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 

1.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每人每天 1 瓶礦泉水。 

2. 特別安排舌 r 上的杭州----韓千爐烤肉火鍋自助餐 

韓千爐，除了可以自己烤，還可以煮火鍋，肉類的品種很多，肥的、瘦的、很肥的、半

肥的、半肥半瘦的，牛舌、牛肝……等等，隨便您吃，如果您嫌自己烤的太慢，也可以

到烤肉台取用大廚準備的料理喔，當然除了烤肉和火鍋之外，還有品類眾多的熟食，比

如日本料理區總是五顏六色的吸住您的目光，關東煮、茶碗蒸一樣不缺，若是您想吃中

式餐點，那就更豐富啦!!! 燒臘烤鴨、烤乳豬、各種炒菜、養生湯品，讓人眼花撩亂，當

然韓式料理更是招牌菜，除了烤肉以外，冷麵、石鍋拌飯，樣樣都是經典，尤其貼心的

是怕您吃少少幾樣就飽了，份量都用迷你版，讓您可以多吃幾種喔!!好吃多拿幾盤也行!! 

 

3. 特別安排杭州大秀--宋城千古情 

從盤古開天到文藝復興，一直到 21 世紀的今天，在人類文明史上從未有過一台室內演出

像《宋城千古情》一樣，受到那麼多的關注和歡迎——她經常一天演出九場，年演出 2000

餘場，至今已累計演出 20000 餘場，接待觀眾 6000 余萬人次。她從一台草台班子的露

天演出起步，成為與拉斯維加斯“O”秀、巴黎“紅磨坊”比肩的“世界三大名秀”之一……在懷

疑的目光中起步，歷經歲月的打磨，她鍛造出世界演藝史上空前的奇跡，這個奇跡還在

繼續。 

 

住宿介紹： 

杭州【洲際酒店】酒店以金色為主色調，整個建築如同旭日東昇，與新月形的杭州大劇

院形成“日月同輝”的絢爛美景。其匠心獨具的設計和美輪美奐的建築，使酒店成為杭州的

又一新地標。384 間設備齊全的客房包括一間總統套房，一間 CEO 套房和 28 間行政套

房。所有的豪華套房和俱樂部客房皆配備有寬大豪華臥房、搭配一間獨具匠心的起居室。



每一間豪華客房擁有明亮的觀景落地大窗，任賓客飽覽錢塘江水和城市美景。6 間風格各

異的餐廳包括日月軒中餐廳，擁有明亮開放式廚房的原素全日制 24 小時餐廳，菋道特色

餐廳，以及充滿巴伐利亞風情。 

 
上海【大船酒店】由南京金陵酒店管理公司管理。是一家以郵輪為想像，承載客戶快樂

為目標，並獲得全國設計金獎的酒店。＂大船＂也是配合上海迪士尼開園起動的娛樂性

的大酒店。酒店北望占地 350 畝的四季生態園，西鄰綠庭四季休閒廣場，東臨 4.78 平方

公里的奉賢中央綠地公園，南眺南橋新城核心區，擁有極目周邊空曠獨特的地理區位和

景觀優勢。大船酒店坐落于上海正南臨江達海的奉賢中部，具空氣品質優良、人文氣息

濃郁、近南橋中心城區車程便利等優勢，揮灑激情、承載快樂、傳承“賢”文化的陸航郵輪。 

 

蘇州【科技城源宿酒店】地處蘇州高新區以“科技、山水、人文”巧妙融合的科技城內；自

酒店出發可便捷前往江蘇大陽山國家森林公園、蘇州太湖國家濕地公園、蘇州樂園森林

水世界、鎮湖繡品街和白馬澗生態園。擁有百餘間客房和套房，現代的設計風格、靈活

的房間格局、超大窗戶和自然採光，把客房打造成一個時尚舒適的休憩之地。充滿時尚

元素而又不乏可持續發展理念，提供眾多的特色便利服務與設施。從源膳的健康早餐、

慢歇黃昏酒會、寬敞明亮的會議空間、鹽鹼水泳池、健身中心、自行車租賃、電動車充

電站到寵物友好等，用心營造舒適的住宿體驗，讓你盡享綠色現代生活空間 

 

烏鎮【通安貴賓樓】坐落於烏鎮西柵景區東端，為典型的二層江南風格明清建築群落，

風格雅致，分為主樓、民居樓和貴賓樓三個區域。有豪華套房、複式套房、標準間、單

人間等各類客房 343 間。擁有獨立的中餐廳及各式臨河餐飲包廂，多功能會議廳，中小

型會議室和貴賓接待廳一應俱全。 



 

第一天 台中杭州 

今天集合於國際機場，由專人為您辦理登機手續，隨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有江蘇省位

