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黃山江南風情九日遊
行程特色：
• 真正遊上海，感受其不同的繁華和炫麗，強烈的對比，說不盡上海往事和前景。
• 搭乘動車組(子彈火車)直達杭州，讓貴賓不但節省時間，同時享受最新的交通工具。
• 巧思遊西湖：超值旅遊特別安排細膩的遊湖方式- 車遊、散步、乘燕舫、湖邊品龍井、搭
電瓶車遊蘇堤，讓您能真正體會此一絕代名湖的萬種風情。
• 皖南徽派文化的巡禮–錯落有致的「粉牆」、「黛瓦」、「馬頭牆」，在青山綠水襯托
下，寧靜秀麗。電影臥虎藏龍拍攝地-宏村，最具代表。
• 三條路線遊黃山–「登黃山天下無山」。您可依個人體力，選擇不同的路線欣賞黃山美
景。
• 特選水鄉 - 烏鎮(西柵)，最能真正體現江南水鄉的意境。
• 特選園林-蘇州留園，其如何在小格局中創造大意境，正是江南園林造園藝術的精華。超
值旅遊的專業導遊會細細為您剖析，讓您從平凡中領略其中偉大的蘊含。
• 上海自由活動–為了讓您有機會享受各人的喜好及美食，特別安排午後入住市區中心的
五星級酒店。我們為您準備了一份資料及地圖，尋奇攬勝，感受遊上海的另類樂趣。
• 餐餐富有變化，讓您嚐盡江南美食。
• 每團限制最多22 人，以保證巴士座位的舒適。
• 爬黃山，送背包、登山杖。
第一天: 美國USA/加拿大Canada 上海
第二天: 抵達上海浦東機場 → 酒店 【宵夜】超值旅遊專員機場接機，搭乘專車前往酒店。
第三天: 酒店→浦東市區觀光 [經由：世紀公園→區政府大廈→摩天大樓群→陸家嘴→明珠公園] → 漫
步浦東濱江大道→ 老城隍豫園商場 → 上海新天地 → 孫中山先生故居 → 搭乘動車組前往杭州 → 酒店
(晚上自由活動：西湖天地湖邊散步或商街購物或逛南山路酒吧一條街) 【三餐】
第四天: 酒店 → 杭州西湖 [車遊「楊公堤」→「斷橋殘雪」→「白堤」散步 →「平湖秋月」品龍井
→燕舫遊湖 → 登「小瀛洲」→「蘇堤六橋」漫遊(電瓶車遊蘇堤)] → 飛來峰、靈隱寺 → 屯溪老街 →
酒店 【三餐】
第五天: 酒店 → 徽派民居：宏村 → 黃山風景區 → 乘雲谷纜車上後山 [遊覽：始信峰、散花塢、排雲
亭、魔幻景區→ 酒店【三餐】
第六天: 酒店 → 光明頂 [A 組：鼇魚峰 → 百步雲梯 → 遠眺蓮花峰 → 玉屏樓 → 乘玉屏纜車下山 或 B
組：飛來石→乘雲谷纜車下山 或 C 組:留在酒店自由活動 → 與B 組會合午餐 → 乘雲谷纜車下山與A 組
會合] → 全體會合後 → 杭州 → 酒店 【三餐】
第七天: 酒店 → 江南水鄉：烏鎮(西柵) → 蘇州留園 → 東凌絲綢研究所 → 山塘街 → 晚宴 [評彈：特
別安排表演] →酒店 【三餐】

第八天: 酒店 → 虎丘 → 上海 → 酒店 [自由活動，為了讓您有機會享受各人的喜好及美食，今天晚餐
不包。我們為您準備了一份地圖，尋奇攬勝，感受遊上海的另類樂趣；也可自費觀賞「上海雜技表演」
【早、午餐】
第九天: 酒店 → 浦東機場 → 目的地 【早餐】

景點介紹：
浦東新區：包括世紀公園、陸家嘴金融貿易區、東方明珠塔、濱江大道等上海新興起的現代摩登
建設。
浦東濱江大道：蜿蜒於陸家嘴濱臨黃浦江畔的濱江大道，是一條集交通、休憩、防洪、娛樂的觀
光步道，有浦東「新外灘」之稱。規劃上採用階層設計，高層為花草坡地，底層為臨江平台，是
欣賞外灘的最佳地點。
老城隍豫園商場：上海最有特色，最好玩的旅遊觀光重地。古色古香的明清時代建築，販賣各種
上海土特產及傳統小吃點心。建議您不要錯過「南翔」的小籠包，「綠波廊」的蘿蔔絲酥餅，
「滿園春」的酒釀圓子和八寶飯，「湖濱點心店」的開洋蔥油麵和重油酥餅。
