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資訊：搭乘長榮班機往返 

去程 2018/03/20 週二 10:05TPE / 12:05PVG(上海浦東) 

回程 2018/03/24 週六 21:20HGH(杭州蕭山) / 23:15TPE 

特別注意：本團費不含機票，一律開個人票，請先繳訂金，先訂機位並開票，機票價格以開票時的航

空公司報價為準，感謝配合！ 

 

團費（不含來回國際機票）：NT＄59,000 

單人房差：NT＄11,000 

訂金：NT＄20,000 

以上團費包含：房費、餐費、景點門票，車費、兩地旅行社責任險及領隊、導遊服務費(台幣1000元) 

全程搭乘出廠三年內三排椅高級遊覽巴士，並提供耳麥導覽機服務。 

★早鳥贈品(2018/1/31前報名並繳付訂金)： 

《旅讀中國》雜誌實體新刊一年份12期（價值台幣2,388元） 

 

立刻報名：http://bit.ly/or180318V 

報名不等同確定參團，以優先繳完機票訂金新臺幣 2 萬元為準，敬請體諒！需滿 15 人方可成團！ 

 
 

主辦單位：旅讀中國雜誌 聯絡人_王藍藍 02-2322-2812 分機 111  或 Line ID= elaine_620 

承辦單位：東假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字 02403 號  品保協會北 1034 號） 

承 辦 人：陳麗華  服務專線：(02) 2501-0881 

 

https://www.orchina.net/
https://www.orchina.net/
http://2h2o.com.tw:81/cetravel/


 

雅緻。泊 

蘇州：南園賓館 Garden Hotel Suzhou 

   蘇州南園賓館坐落于蘇州著名的旅遊文化街十全街上，賓館以傳統蘇州園林建築為特色，傳統

風格與時尚情調在南園無縫連接；設計以「花園+家園」為理念，園林別墅式風格，房間設計以現代、

時尚、古典相結合。賓館健身中心配備齊全的健身設施，乒乓球館、室外網球場，以及 SPA 休閒中

心，是您身心放鬆的上佳選擇。 

 

 

 

杭州：法國羅萊夏朵精品酒店湖邊邨 Relais Chateaux Chaptel Hangzhou 

這裡屬於全套房式小型精品酒店，是全球頂尖精品酒店聯盟——法國羅萊夏朵（RELAIS&CHATEAUX）的

會員。酒店由湖邊邨歷史建築群（石庫門里弄建築）、隱廬西洋花園別墅、蘄王路老洋房三部分組

成，均為上世紀三十年的建築。其中湖邊邨歷史建築群為石窟門里弄建築，是近代建築發展演變的重

http://www.chaptel.com/


要實例。 

 

 

 

在地。食 

【點石齋小宴】老洋房門面簡潔古樸，配上余秋雨先生的字，相得益彰。老式桌椅，陶質杯碟，寫意

的字畫和玉器裝，還有窗外的梧桐和街燈，點點滴滴都透露著濃鬱的滬上風情。吃的是經典的上海

菜，蔥烤鯽魚、花生圓子湯、紅燒肉燜蛋……味道不失體面，想體驗一下書卷氣息，可以來這裡。 

   

 

【石家飯店】善用太湖淡水魚鮮烹調，歷經數代，形成了以十大名菜為主的獨特的菜肴體系，世有石

菜之譽。民國 18 年（1929），李根源為該店更名為石家飯店，並題寫了石家飯店短掛店招和京蘇大



菜、各式西點、隨意小酌，應時名菜 4 塊短掛沖牌以及鲃肺湯館匾額。以後葉恭綽、邵元沖分別為該

店書寫了上、下岸店招。 

  

 

【東山賓館】蘇州東山賓館位於被譽為「天堂中的天堂」的太湖東山風景區，占地面積達 25 萬平方

米，建築面積達 7.8 萬平米。東山賓館既是一座花園式湖濱酒店，也是久負盛名的國賓館。境內風景旖

旎、果樹遍野、綠蔭蔥蘢。東與浩淼太湖相連，南與蒼翠群山相接，並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眾多的

歷史遺跡。東山賓館中餐廳主營蘇幫菜，太湖三白，奧灶面和豬油發糕，廣受好評。 

 

 

【伴園私房菜】深藏在平江路北段小巷子裡的一家私房菜館，隱蔽至極。因為店面不大，最多時候也

只容得下 8 桌客人。每桌的菜品由老闆來配，雖然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但卻實打實能吃到地道的蘇

幫味道，品質一流。大廚是高老闆花重金挖來的，都是蘇州餐飲界從業 25 年以上的大師傅，地道蘇

州人，手上功夫了得，味道更是精妙。手剝蝦仁，松鼠桂魚，醬方東坡肉，生炒甲魚，香煎玫瑰魚等

都是必點的菜 



  

