鄉雅致。 

住宿: 准五星長青大酒店  或同級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乾隆宴 80           晚餐: 冶春茶社(百年老店)120 

 DAY 7 揚州─南京  ( 瘦西湖(船遊)、十里秦淮河風光、夫子廟 ) 

【瘦西湖公園】，坐船遊覽瘦西湖，五亭塔、白塔、二十四橋……等景。「瘦西湖」以〈瘦〉聞名，湖

面時而寬敞時而狹窄，兩岸垂柳掩映湖中，林木扶疏，園林建築多古樸且多姿，引人入勝，較之杭州

西湖另有一種清瘦的神韻。「瘦西湖」也是中國湖上園林的代表，歷史上著名文人李白、劉禹錫、白

居易、杜牧、歐陽修、蘇軾等文人都曾在這裡留下眾多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篇章，為瘦西湖憑添了

耀眼的濃墨色彩，瘦西湖正因其悠久、豐富的人文景觀、秀麗典雅的自然風韻，成為揚州最著名的遊

覽勝地。 

【十里秦淮河風光、夫子廟】。夫子廟，是一座位於南京秦淮河北岸貢院街的孔廟，「夫子」是孔子弟

子對孔子的尊稱。以夫子廟為中心，廟市街景合一的秦淮風光景區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觀光商區；

而夜晚時的秦淮河畔燈火通明更是分外動人，悠悠訴說著無數才子配佳人的故事。 

住宿:南京國信狀元樓酒店  或同級 

餐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食為天 80      晚餐: 南京全鴨宴 150 

 

 

 



 

 

 

DAY8 南京／台北  (中山陵、 明孝陵、南京江寧織造博物館、大報恩寺) 

【中山陵】中山陵位於南京市紫金山南麓鐘山景區內，是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陵

寢，及其附屬紀念建築群。中山陵前臨平川，背擁青嶂，東毗靈谷寺，西鄰明孝陵，整個建築群依山

勢而建，由南往北沿中軸線逐漸升高，主要建築排列在一條中軸線上，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築的風格，

融匯中國古代與西方建築之精華，莊嚴簡樸，別創新格。中山陵各建築在型體組合、色彩運用、材料

表現和細部處理上均取得極好的效果，色調和諧統一更增強了莊嚴的氣氛，既有深刻的含意，又有宏

偉的氣勢，且均為建築名家之傑作，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被譽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第一陵”。 

【明孝陵】--明孝陵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與馬皇后的陵墓，座落在南京市紫金山南麓獨龍阜珠峰下，

是南京地區建築規模最大的帝王陵寢，代表了明初建築和石刻藝術的最高成就。 

【南京江寧織造博物館】江寧織造署是清代專門提供御用和官用絲織品的官方機構，也是曹雪芹寫作

《紅樓夢》的藍本，由江寧織造署改建的江寧行宮在太平天國時被燒毀。1984 年，在原南京市大行

宮小學地下發現了太湖石和一些絲織染料，當時認為此處為江寧織造府西花園遺址，隨即在紅學界引

發了重建江寧織造府的熱烈討論。 

【大報恩寺】大報恩寺是明太宗為紀念其母親孝慈高皇后馬氏而興建。大報恩寺施工極其考究，完全

按照皇宮的標準來營建。歷時 19 年，耗銀 250 萬兩，徵調工役 10 多萬人。 位於大殿後的大報恩寺

琉璃塔建造於永樂十年（1412 年），宣德三年（1428 年）竣工，九層八面，高達 78.2 米，甚至數十

里外長江上也可望見。塔身白瓷貼面，拱門琉璃門券。門框飾有獅子、白象、飛羊等佛教題材的五色

琉璃磚。剎頂鑲嵌金銀珠寶。該塔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明清時代，一些歐州商人、遊客和傳教士來

到南京，稱之為「南京瓷塔」，將它與羅馬鬥獸場、亞歷山大地下陵墓、比薩斜塔相媲美，稱之為中

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也是南京的象徵。 

住宿: 溫暖的家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淮揚料理 80             晚餐: X 

 



 

 

【出發日期/費用】  

2020 年 03 月 25 日~ 04 月 01 日，共八天七夜。 

每人費用 38,800  元 

兩人一室,如有個人房需求或落單者須補單房差 NT8,000 元  

 

以上費用包括： 

◆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二十萬意外醫療給付。 

◆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以上費用不包括： 

◆護照 、新辦卡式電子臺胞證（費用請洽服務人員）。 

◆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50 元小孩亦同，請交於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 

  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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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規定，託運行李以各航工公司規定為主，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貼心說明：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業務聯絡:蘇文妍 

10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6 號 5 樓  電話：+886-2-2567-2616 傳真:+886-2-2563-1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