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魅力嚴選】江南上海百年建築雙古鎮無購物無自費四日(含稅)
 團號：SHA4O201210A
 雙古鎮水鄉、上海杭州西湖

 出發日期：

2020/12/10

 旅遊天數：

4天3夜

 報名截止：

2020/11/30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床

加床

嬰兒

單人房

NT$14,888

NT$14,888

NT$13,888

NT$14,888

NT$5,000

NT$18,888

 每人訂金：

NT$5,000

 包含項目：

含團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

不含小費,不含行李小費,不含行李超重費,不含簽證費用

 行程說明

【玩】上海、海寧、杭州 三大城市15大精華景點。
【住】升等準五星酒店優質體驗。
【遊】新場+鹽官雙古鎮。
【食】美餐道地風味餐，上海本幫菜、東坡風味、小籠包風味等等。
【樂】全程 無購物 無自費，旅遊品質有保障無壓力。

【樂】全程 無購物 無自費，旅遊品質有保障無壓力。

【新場水鄉古鎮】
古時浦東平原上的第一大鎮
新場古鎮是一座因鹽而成、因鹽而興的江南古鎮，曾有「新場古鎮賽蘇州」之譽，是古時浦東平原上的第一大鎮，也是電影《色戒》的取景地。至今有800
多年的歷史，元代初年，即有兩浙鹽運司署松江分司遷衙於此。古鎮上小橋、流水、長街、茶樓、老店、小廟與古寺，呈現出靜謐美麗的江南水鄉風情。

【鹽官古鎮】
乾隆故里
海寧是座兩千多年歷史的古鎮，譽為「乾隆故里」，早在中國的漢代便
開始曬鹽製鹽，因此得名。陳閣老宅座落於宰相府第風情街，歷經400
年，建築端肅、雅致，內有陳家明代書法碑帖，雍正帝禦賜的「躬勞著
訓」，九龍匾，600多年羅漢松古樹等多件文物。

上海【思南路】
舊法國租界的街區
思南路是上海最適合散步的街道之一，鬧中取靜的幽雅閒散，道路兩側
的梧桐迎風輕搖。因曾是舊法國租界的街區，許多建築還保存當時的異
國風貌，漫步在街道當中，欣賞20~30年代上海名人雅士的故居，想像
當時的繁華景象。

年，建築端肅、雅致，內有陳家明代書法碑帖，雍正帝禦賜的「躬勞著
訓」，九龍匾，600多年羅漢松古樹等多件文物。

國風貌，漫步在街道當中，欣賞20~30年代上海名人雅士的故居，想像
當時的繁華景象。

【星巴克烘焙工坊】
世界最大的星巴克旗艦店
2017年上海開設了全球最大的星巴克旗艦店，超過816坪的空間，它不是咖啡店，還是咖啡烘焙廠及糕點麵包烘焙坊，這裡可以喝到與西雅圖同步的「派
西昂(Pantheon)」咖啡豆，也可選擇冰滴、虹吸等不同方式，品嘗咖啡風味。掃帳單收據QR碼，還能知道取餐及咖啡資訊，彷彿是間咖啡樂園，琳瑯滿目
的咖啡工具和紀念品，更讓星巴克迷們愛不釋手呢！

上海【黃浦外灘】
無敵夜景
有人說「外灘的故事就是上海的故事」，它見證著上海百年滄桑巨變。
東面靠著黃浦江，西側是52幢風格各異的大廈，外灘的精華就在於這些
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的外灘建築群，夜晚在這裡更能感受上海的繁
華~越夜越美麗。

上海【中華藝術宮】
東方之冠
中華藝術宮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中國館，有東方之冠的稱譽，館內展出
中國近代藝術家的作品，來此除了親見雄偉的建築外，還能觀賞到鎮館
之寶～多媒體版《清明上河圖》。