 

【穎園潯味】十二道鋒味的拍攝地，餐廳部座落在穎園旁，環境幽雅，既保留了清代建築風格，又具

有濃郁現代色彩。穎園廳更顯古典氣派，廳中就餐飽覽穎園之全景。菜式多樣、新鮮，價廉物美。菜

肴在保留本地農家特色的基礎上，又體現太湖水鄉風味。值得品嘗的是這裡的十二道鋒味之十二道潯

味，南潯竹林雞，紅燒湖羊肉，南潯臭豆腐等。 

 
 

【好食堂】好食堂這名字不是隨便叫叫的。。。200 多平方米，桌子 12 張，一天要做 100 多桌， 

連上海、北京、廣州的人都聞名跑到這裡來，要嘗嘗「老杭州家常味道」。不過來晚的人，都會在門

口吃到老闆娘的閉門羹，連門都進不去。多晚算晚呢，這麼說吧，晚上 8 點半已經有人剛準備進店就

被拒絕，一行人邁著失望的步轉身還挺悲壯的。好食堂沒有菜譜，跟吃自助餐似的，想吃啥自個兒去

拿。這一排排冒著熱騰騰的氣，讓你根本不知道該拒絕哪一鍋的菜。特色菜：螺螄鯽魚 

東坡肉，醉蟹 



 

 

【江南驛】江南驛就在法喜寺對面，由一棟舊式木質二層小樓改造而成，內部也都是木質桌椅，復古

又有情調。這裡的菜品質很高，口碑也非常好。最受歡迎的是椒麻雞，滑嫩的雞肉上放了辣椒蔥絲

等，非常的可口。孜然菠菜、南乳子排等也很受歡迎。 

  

 

【紫萱.解香樓】紫萱解香樓是一個由七棟復古民居組成的度假村。木屋草頂合著周邊的山景，活脫

一幅現實版的宋代山水畫卷。在紫萱解香樓的菜式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探索的諸多因素。食材的廣

泛性，烹飪手法的多樣化，呈現方式的當代化在這些菜式中都有所體現。菜品不流俗，有創意，菜式

新，味道正，看得到出品人的努力，看得到廚師的認真態度，因此呈現的菜品在給人們帶來味覺享受

的同時，同時也提供了很好的審美愉悅。 

  
 



【奎元館】說到江南麵王，非奎元館莫屬。蝦爆鱔麵因其獨特的口感與味道已成為食客們必點的招牌

菜，鱔魚爽脆滑溜，搭配傳統麵點片兒川，經過大廚的制作別有一番風味，此外，應季推出的蟹黃魚

翅麵、金玉滿堂麵等也是深得食客喜愛的餐品。 

 

 

 

第一天  台北上海－蘇州 

【婁門菜市場】婁門菜場曾是蘇州最髒的菜場 卻一直是蘇州大媽們的樂園。市井美食的地下狂歡,藏著

一個真正的美食廣場。 

婁門菜市場早上 7:00-10:00，晚点 16:00-18:30 

 

【網師園】世界文化遺產、蘇州四大名園之一，是蘇州典型的府宅園林，更是江南中小型古典園林的

代表作品。園始建於南宋淳熙年(西元 1174 年)，抗日戰爭前，國畫大師張大千和張善孖借寓網師園

內，同時居住園中的還有近代金石書畫家葉恭綽等人。 1940 年，書畫文物鑒賞家和收藏家何亞農買下

這座園林，複用「網師園」舊名。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點石齋小宴 RMB200/人 晚餐 石家飯店 RMB250/人 

住宿 蘇州南園賓館或同等級國際五星酒店 

 

第二天  蘇州－東山【東山雕花樓】－蘇州【城市規劃館，伏羲會館】 

【東山雕花樓】東山雕花樓坐落於蘇州洞庭東山鎮，是吳縣香山（今屬蘇州吳中）建築雕刻的代表

作，木刻浮雕出於香山木雕藝人周雲龍之手，為研究中國近、現代民間雕刻藝術傳統、地方流派和技

法難得的實物。 

【蘇州市規劃展示館】蘇州市規劃展示館位於閶胥路東側，東接萬年橋，南瀕胥江，東臨護城河，由

現代館、古代館、沿河輔助用房三部分組成。蘇州市規劃展示館總用地面積 34779 平方米，總建築面

積 19868 平方米（含人防地下室），總展廳面積 6650 平方米（其中現代館展廳面積 5433 平方米，古

代館展廳面積 1217 平方米），綠化率 50.2%。2003 年 1 月開工建設，2004 年 6 月第 28 屆世界遺產大

會在此召開 2005 年 5 月正式對外開放。 

 

