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體資訊  
行 程 煙花三月下揚州-城市霞客中國行 胸牌 藍色 

機場集合時間 2018 年 04 月 14 日 06 時 30 分(飛機起飛前 2 小時) 

機場集合地點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站 中華航空團體櫃台集合 

領 隊 邱天元 先生 連 絡 手 機 0932-882-089 

送 機 人 員 張茗鈞 小姐 連 絡 手 機 0981-728-491 
 

班機時間  

去程 2018/04/14 (六) 桃園╱南京 華信航空 AE-987 
08:30－10:20 

回程 2018/04/19 (四) 無錫╱桃園 中華航空 CI-510 
19:40－21:45 

 
     

住宿飯店資料  

2018/04/14
（六） 

南京-香格里拉酒店 
或同級 5 星 電話 86-25-8630-8888 

2018/04/15
（日） 

揚州-香格里拉酒店 
或同級 5 星 電話 86-514-8512-8888 

2018/04/16
（一） 

揚州-香格里拉酒店 
或同級五星 電話 86-514-8512-8888 

2018/04/17
（二） 

鎮江-萬達喜來登酒店 
或同級五星 電話 86- 511-8999-9999 

2018/04/18
（三） 

無錫-新湖鉑爾曼酒店 
或同級五星 電話 86- 510-8530-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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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介紹 ★ 

 

【城市霞客】其人  
成大電機系畢業的邱天元，在25年職涯中任職於日商電子產業，

在伴隨著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背後，也承受了無比嚴峻的競爭壓

力，偶然間知道了明朝末年有一位旅行家徐霞客，花了三十年，

走遍中國，這樣瀟灑自在的旅遊觀，讓邱天元產生了莫名其妙的

神往。 
於是從1992年起開始旅追隨徐霞客的足跡，旅遊中國各地，展開

用雙腳來學習中華文化的旅途，20年間，已拜訪中國250座城市，

並自號『城市霞客』。 
從電子業退休後，他先是任教於政大商學院 EMBA 班、學學文

創，接著擔任政大『企業家班』與『全球科技事業經營管理班』

文化創意課程的講師，更將中華文化的精華編成《經理人之文化

通識》，而真正讓邱天元快樂的是，他成為一個自由快樂的文化說

書人。 

 
 
 
 
 
 
 
 
 
 
 
 
 
 
 
 
 
 
 
 

《煙花三月下揚州》文化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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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六天五夜行程，霞客設計 
在地理上，主要以在華東地區、江蘇省移動， 
但在歷史文化上，足踏一代文豪蘇東坡一生中重要活動

地， 
伴隨蘇東坡，與同期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人物故事， 
於氣候最宜人的春天，欣賞江南秀美風光。 

此次旅遊課程內容： 
人物及場景： 
(01)蘇東坡恩師—歐陽修【醉翁亭】【平山堂】【谷林堂】 
(02)蘇東坡政敵—王安石【王安石故居】【瓜州古渡】 
(03)蘇東坡學生—米芾【多景樓】 
(04)蘇東坡豪放詞風接班人—辛棄疾【北固樓】 
(05)蘇東坡僧友—佛印和尚【金山寺】 
(06)蘇東坡告密人—沈括【夢溪園】 
(07)蘇東坡往生地—【藤花舊館】 
(08)蘇東坡敵對政黨—洛蜀黨爭餘脈【東林書院】 
(09)蘇東坡品茗處—【金山寺】【天下第三泉】 
(10)蘇東坡品茗處—【錫惠公園】【天下第二泉】 
其餘為春秋吳國、三國、東晉、南朝、唐宋明清時代相關 
的歷史人文景點。 
(01)唐伯虎—【江南貢院】 
(02)明成祖—【大報恩寺】 
(03)明太祖—【陽山碑材】 
(04)三國孫權—【甘露寺】 
(05)鑑真東渡—【大明寺】 
(06)春秋吳國—【無錫梅里泰伯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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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旅遊 
煙花三月下揚州 

 出發日期：2018/04/14  

★ 第 1 天桃園機場/南京祿口國際機場－【醉翁亭】－【江南貢院】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中國 南京祿口國際機場。 
【南京】 

位於長江下游，簡稱「寧」，別稱金陵，江蘇省省會，古名「建業」、「建康」、「秣陵」、「金陵」， 
中國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會」之稱。 
01【醉翁亭】 

位於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為《琅琊榜》故事發源地)中，四大名亭之首，稱「天下第一亭」， 