華~越夜越美麗。

 航班參考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中國國際

CA196

桃園國際機場

2020/12/10 14:40

浦東機場

2020/12/10 16:40

4

中國國際

CA195

浦東機場

2020/12/13 11:30

桃園國際機場

2020/12/13 13:25

 每日行程

第1天

桃園機場／上海-杭州【明清河坊街、西湖音樂廣場】

請各位貴賓們依照本行程表集合時間，自行前往機場與團隊會合，在此您會看到旅行社特別安排此
團的領隊先生（小姐）穿著鮮紅亮麗的制服，親切且專業的為每一位團員處理登機事宜並解說行程
內應注意之事項。
【明清河坊街】是一條有著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古街。作為杭州市區惟一保持古城歷史風貌
的老街，河坊街凝聚了杭州最具代表性的歷史文化，商業文化，市井文化和建築文化，也是杭州古
都風俗民情的集中再現，因為河坊街能維持明清時期的古風，像經營玉器，明清瓷器，名人字畫的
古董店;穿著長袍，拎著長嘴銅茶壺為客人斟茶的“茶博士”;搖著木紡車，為顧客現場紡紗的“吳越
人家”布藝品店......，體現了清末民初風貌，重在突出文化價值，營造以商業，藥業，建築等為主體
的市井文化，保持其歷史的真實性，文化的延續性和風貌的整體性，為杭城留下一份寶貴的歷史文
化遺產。
【西湖音樂廣場】西湖音樂噴泉長約126米，弧形部分寬約2米，噴泉燈光採用水下LED燈，可變換
數種不同的顏色。經過精心設計過的噴泉噴嘴，可以360度旋轉，配上音樂，噴出多種形狀的水柱、
水霧、水球。噴泉使用的音樂主要有西湖特色歌曲、中國古典音樂及流行音樂、外國古典音樂及流
行音樂等。



第2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杭州合菜餐 (RMB 40)



智選假日 或雲鯉悅 大酒店 或同級

杭州【漫步西湖、柳浪聞鶯、長橋公園、太子灣公園】-海寧【鹽官古鎮、海寧皮革城】

【漫步西湖、柳浪聞鶯】西湖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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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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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漫步蘇堤，蘇堤春曉，是所有來杭州的旅遊者們們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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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漫步蘇堤，蘇堤春曉，是所有來杭州的旅遊者們們
嚮往的旅遊聖地。在這裡一眼忘之不盡的柳樹，綠柳籠煙時節，萬樹柳絲迎風飄舞，有的柳絲飄動
似貴妃醉酒，稱「醉柳」；有的枝葉繁茂如獅頭，稱「獅柳」；有的遠眺象少女浣紗，稱「浣紗
柳」等。故此地又有柳洲之名。其間黃鶯飛舞，競相啼鳴，故有「柳浪聞鶯」之稱。
【長橋公園】長橋是西湖三大情人橋之一，長橋公園現遍植桂樹，公園沿湖延伸，佈局精巧，意境
深邃，有杭州“市花公園”之稱。
【太子灣公園】位於西湖西南隅，南屏山荔枝峰下。太子灣原為湖灣，由山巒風雨沖刷，泥沙淤積
為沼澤窪地。新闢為田園風韻和山情野趣的大型公園。
【鹽官古鎮】鹽官鎮位於浙江省嘉興市海寧市，是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鎮，早在中國的漢代便開
始曬鹽製鹽，因此得名鹽官。自古以來，每年農曆八月十八日的錢塘江大潮都是天下奇觀，每到這
一天，觀潮的人潮似海潮般洶湧澎湃。當大潮即將到來之際，只見遠方天邊似有一條銀線洶湧而
至，其聲似萬馬奔騰，其勢如排山倒海，雪浪凌空，洪流滾滾，摧枯拉朽，氣象萬千。在海寧鹽官
鎮還有一座建築與清王室有關，就是海神廟。離觀潮公園三百米遠的地方，面向錢塘江，有一座似
廟非廟，似宮非宮的建築，據說當年這裡只供一位海神，可廟宇軒昂，建築恢宏，金磚鋪地，金碧
輝煌。
備註 : 鹽官古鎮內有多項景點，若遇不開放或維修期間，則會以景區內其它景點替代。
【海寧皮革城】素有「中國皮都」之稱－海寧皮革城，地處浙江杭嘉湖平原的海寧中國皮革城，也
是中國重要的皮革生產基地。是一座設施先進、功能齊全、裝修豪華的大型現代化專業市場，是目
前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皮革商品集散中心之一。