上海新天地：位於上海市中心，淮海中路南側，原為傳統石庫門舊區，經上海市政府規劃改造成
一個中西合璧、新舊結合的餐飲、商店、娛樂、文化休閒散步街，是上海最新、最熱鬧的娛樂景
點。浪漫懷舊的外觀，時尚高雅的情調，絕對值得您來逛逛！
孫中山先生故居：為一幢兩層樓歐洲鄉村式小洋房，我國民主革命先行者孫中山先生和夫人宋慶
齡於1918 年至1924年在此居住。其間，孫中山先生在此開展了大量革命活動，完成了《孫文學
說》、《實業計劃》等重要著作；會見過中國共產黨和蘇俄代表，並著手改組國民黨，為第一次
國共合作奠定了基礎。現故居內的陳設絕大多數是原物原件，並按20 世紀二三十年代的原樣佈置。
1961 年3 月4 日故居被國務院列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動車組：「動車組」有分動力集中式及動力分散式，是把多節帶動力的動車及不帶動力的拖車組
成的鐵路列車，是目前中國大陸最先進的動力火車.無論是動力分散式還是動力集中式，只要是編
組固定的，也屬於「動車組」，包括動力集中式的法國TGV 等，還有動力分散式的日本新幹線列
車都屬於「動車組」。
杭州：除擁有西湖名景外，同時也是大運河起點，自古就是江南最富庶的城市。名產有絲綢、龍
井茶、杭白菊、天竺筷、張小泉剪刀、杭扇…等。
西湖：中國第一名湖，它不僅有「波光瀲豔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自然美景，更有唐宋以
來歷經千年經營的人工美景巧妙點綴。超值旅遊細膩巧思的西湖遊覽方式，讓您能真正體會此一
絕代名湖的萬種風情。
斷橋：神話故事「白蛇傳」之白娘子與許仙相會之處。斷橋之名得于唐代：古時橋上有亭，冬日
雪霽，橋陽面冰雪消融，橋陰面仍然玉砌銀舖，遠遠望去，橋像斷了一樣，因名「斷橋殘雪」。

白堤：原稱「白沙堤」，橫亙在西湖東西向的湖面上，長１公里。後人為紀念唐代詩人白居易任
杭州刺史時，興修水利的事功，改稱「白堤」。堤兩旁各植一排楊柳、一列桃樹；春季桃花開時，
柳絲嫩綠，桃花嫣紅，相映如錦帶。漫步白堤，湖光山色，盡收眼底。
平湖：白堤盡頭，前方大島，就是「孤山」。南側，一組樓閣、八角亭、親水平台的建築群，就
是「平湖」。平湖是西湖極美的景色之一，最美的地方在樓閣前的平台。在此，一面觀湖，一面
品茗西湖龍井茶，湖水感覺特別親近。
西湖畫舫：乘古色古香的燕舫，由湖中觀賞岸邊風光，可由不同角度欣賞西湖美景。
小瀛洲：湖心三島之一。島上「三潭印月」是著名景點。垂柳花樹，亭閣樓台散佈在島嶼上，疏
密有緻，婉約曲折，加上水中倒影層次幽深，景觀非常浪漫。環島散步一圈，從四面八方欣賞西
湖水色，飽覽群峰翠綠的山光，又是另一不同角度品賞西湖。
蘇堤：為紀念蘇東坡在杭州做官時興修水利的事蹟而命名。堤道古樹成蔭，堤岸柳絲畫波，堤間
桃紅似海，綽約的風姿，迷人的氣質，自宋元以來就被譽為西湖首景。超值旅遊精心安排腳踏車
(單車)或電瓶車，讓您輕鬆浪漫的遊蘇堤。
飛來峰石窟：漢唐以來，佛教石窟藝術盛行於中國北方，如大同、洛陽、敦煌等地，這個風尚到
了宋朝，基本上已沉寂下去了。但飛來峰石窟卻是在華北石窟消沉之後，才在江南興起，被認為
是中國「佛窟藝術最後的代表性精品」。
靈隱寺：不但在江南是最金碧輝煌的雄偉寺廟，在整個大陸，也是最值得參觀的寺廟之一。棟棟
建築高大巍峨，精雕細琢；尊尊佛像體魄雄偉，拔地通天。它極度缺少一般佛寺的淡雅靈韻，但
卻擁有別寺難以比擬的富貴奢華。
屯溪老街：黃山市由三區（屯溪、黃山、徽州），四縣（歙、黟 、休寧、祁門）和黃山風景區組
成。屯溪區為黃山市府所在地，自古即為古徽州的交通、經濟中心。屯溪老街源起於宋代，街中