1046 年，文壇泰斗歐陽修被貶至此，自號「醉翁」，亭由此名， 

寫《醉翁亭記》，有千古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 

02【江南貢院】選項 

位於南京城南秦淮河畔，古代最大科舉考場，唐伯虎、鄭板橋、吳敬梓、施耐庵、翁同龢、李鴻章，皆出

於此。在江中舉後考中狀元者，占全國狀元總數 51.78%。 

住宿：南京市香格里拉酒店 或同級 5 星 

早餐 X：溫暖的家 中餐 O：簡餐盒 晚餐 O：秦淮風味餐 
 

★ 第 2 天 【王安石故居】－【大報恩寺】－【陽山碑材】 
03【王安石故居】選項 

王安石三任江寧府知判，二次罷相後，居江寧晉謝公墩之謝安故宅，因距東門 7 里，距鐘山 7 里，恰為半

途，故名半山園，晚號半山老人。 

04【大報恩寺】 

位於南京秦淮區中華門外秦淮河畔長干里，傳說，明成祖朱棣為紀念其慘死的生母碽妃， 

1412~1431 年期間，按皇宮標準，歷 19 年建成，琉璃塔，九層八面，高達 78.2 公尺，數十里外長江上也

可望見。建成日起，點長明塔燈 140 盞，金碧輝煌，晝夜通明。 

05【陽山碑材】 
位於南京市江寧區，由 3 座從山體上開鑿出的石材組成，原為明孝陵碑材，動用上萬人力開鑿，最終因

石材巨大而無法搬運，棄置於原地，被吉尼斯認定為「世界最大碑材」。 
 

住宿：揚州－香格里拉酒店 或同級 5 星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淮陽風味 晚餐 O：揚州風味餐 
 

 
★ 第 3 天 【瘦西湖】【釣魚台】【白塔】【五亭橋】【二十四橋】【大明寺】【平
山堂】【谷林堂】【棲靈塔】【鑑真紀念館】【天寧寺】【个園】【東關老街】 
06-01【瘦西湖】 
其實是揚州城外的河道，長 4.3 公里，原是唐羅城、宋大城的護城河遺蹟，明清時，富甲天下的鹽商在兩

岸，重金聘造園家，構築園林，極盛時有 24 景，譽為「兩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樓台直到山」， 

康熙和乾隆六次南巡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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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釣魚台】 

三面臨水，立此，五亭橋、鳧莊、小金山、白塔盡收眼底，風景絕美，原是演奏絲竹樂器的地方，當年乾

隆至此釣魚。 
06-03【白塔】 

乾隆遊瘦西湖，見景色幽美，感嘆少了一座白塔，不然就跟北海的瓊島很像。 

揚州富商，連夜用白色鹽包，堆砌與北海白塔一樣的白塔，討乾隆皇帝的歡心。 

06-04【五亭橋】 

乾隆 22 年(1757 年)兩淮鹽運使高恆為迎接乾隆南巡， 

開拓瘦西湖，並在湖面狹窄處建五亭橋，以便南北通行，仿北京北海的五龍亭和十七孔橋而建，將橋亭合

一，又將五亭，亭亭之間，以短廊相接，聚於一橋。 

06-05【二十四橋】 

杜牧詩：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一說唐時揚州城內有橋二十四座，皆為名勝。 
一說揚州西郊的吳家磚橋「古有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故名。」 
07-01【大明寺】 

因初建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間(457~464 年)而得名「大明寺」， 

依山面水，歷史悠久，環境優美，高僧輩出，君王聖賢，騷人墨客，風雅名士、曾雲集於此，觀光遊覽者

留連忘返，1500 餘年來，寺名多有變化，清代，因諱大明二字，一度稱棲靈寺。 

07-02【平山堂】 

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 年)，時任揚州知府的歐陽修，始築。 

這裡清幽古樸，坐此堂上，江南諸山，歷歷在目，似與堂平，而得名。 

07-03【谷林堂】 

元祐七年(1092 年)，蘇東坡 56 歲，由潁州徙知揚州，為紀念老師歐陽修，在平山堂後建堂，並從自己「深

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的詩句中，集取兩字，題名「谷林堂」。 

07-04【棲靈塔】 

隋仁壽元年(601 年)，文帝楊堅 60 壽辰，詔令在全國 30 個州內，立三十座塔，以供奉舍利，其中一座建

立在大明寺內，稱「棲靈塔」。唐會昌三年(843 年)，遭大火焚毀，1995 年新塔落成。 

07-05【鑑真紀念館】 

唐天寶二載(743 年)，大明寺律學高僧鑒真大師應日本僧人榮睿、普照邀請，為弘佛法，歷十年，先後五

次失敗，在唐天寶 12 載(753 年)東渡日本。梁思成設計建造，1973 年落成。1980 年，鄧小平斡旋，唐招提

寺奉鑒真漆像「回鄉探親」，大明寺得以重修。 

08【竹西寺公園】(經過) 