第3天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東坡風味餐 (RMB 40)
晚餐： 乾隆酒樓合菜餐 (RMB 40)



準5星 海寧開元庭院房 或 玉龍國際 或 凱元國際大
酒店 或 同等級

海寧-上海【新場水鄉古鎮、思南路、周公館、梅蘭芳故居、世界最大~星巴克臻選烘焙工坊、詳解
上海外灘百年建築巡禮】

【新場水鄉古鎮】新場古鎮是一座因鹽而成、因鹽而興的江南古鎮，曾有「新場古鎮賽蘇州」之
譽，是古時浦東平原上的第一大鎮。至今有800多年的歷史，得名源於下沙鹽場之南遷形成新的鹽
場，故名「新場」，元代初年，即有兩浙鹽運司署松江分司遷衙於此，後來因鹽場變遷以及戰亂等
變化，曾幾經興衰。新場古鎮上穿鎮而過的狹窄河道、雕刻精緻的一座座石拱橋、傍水而築的民
居、高壘的石駁岸、沿河人家的一座座馬鞍形的水橋，構成一個很有文化氣息的江南水鄉古鎮。
【上海思南路】上海的「馬斯南路（現思南路）」是許多老上海人都很熟悉的一條路名，因為在清
末民初時這裡原本屬於法租界，所以這裡的建築規定全都是那種三層樓的花園洋房建築，在當時這
裡住的可都是有錢或有權的大戶人家！除了建築頗具特色之外，這整條街種的可都是「法國梧
桐」。梧桐輕輕搖，琴弦輕輕撥，抖落幾許年少。
【星巴克臻選烘焙工坊】2017年開幕的星巴克臻選上海烘培工坊，位於上海時尚新區興業太古匯, 二
層樓共佔地2700平方米, 不只是上海的旗艦店, 也是星巴克目前全球最大門市, 星巴克臻選上海烘培工
坊帶給顧客不只是買杯咖啡, 而是讓顧客走進星巴克臻選咖啡奇幻樂園般, 無論是透過星巴克人員解

坊帶給顧客不只是買杯咖啡, 而是讓顧客走進星巴克臻選咖啡奇幻樂園般, 無論是透過星巴克人員解
說, 或是運用手機AR科技, 讓顧客參與生豆從烘焙到現場手沖的過程, 在開放挑高具設計感的空間裡,
探索星巴克為你打造的精品咖啡旅程。
【上海外灘】如果沒來到外灘，就等於沒到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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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海著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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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擁有許多風格迥異且設計獨特的建築，有
羅馬式、巴羅克式、英國式、法國式、近代西方式、東印度式、以及中西合璧等多樣不同風格的大
樓，十九世紀後外資銀行擁入，更讓此處擁有"東方華爾街"之稱。此處也聚集了各大名牌精品旗艦
店，外灘長堤上並設立了上海人民英雄紀念塔、陳毅廣場、外灘城市雕塑群以及外灘觀光隧道等特
色景點，交通發達，結合購物、美食、娛樂、住宿等豐富的歷史文化色彩，來到上海旅遊一定要一
睹外灘新世紀的亮麗風采！



第4天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小籠包風味餐 (RMB 40)
晚餐： 上海本幫菜 (RMB 40)