的建築具有強烈的明清皖南建築風格，如粉牆黛瓦馬頭牆的二層樓樓面、雕花的彩繪樑柱、黑漆
鎏金的店面匾額及門楣上懸掛的大紅燈籠、幡旗等，相當具有明清古意，被譽為「活動著的清明
上河圖」。老街目前保留為商業步行街，店鋪約有300 間，其約6 中老字號0 間，販賣享譽國際的
「祁門紅茶」、「屯溪綠茶」、「徽墨」、「歙硯」、「徽畫」、「四雕」及各種土特產、中藥、
小吃等。
徽派民居：依山傍水的皖南徽派民居, 錯落有致的「粉牆」、「黛瓦」、「馬頭牆」，在青山綠水
襯托下，寧靜而秀麗。民居內精雕細琢的徽派三雕(磚雕、石雕、木雕)、徽派園林、盆景等佈局
工巧，文化內涵深厚，無愧為古民居之典範。
宏村：徽派民居的代表。始建於1131 年，保有明清古民居約158 幢。鱗次櫛比的古民居群，融自
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為一體，被譽為「中國畫裏的鄉村」。榮獲多項奧斯卡 .像獎的影片《臥虎藏
龍》，在這裏拍攝。宏村于2000 年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入「世界文化遺產」名錄。
黃山：「五嶽歸來不看山，黃山歸來不看嶽」，「登黃山天下無山」。黃山自古即被尊為中國名
山之最，與大峽谷、尼加拉瀑布等同列世界奇景。1990 年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入「世界文化與
自然遺產」名錄。巧石、奇松、雲海、溫泉、冬雪，號稱「黃山五絕」。一年四季景色皆怡: 春季

山花滿遍，奼紫嫣紅；夏季溪水潺潺，一片翠綠; 秋季紅葉染山，猶如淡彩山水；冬季銀妝素裹，
松濤聲聲。
始信峰：黃山五大觀景台之一。明代黃習遠遊至此，覺如入畫境 ，似幻而真，嘆曰：「始信黃山
天下奇」。始信峰的特色是奇松林立，蒼勁多姿，「不到始信峰，不見黃山松」。
散花塢：五大觀景台之一。觀景台前方的山塢裏，每年暮春時節，百花齊放，豔麗無比，明代黃
汝亭將此命名為「散花塢」。此地是觀賞黃山奇石的最佳地點之一，如「夢筆生花」、「駱駝」、
「姜太公釣魚」、「飛來鐘」等。
排雲亭：五大觀景台之一。前臨西海大峽谷。放眼望去，群峰山巒重疊交錯，林立巧石千奇百怪，
是後山觀賞黃山奇景最有人氣的地點。景區層次分明，富有縱深。顏色豐富，奇岩交疊，亂石崩
雲的形象，是黃山幻境美景之巔峰。此處亦是觀賞黃山落日美景的著名地點。
魔幻景區：黃山最新開發的新景區。一條蜿蜒的觀景棧道，開鑿在懸崖峭壁上，沿途奇松、巧石、
怪峰、幽谷、景色奇秀。同時遊客較少，是品賞黃山美景最佳的景區。
清涼台：五大觀景台之一。視野開闊，風景絕佳，以觀賞日出，雲海知名。站在臺上，可遠望
「十八羅漢朝南海」、「豬八戒吃西瓜」、「飛來柱」等巧石及300 多年樹齡的「扇子松」。
光明頂：五大觀景台之一。海拔1841 公尺，為黃山第二高峰。前山後山以此為界。頂部平坦且視
野廣闊，可統觀黃山的東海、西海、北海及天海景色，同時也是遠眺蓮花峰、天都峰、鼇魚峰、
玉屏峰的最佳地點，「不到光明頂，不見黃山景」。
鼇魚峰：海拔1780 公尺。站在鼇魚背上隆起的平臺，蓮花、玉屏 、天都三峰如在眼前但又險絕莫
名。黃山可親又可畏，在鼇魚峰上真是點滴在心頭。山腰鼇魚洞為著名景點。
百步雲梯：208 階的陡升石階。西側為懸崖深淵，寬度只容一人 。每當風起雲湧，此階梯猶如步
往雲層之中，非常驚險刺激。
蓮花峰：海拔1864 公尺，是黃山第一高峰。遠眺蓮花峰，峰頂有數個高低起伏小山丘，仿佛初綻
的蓮花，主峰兩側另有蓮蕊峰，外型十分秀麗。