本為隋煬帝行宮，後為唐代名寺禪智寺，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蘇東坡於元豐八年(1085)5 月 1 日，回常州宜興，途經揚州時作《留題竹西寺三首》，1989 年於揚州古運河

畔，竹西寺遺址上興建。 

09-01【天寧寺】選項 

原東晉太傅謝安私宅，後捨宅為寺，名謝司空寺，北宋政和年間，御賜天寧禪寺，歷代修建，乾隆 22 年，

南巡駐蹕，建文匯閣等，珍藏《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為揚州八大名剎之首， 

還接納過一批窮困潦倒的書畫家--「揚州八怪」。 

09-02【寺前御碼頭】 

與瘦西湖相通，兩岸柳樹伸向河面，風景如畫。康熙五次南巡，駐蹕揚州天寧寺行宮，這裡是他上下龍舟

的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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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園】 

位於東關街，嘉慶年間(1818 年)，鹽商黃至筠，在明代壽芝園舊址重建，幾經轉手，逐步完善，源「月映

竹成千个字」意象，四季假山最盛名，以石壘成四季之景，徜徉間，遍歷春夏秋冬，是十大名園之一。 
11【東關老街】 

揚州在唐朝為東南第一商埠，靠近古運河邊的東關街自是繁華，現經整修，成為仿古商業街，保留謝馥

春、長樂故居、個園、逸圃、壺園等老字號大小商鋪、名人故居、鹽商大宅和寺廟園林。 
 

住宿：揚州－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五星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揚州風味 晚餐 O：揚州風味 
 

 
★ 第 4 天 【瓜州古渡】(經過)－【甘露寺】－【多景樓】－【北固樓】－【金山寺】【天下第五泉】

－【夢溪園】－【西津古渡】【鎮江市博物館(經過)】 
【瓜州古渡】(經過) 

位於揚州瓜州鎮，距揚州市區 15 公里，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王安石《泊船瓜州》「京口瓜州一水

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所指之處。唐鑒真東渡的起點，相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之所在，名人墨客流

下無數詩句。 
12【甘露寺】 

三國演義，赤避大戰後，周瑜獻計，假嫁孫權妹，計誘劉備，追討荊州，孔明將計就計， 
吳國太擔心女兒守寡，提出在甘露寺見劉備之要求。 
吳國太見後讚賞，力主劉備與女兒婚事，留下「賠了夫人又折兵」之笑談。然此傳奇是虛構的，寺建於公

元６世紀南朝蕭梁時期，三國時代還沒有甘露寺。 

13【多景樓】 

在今甘露寺內，背倚北固，北臨大江，氣勢雄偉。始建於宋，今已毀。 
文人墨客登臨遊覽，題詩作文，歌吟勝景，多景樓尤為最。 
蘇軾曾作《採桑子》，稱其為「天下之殊景」，米芾在此遊覽時，為甘露寺禪師而作《多景樓詩帖》聞名。 
14【北固樓】 

坐落北固山，又稱北固亭，六朝時，梁武帝蕭衍登臨，揮筆題「天下第一江山」。南宋 1204 年 3 月，閒居

20 年，64 歲，堅決主張北伐的辛棄疾，出任鎮江知府，登臨作《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15-01【金山寺】 

位於鎮江市區西北部 2 公里的金山之上，始建於東晉，原名澤心寺，自唐代起，法海禪師重修，稱為金山

寺。依山而建，有「金山寺裹山」之說，寺藏有蘇東坡玉帶、周鼎、金山圖和銅鼓，號稱「金山四寶」。 

故事「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梁紅玉擊鼓戰金兵」的傳說發生在這裡。 

15-02【天下第五泉】 

「天下第一泉」北京玉泉山玉泉，濟南趵突泉，「天下第一泉」鎮江中泠泉，「天下第二泉」無錫惠山泉， 
「天下第三泉」蘇州虎丘的憨憨泉，「天下第五泉」揚州大明寺泉。 
16-01【夢溪園】 