準5星 華美達安可 或 滬華國際大酒店 或 同等級

上海【中華藝術宮~世博中國館】／桃園機場

【中華藝術宮】由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改建而成，是集公益性、學術性於一身的近現
代藝術博物館，常年陳列反映中國近現代美術的起源與發展脈絡的藝術珍品；聯手全國美術界，收
藏和展示代表中國藝術創作最高水準的藝術作品，成為中國近現代經典藝術傳播、東西方文化交流
展示的中心。
到此已結束此次所有行程，即將搭機返回台灣，回到自己溫暖甜蜜的家。衷心感謝各位貴賓參加此
次的行程，希望藉由此行程能帶給大家一個深刻的感動及美好的回憶。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晚餐： --



溫暖的家

 附加項目
卡式台胞證

TWD 1,800



備註:
1.護照正本(有效期需半年以上)
2.身分證影本(1份)
3.尚有效期之舊台胞(1份)
4.六個月內正面拍攝之2吋白色背景彩色照片(背面請填妥申請人姓名且照片規格請參閱備註欄)(1份)
5.六個月以上效期之護照影本，簽名欄需本人簽名，不可有塗改的痕跡(1份)
6.個人基本資料(1份)
※個人基本資料的內容請提供：姓名、公司單位、職務、聯絡電話。
※照片規格：六個月內正面拍攝之2吋白色背景彩色照片、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3.2至3.6公分、頭髮不得遮蓋到眉毛、需露耳、脫帽、圖像清
晰、背景無景物、單一顏色、光面像紙、相片不修改。勿著白色上衣、配戴飾品。
※護照及身分證影本規格：(1)不接受傳真本、拍攝本。(2)資料、人像、圖案都要影印清楚。(3)以1：1比例影印不可縮小或放大。(4)不能註明文字。
※14歲以下未領有身分證者，附上戶口影本或3個月內申請之戶謄正本。年滿14歲者一定要附上身分證影本，不接受戶口影本或3個月內申請之戶謄正

晰、背景無景物、單一顏色、光面像紙、相片不修改。勿著白色上衣、配戴飾品。
※護照及身分證影本規格：(1)不接受傳真本、拍攝本。(2)資料、人像、圖案都要影印清楚。(3)以1：1比例影印不可縮小或放大。(4)不能註明文字。
※14歲以下未領有身分證者，附上戶口影本或3個月內申請之戶謄正本。年滿14歲者一定要附上身分證影本，不接受戶口影本或3個月內申請之戶謄正
本。
※更改姓名或個人身份資料者，另附上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可省略空白）正本及舊台胞正本。
※凡1949年以後出生，出生地為大陸省市或身分證號碼第二位數字為9 的申請人，多數為大陸赴台取得台灣居民身份者，請提供大陸戶口所在地的公
安局或派出所的戶口注銷證明正本。若確認除籍者，可以不用附上。
如需回大陸親自辦理戶口注銷者，因個人狀況不同，請先打電話至海基會詢問（TEL：02-25327885）可辦理落地簽證之口岸，允許入境一次辦理除
戶證明後，回台附上證明方可申請台胞證。
請留意！若辦事處查詢到申請人持有大陸戶口，若無法提供戶口注銷證明正本，台胞證之申請將不獲核准、資料不退還、費用也不予退費。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需通報境管局，可上網申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須持正本申報書送往出入境管理局通報。
※申請者若在大陸境內則無法辦理。
※辦事處有權評估並要求申請者出具更多的其他輔佐文件。

中華民國護照10年效期

TWD 1,500



說明:以出發日期算起需滿六個月效期，否則請重新辦理護照 *當事人應繳交最近半年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鏡，眼、鼻、口、臉、兩耳輪廓
及特殊痣、胎記、疤痕等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足資辨識人貌，直4.5公分，橫3.5公分，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3.2公分及超過3.6
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相片1張，不得使用合成相片。相片背面註明姓名、國民身分證號碼。規格如下：（相片樣張登載內政部網站：
http://www.ris.gov.tw）*
備註:
1.身份證正本(1份) 2.尚有效期之舊護照(1份) 3.服完兵役的男性需附上退役證明正本(1份) 4.已滿14歲以上的女性需加附監護人之身分證正反影本
一份 5.填妥並簽名的普通護照申請書。(1份) 6.六個月內正面拍攝之2吋白色背景彩色照片(照片規格請參閱備註欄)(2份) 7.改過名者請同步提供戶
口謄本正本 8.聯絡人之電話及緊急聯絡人之電話 9.年滿7歲未達14歲未領有身分證者需加附有照片的健保卡正本