於江蘇省會、六朝古都的杭州市，晚餐後入住酒店。 

早餐：XX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韓千爐韓式燒肉火鍋風味 

住宿：杭州洲際(金球)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杭州【西湖風景區(含遊船)、宋城千古情秀、登城隍閣觀西湖全景(品

藕粉+古樂表演+杭州世博館+清明上河圖)】 上海 

【西湖風景區】是中國著名的旅遊勝地，以其湖光山色的美景與多處名勝古蹟聞名，有

「人間天堂」的美稱。西湖位在浙江省杭州西部，三面環山，湖岸周長 15 公里，蘇堤與

白堤橫跨湖面，孤山是西湖中最大的天然島嶼，三者將西湖分隔為外西湖、小南湖、里

西湖、後西湖及岳湖等五湖；湖心亭、小瀛洲及阮公墩等三個人工島嶼佇立於外西湖湖

心，由此形成杭州西湖「一山、二堤、三島、五湖」的基本格局。西湖之美早在古代即

已流傳，南宋時期已有西湖十景形成，其中又以「蘇堤春曉」、「雷峰夕照」、「三潭印月」、

「曲院風荷」、「斷橋殘雪」最為有名，現在更是吸引遊客與當地民眾慕名前來的杭州旅

遊的著名特色景區。 

【宋城千古情】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是杭州宋城景區的靈魂，用先進的聲、光、電

科技手段和舞臺機械，以出其不意的呈現方式演繹了良渚古人的艱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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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淋漓盡致，

極具視覺體驗和心靈震撼。 

【城隍閣觀西湖全景】為杭州新西湖十景吳山天風景區，位於吳山之巔。城隍閣為杭城

標誌性景觀，猶如香港的太平山頂，是遊杭州的必到之處。“進閣觀八百年前杭城，登閣

攬江、山、湖、城全景”。屹立在浮雕前的四根擎天柱，主要為廣場的裝飾物是從古代建

築中立柱與斗拱相結合的形態中提煉出來的藝術造型，展現了中國古代建築中力與美的

https://www.travelking.com.tw/tourguide/hangzhou/west-lake.html
https://www.travelking.com.tw/tourguide/hangzhou/
https://www.travelking.com.tw/tourguide/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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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9F%8E/63927


寓意，渲染強化城隍閣景區的民族風格和歷史氛圍。杭州的美，是無論春夏秋冬、無論

白天黑夜，也無論晴天陰天雨天霧天…那份美，永遠是楚楚動人難以言傳。遊杭州只要

能感受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足以讓人甘心沉醉。 

PS:三月底的西湖桃紅柳綠，非常漂亮喔!! 

早餐：酒店內      午餐：杭州四大名菜風味              晚餐：上海小籠包風味 

住宿：上海大船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上海【萬國建築博覽會(外灘)、金茂觀光電梯 88 層、城隍廟商圈】

烏鎮 

【88 層金茂大廈觀光電梯】在 340 米的高空，一覽

無遺的鳥瞰浦江兩岸的風景，金茂大廈觀光廳可以

說是目前中國最大的高樓觀光廳，是登高飽覽上海

國際大都市全景的絕佳地點。這裡還擁有世界最高

的酒店中庭，被建築師稱為時空隧道，你可以從上

往下觀賞，這個舉世無雙的酒店中庭直徑 27 米，一

道道環廊如同一排排畫廊，28 道環廊扶手在霓虹燈

的照射下，金光閃閃。大廈兩台每秒運行 9.1 米的直

達電梯堪稱為時光穿梭機，是直升機爬升速度 2 倍，只

需 45 秒就可以將你從地下一層送到 88 層觀光廳，你將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急速體驗。 

【城隍廟商圈】是來上海一個不能容過的地方。是上海

一個歷史悠久的商圈，現已是一個現代化的商圈，但是

這裡建築物依舊仿照中國明清時代的建築風格來建造，

在商圈裡有很多美食餐廳、古玩商鋪和小商品市場。 

【萬國建築博覽會】外灘位於上海市黃浦區、黃浦江西岸，西面是舊上海金融及商務的

集中地，與東方明珠塔、金茂大廈、上海全球金融中心及國際會議中心等上海浦東著名

景點遙遙相望，周邊還有許多具有古典特色的大樓，上海著名的「萬國建築博覽群」就

在此，是上海的象徵，也是上海重要的特色景觀之一。 

【烏鎮】位於浙江省 桐鄉市，是江南著名古鎮之一。鎮域面積 71.19 平方公里，建城區

面積 2.5 平方千米，總人口 6 萬，鎮區常住人口 1.2 萬。烏鎮景區已被評為中國國家 5A

級景區，是全國 20 個黃金周預報景點之一。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上海本幫風味           晚餐：兩府風味 