【伏羲會館】家品茶聽琴的小閣樓，裡面的各種小細節都充滿了自然古樸的韻味，有沿河座位可以用

來發呆，消磨下午時光。古箏古裝古茶具，令人頓生時光荏苒之感。 

 

http://www.szwsy.c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5%B7%9E/1229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E%E5%BA%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B1%B1%E9%95%87/29817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5%B1%B1/178981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4%B8%AD/120079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95%E5%88%BB
http://www.szzsg.c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5%B7%9E%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8A%E8%83%A5%E8%B7%AF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東山賓館 RMB300/人 晚餐 伴園私房菜 RMB200/人 

住宿 蘇州南園賓館或同等級國際五星酒店 

 

第三天 蘇州－南潯【南潯古鎮，小蓮莊，藏書樓，水上婚禮】－杭州 

【南潯古鎮】南潯古鎮素有「文化之邦」和「詩書之鄉」之稱，出現過許多著名人物，如民國奇人張

靜江，西泠印社發起人之一張石銘，著名詩人、散文家徐遲等。2001 年 06 月南潯張氏舊宅建築群被評

為第五批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5 年，南潯古鎮獲評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 、國家 5A 級旅遊

景區等榮譽稱號 ，成為湖州市首個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穎園潯味 RMB200/人 晚餐 好食堂 RMB150/人 

住宿 杭州湖邊邨精品酒店或同等級五星國際酒店 

 

第四天  杭州【靈隱寺，飛來峰，九里雲松茶園】 

【靈隱寺飛來峰】又名雲林寺，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背靠北高峰，面朝飛來峰，始建於東晉咸和元年

（326 年），開山祖師為西印度僧人慧理。南朝梁武帝賜田並擴建。五代吳越王錢鏐，命請永明延壽大

師重興開拓，並賜名靈隱新寺。宋甯宗嘉定年間，靈隱寺被譽為江南禪宗「五山」之一。清順治年

間，禪宗巨匠具德住持靈隱，籌資重建，僅建殿堂時間就前後曆十八年之久，其規模之宏偉躍居東南

之冠。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康熙南巡時，賜名「雲林禪寺」。 

 

【九里雲松茶園】西湖與龍井茶正是同一種文化的兩個側面，前者體現了文化士大夫文化中審美的要

求，後者是士大夫文化中生活的要求。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傳統龍井茶的產地就是獅峰、龍井、雲

棲、虎跑等地，這些主要產地分佈於西湖山水之間，茶與西湖自古密不可分。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江南驛 RMB200/人 晚餐 紫萱解香樓 RMB600/人 

住宿 杭州湖邊邨精品酒店或同等級五星國際酒店 

 

第五天  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搖櫓船遊西溪濕地，含船上龍井茶一杯】桃園 

【南宋官窯博物館】占地面積約 43000 平方米，建築面積 10000 平方米，由展廳和郊壇下官窯遺址保

護建築兩部分組成，1992 年正式對外開放。隨著杭州歷史文化資源發掘保護工作的不斷深入，於 2002

年進行了擴建和陳列改造。經改造後的「南宋官窯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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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南宋官窯博物館逢每週一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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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此情況將無法安排參觀，敬請見諒！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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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溪濕地】西溪濕地位於杭州市西部，距離西湖不到 5 公里的路程，是中國唯一在都都市中的濕地

公園，水是濕地主要的分佈，除了河港、池塘、沼澤等。整個園區河流縱橫交錯。在此有三個生物保

護池和一處濕地生態觀賞區，這裡也是鳥的棲息之處，遊客可以在此逗留觀看各種鳥類的態，被古人

稱為人間的淨土，世外桃源，連宋高宗、康熙、乾隆等皇帝曾以筆墨表達對此地的讚譽。自古也被文

人雅士所愛，並留下大批的詩詞，每年端午節在深潭口舉行龍舟，歷史悠久，形成一個特殊的文化，

並被稱為「花樣龍舟」，煙水魚莊附近的「西溪人家」，「西溪婚俗館」，「西溪釀酒坊」更讓人瞭

http://www.ssikiln.com/
http://hangzhou.cncn.com/jingdian/xihu/
http://guilin.cncn.com/jingdian/shiwaitaoyuan/


解江南水鄉的民俗文化。因為《非誠勿擾》這部電影，更提高它的知名度。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奎元館 RMB60/人 晚餐 機上享用或機場自理 

住宿 溫馨的家 

 
 
 

 
主辦單位：旅讀中國雜誌 聯絡人_王藍藍 02-2322-2812 分機 111  或 Line ID= elaine_620 

承辦單位：東假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字 02403 號  品保協會北 1034 號） 

承 辦 人：陳麗華  服務專線：(02) 2501-0881 

 

 

 

https://www.orchina.net/
http://2h2o.com.tw:81/cetra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