玉屏樓 ：玉屏景區之中心，舊稱「文殊院」。樓前有一寬闊平臺，稱為「文殊台」。文殊台左側
有中國國寶「迎客松」，一旁還有「送客松」、「陪客松」及「望客松」等。由文殊台遠眺，前
山險峻壯麗的景觀一覽無遺。
烏鎮西柵：一樣的水鄉古鎮 ，不一樣的烏鎮 ; 一樣的烏鎮，超值旅遊安排令您感動的烏鎮西柵。
西柵的美，美在它自然天成與專家現代理念的完美結合。修舊如舊並深深地挖掘本地乃至江南深
厚的文化底蘊，在這裏發揮到極致,成為典範。它是自然的流露，沒有刻意雕琢的痕跡。
蘇州：歷史名城，春秋時代吳國首都，盛產魚米絲綢，自古以來就是中國最繁華富庶之地。幽雅
的古樸風貌，濃厚的文化素養，形成蘇州迷人的毓秀風味。蘇繡、絲綢、碧螺春茶為著名特產。
蘇州美食，名滿天下。超值旅遊特別安排百年老店「松鶴樓」,讓您品嘗真正的蘇幫菜。

蘇州留園：與蘇州拙政園、北京頤和園、熱河避暑山莊並列中國四大園林。江南園林以秀麗見長，
多半建於城市中，所以佔地都不大，而如何在小格局中創造大意境，正是江南園林造園藝術的精
華。留園面積雖只有拙政園的一半，但以小見大，正是其特色。別具風格的建築群，和山水間的
佈局，可說是多一分嫌胖，少一分嫌瘦。留園之造園藝術包含中華文化博大深遠的美學、工學、
文學、植物學等，超值旅遊的專業導遊，會細細為您剖析其中奧妙，讓您從平凡中領略其偉大的
蘊含。
東凌絲綢研究所：中國首家專業蠶繭絲綢鑒定和研究機構。有養蠶、選繭、煮繭、繅絲、複搖等
傳統工藝流程供遊客參觀。所研製的優質天然蠶絲產品，銷往世界各地。商場專售真絲產品，從
各種染色、印花、提花面料到品種齊全的服裝、頭巾、領帶、刺繡、蠶絲被等。
山塘街：山塘街歷史悠久，它始建於唐代寶歷年間，至今已有一千一百餘年。 山塘街全長七華里，
當時唐代詩人白居易來蘇州做蘇州刺史時組織鑿渠修路，水陸兩路同時開通，將虎丘與城相連，
水路即是山塘河，陸路便是山塘街。自此之後， 山塘街一直是充溢濃厚的民族風俗、極具吳地特
色的旅遊勝處。山塘街一直被譽為「姑蘇第一名街」，街上店舖、住家鱗次櫛比，這裡的房屋多
為前街後河，有的還 建成特殊的過街樓，真是朱欄層樓，柳絮笙歌。
評彈：評彈是評話和彈詞的合稱，俗稱說書，是用蘇州方言進行說唱、表現的地方曲種。蘇州評
彈表演，多數是一男一女兩個演員，男的彈三弦，女的彈琵琶，用說唱形式講故事，音調糯膩，
吳儂軟語，令您陶醉其間。超值旅遊特為您安排當地著名評彈老師，於餐廳表演，讓您邊用餐邊
欣賞。
虎丘：原為吳王闔閭的行宮，後成為其陵墓，號稱「吳中（蘇州）第一名勝」。兩千四百餘年的
歷史，處處皆有古蹟，如虎丘塔、劍池、試劍石…等。整個地區林木幽深，清泉穿流，更因隱藏
了許多故事，增添它遊覽的樂趣。
上海雜技團：上 海雜技團是久負盛譽的一流文藝表演院團，創建於1951 年，至今已有四十六 .歷
史。其豪華的演出陣容、齊全的節目品種、高超的雜技技巧、優美的綜合藝術， 在國際雜技界長
領風騷，足跡遍佈中國及世界各地。半個世紀以來，上海雜技團移植創新演出眾多雜技、馬戲、
魔術節目等等，並作為中國第一個進行商業出訪演出 的文藝院團，先後派出 100 多支演出團走出
國門，知音滿天下。在國際國內賽場上，上海雜技團更是屢獲殊榮。
自由活動：午 餐之後是自由活動時間，如果您喜歡逛街購物，淮海路商業街、長樂路及南京西路
商業街都是不錯的選擇。 各類特色小店，名牌商品十分齊全。 如果要放鬆心情，體驗當地人日常
休閒的感覺，衡山路酒吧街則是一個好去處。此外參觀上海聞名的百樂門，坐遊船遊覽黃浦江看
夜景，近距離欣賞上海地標東方明 珠塔都會令您遐思神往，流連忘返。一定要把握寶貴的時間，
才不虛此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