建於元豐八年(1085)，北宋科學家沈括晚年定居地和《夢溪筆談》成書處，沈括早年曾夢一山溪， 
花木似錦，後途經鎮江，見此處恰如所夢，於此定居，得「夢溪」之名。 
16-02【江蘇理工大學夢溪校區】 
東鄰夢溪園，北峙壽丘山昔孔廟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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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西津古渡】 

座落鎮江市西邊雲台山麓，全長五百公尺，但有自唐宋以來，千年的青石街道、元明石塔、晚清樓閣，別

具風情，古色古香，原為渡口，李白、孟浩然等都曾在此候船待渡。 
17-02【鎮江市博物館(經過)】 

創建於 1958 年，原館舍為英國領事館舊址，是英國在中國最早建造的領事館之一，共 5 幢，建築風格為

東印度式。 
 

住宿：鎮江－萬達喜來登酒店 或同級五星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中式合菜 晚餐 O：鎮江風味 
 

 
★ 第 5 天 【藤花舊館】－【東坡公園】－【無錫梅里泰伯廟】 
18【藤花舊館】 

北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6 月中旬，蘇軾自海南儋州遇赦北上，寓居於顧塘溪北岸的孫氏館，7 月 28

日在此病故。南宋建東坡祠，元改建東坡書院，元末戰亂毀，明中期復建，借紫藤盛開，名藤花舊館，2015

年修繕後，作為蘇東坡紀念館開放。 

19【東坡公園】(選項) 

位於常州古運河畔，1954 年由相傳始建於南宋的艤舟亭擴建而成，蘇東坡先後 11 次來常州，數次在此泊

舟登岸，具有江南園林風格。 

20【無錫梅里泰伯廟】 

相傳 3200 多年前，西周周太王長子泰伯，為達成父王想立三子季歷的願望，偕二弟仲雍託辭採藥，夜奔

江南，定居梅里，振農桑、興水利，將中原文化傳播到荊蠻之地，建立江南第一個古國----勾吳。 

住宿：無錫新湖鉑爾曼酒店 或同級五星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無錫風味 晚餐 O：乾隆宴風味 

★ 第 6 天 【東林書院】－【蠡園】【锡惠公园】－【泥人博物館】－無錫機場－返
台 
21【東林書院】 

北宋 1111 年年間，宋明理學家程顥，程頤之弟子楊時，見這前臨清流，古木森天與廬山東林寺頗相似，

定社「東林」，在此講學 18 年。1594 年，顧憲成和顧允成兄弟，回無錫故鄉，1606 年重建東林書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E%97%E6%9B%B8%E9%99%A2 - cite_note-5 書院對聯：「風

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希望透過講學，改變社會。 

22【蠡園】 
蠡湖因春秋時越國大夫范蠡而得名，蠡園因地處蠡湖北岸而得名， 
相傳范蠡助越王滅吳後，曾攜佳人西施於此泛舟。 
民國初年，青祁村人虞循真在這裡建造青祁八景。 
23-01【錫惠公園】 
相傳錫山，周秦時盛產錫礦，到漢代，錫被挖光了—無錫了，故名。 
西域僧人惠照居此，唐後稱惠山， 
1958 年開鑿映山湖後，錫山與惠山連成一片，闢為錫惠公園。 
23-02【天下第二泉】 
唐茶聖陸羽到無錫訪友，居惠山寺，飲過惠山泉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E%97%E6%9B%B8%E9%99%A2#cite_not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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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評天下水為二十等，惠山泉位列第二，天下第二泉於是產生。 
23-03【寄暢園】 
原為惠山寺僧舍，明嘉靖初年，闢為園。 
24【泥人博物館】選項 

坐落在惠泉山麓，建築設計選擇了日本建築設計大師隈研吾的方案，1986 年創建。館藏明、
清至當代的無錫惠山泥人珍品 1000 餘件（套），還有其他地區及外國的民間彩塑藝術。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太湖風味 晚餐 O：機上簡餐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出團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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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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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 
 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 

  旅遊天數。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７０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 
  貴賓，需要有家人或有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2人1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 
  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 
  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換觀光景點; 遇季節性 
  變化或有餐食變更之情形，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及餐食內容之權利。 
 
＊以上價格無老年證優惠，老年優惠價格已分攤於費用中，老年人無任何費用優惠或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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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