住宿：烏鎮通安客棧或昭明書院或水驛巷(準)或同級 

第四天 烏鎮【西柵、敘昌醬園、草木本色染坊、老郵局、遊船】 蘇州 

【西柵景區】烏鎮西柵景區是烏鎮「十字形」建築格局中現存面積最大、風貌最完整的

古鎮區，也是烏鎮歷史上最繁華的街區。橫貫景區東西的西柵老街長度達 1．8 公里，由

十二個碧水環繞的島嶼組成。景區不僅保留了完整的江南古鎮風貌，更通過對歷史街區

https://www.travelking.com.tw/tourguide/shanghai/the-bund.html
https://www.travelking.com.tw/tourguide/shanghai/the-oriental-pearl-tv-tower.html


合理化改造，實現了人與環境和諧的共存。  

【敘昌醬園】映入眼簾的就是滿院子青灰色的醬缸，在缸的身上我們還能清楚的看到“敘

昌醬園”、“鹹豐九年”的字樣，如若是大晴天，醬缸都被揭去了竹編的大斗笠，盡情的飽

吮著陽光的味道。  

【草木本色染坊】手工環保印染晾曬大型工坊。曬布場地以青磚鋪就，豎立著密密麻麻

的高杆和階梯式曬布架，規模相當龐大。草木本色染坊除了以藍草為原料漿染製作藍印

花布工藝外，還有獨特的彩烤工藝流程。彩烤色彩豐富，是從當地的草木原料中提取的，

像茶葉、桑樹皮、烏桕樹葉都是提取色彩的原料，所以這個染坊當地叫做草木本色染坊。  

【老郵局】烏鎮有著悠久的郵政歷史。唐朝時候的

烏鎮就是一個商業非常發達的鎮，京杭大運河穿鎮

而過。由於烏鎮與外界頻繁的資訊交流，使得烏鎮

與外界有更多的貿易往來，從而使烏鎮的經濟更加

繁榮。 

早餐：酒店內         午餐：古鎮昭明風味    

晚餐：松鼠魚風味 

住宿：蘇州源宿酒店(喜來登系列準)或同級 

第五天 蘇州【蘇州博物館+忠王府、耦園+搖櫓船】碩放機場台中 

【蘇州博物館】地方歷史藝術性博物館。館址為太平天

國忠王李秀成王府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

年 10 月建成新館，設計者為著名的建築大師貝聿銘。 

【藕園】位於蘇州城東小新橋巷 8 號，三面縈河，一面

臨街，占地面積 11 畝。住宅居中，有東、西兩個花園，

故名藕園。藕與偶通。這裏指夫婦皆隱居歸田，兩人一

起耕種的意思。她有~城曲革堂、雙照樓、聽槽樓、織

簾老屋等主要建築。並安排乘坐【手搖船】。 

午餐後，專車前往無錫碩放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早餐：酒店內            午餐：蘇州川行天下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甜蜜的家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台中直飛杭州無錫 
搭乘華信航空、杭州進無錫回，

不走回頭路 
桃園出發或轉機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清泉崗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另外支付 200X5 天約 1000元 

兩地機場稅、雜支 含 另收費用 3000 

上海 88 層金茂觀光電梯 包含，340公尺高空俯瞰上海 無 

登城隍閣觀西湖全景 
是，三月西湖花紅柳綠，登高欣

賞 
無 

三月賞花名所 城隍閣、西湖、烏鎮、耦園 不一定 

安排三項遊船 
西湖遊船、烏鎮水鄉遊船、耦園

搖櫓船 
不一定 

烏鎮(遊船+西柵景區) 是，且入住一晚 其他水鄉，且不過夜 

住宿蘇州科技源宿酒店 
是，國際喜達屋集團，時尚的新

酒店 
無 

安排杭州宋城千古情表演 是 無 

入住杭州洲際酒店 是，金太陽造型，燦爛奪目 成本考量，住其他一般團體酒店 

入住上海大船酒店 是，最新的船艦造型酒店 無 

烏鎮住宿準五星通安客棧

貴賓樓或同級 
是，水鄉內的特色飯店 成本考量，不住景區 

高餐標 餐標 50-80人民幣 一般團隊餐，餐標 25-30人民幣 

特選特色美食、杭州韓千爐

烤肉火鍋及杭州四大名菜 

江南特色餐食，無錫排骨、杭州

四大名菜(東坡肉、西湖醋魚、叫

花雞、龍井蝦仁)、上海小籠包、

本幫風味、烏鎮古鎮風味，蘇州

松鼠魚風味等等 

都是當地的精華美食  

安排一般團體用餐 

台中廣播獨享生日會 台中廣播獨家 無 

專業.風趣 DJ.導遊同行、

贈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