中華民國護照3或5年效期

TWD 1,200



說明:以出發日期算起需滿六個月效期，否則請重新辦理護照 *當事人應繳交最近半年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鏡，眼、鼻、口、臉、兩耳輪廓
及特殊痣、胎記、疤痕等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足資辨識人貌，直4.5公分，橫3.5公分，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3.2公分及超過3.6
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相片1張，不得使用合成相片。相片背面註明姓名、國民身分證號碼。規格如下：（相片樣張登載內政部網站：
http://www.ris.gov.tw）*
備註:1.已滿14歲以上未服完兵役的男性需附身份證正本(1份) 2.尚有效期之舊護照(1份) 3.未滿14歲者需附戶口名簿正本 4.未滿20歲之子女請附上監護
人之身分證正反影本一份 5.填妥並簽名的普通護照申請書。(1份) 6.六個月內正面拍攝之2吋白色背景彩色照片(照片規格請參閱備註欄)(2份) 7.改過名
者請同步提供戶口謄本正本 8.聯絡人之電話及緊急聯絡人之電話 9.年滿7歲未達14歲未領有身分證者需加附有照片的健保卡正本

 護照及簽證
項目

辦證工作日

護照效期

可停留當地天數

說明

卡式台胞證

7天

5年

--



中華民國護照10年效期

5天

10年

--



中華民國護照3或5年效期

7天

5年

--



 其他說明
出團備註

【以上報價包括】：
＊來回經濟艙機票。
＊全程餐食(不含自理餐)、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四千萬履約保障險、二百萬責任險及二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以上報價不包括】：
＊導遊領隊服務費每人每天NT200X4天=NT800元。
＊護照辦件費用及台胞證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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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辦件費用及台胞證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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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燃油稅開徵日期及加收金額，以航空公司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證照費用，以相關單位公告
日期及價格為主)
【售價注意事項】：
不佔床小孩扣大人團費NT1,000元，單人房差NT4,000元、嬰兒NT5,000元 (已含稅險燃料費、不含簽
證費)。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購物站：無。
自費行程：無。
本行程導遊會於車上推薦江南特色土特產，可依個人喜好進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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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優惠專案限持台灣護照及台胞證之旅客，如持非台灣護照及台胞證者不適用。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前後更動或更換觀光景點;遇季節性變化或餐
食變更之情形，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及餐食內容權利。
若出團人數未達16人時，本公司有權利調整出發日期。為確保品質，每團名額有限，故本公司保有接單
及付款方式受理與否之權利。
敬請注意：為響應環保，各酒店撤除酒店內所有一次性日用品。（包括牙膏、牙刷、洗髮水、沐浴液、
拖鞋)。
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2-3道為主，敬告素食客人
如前往中國旅遊，請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造、服
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特別說明：為考慮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旅遊權益，本行程年滿70歲以上及行動不便
之貴賓，須有同行家人或友人報名，以上限制下若要出發,則請簽具”行程安全須知同意書”，不便之處
尚祈鑒諒。
本商品售價已經均攤65歲以上長者及12歲以下兒童之優惠票價, 如遇現場景點門票有價差產生,將不另行
退還。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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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表日期：2023/01/09
國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65018

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綜字第2103號
聯絡電話：(02) 27772366

https://www.etholiday.com

品保協會編號：第北1493號

地址：中山區八德路二段260號11樓

服務信
箱：ryan_lee@etholiday.com;sky_teng@etholiday.com;edwin_fang@etholiday.com;chaoyaya_chao@etholiday.com;ping_hung@etholida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