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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Floor, Shoplot S12, Taman Foh Sang, LorongMawas 1, 
JalanKolam, Luyang, 8830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Tel: +6088-219881, 216881, 221299  Fax: +6088-225281 
Website: www.firstchoicetravels.com 

email:  firstchoice.bki@gmail.com 
 

我们的承诺: 团费保证√住宿保证√航班保证√明确实价√美食经验√ 

 

8 天魅力江南水乡游 
上海、蘇州、無錫、南京、杭州 + 江南水鄉 

TOUR CODE:CSH08C 

帶您全覽江南及古鎮韻味。行程並安排雙秀雙古鎮，讓您此次遊程更加豐富充實 
 

优选航班 (汶航 BI)   

亚庇 汶莱 上海 上海 汶莱  亚庇 

BI 822 BI 613 BI 614 BI 829 

0840/0930 1025/1445 1535/2015 2130/2210 

 

 
◆全程使用 4+5 星酒店，上海提升 2 晚 5 星级正地豪生酒店。 
 
◆《全程无自费必加项目，免费赠送特色双秀表演》： 

 【杭州】張藝謀執導之「印象西湖」山水實景表演 

  註：因印象西湖為戶外實景演出，若因氣候因素停演，將以「宋城夜秀」替代，造成不便，請見諒！ 

【上海】上海─集世界頂級聲、光、電、水幕多媒體效果的國際級表演～上海馬戲城【ERA─時空之旅】。 
 

◆行程走訪江南 5 大富裕城市【上海】、【杭州】、【蘇州】、【無錫】、【南京】+ 江南水鄉【南潯古鎮】、【乌镇】 

【上海】-城隍廟商圈、外灘、南京步行街、东方明珠塔、老上海陈列室、磁浮列车、黄浦江游船 

 一轴四馆（世博轴、中国馆、世博主题馆、世博中心、世博演艺中心）  

 【苏州】-寒山寺、观前街、獅子林、时代广场天幕 

 【无锡】-三國城─戰船遊太湖、蠡湖公園、八佰伴商圈 

 【南京】- 中山陵、明故宮遺址、東水關古城牆、南京夫子庙步行街 

 【杭州】- 西湖遊船、花港觀魚、西湖博物馆、东桥公园、南山路、城隍阁、灵隐寺 

 【古镇】- 南潯古鎮、乌镇。 

 

●【當地特色餐食】●  

◆东方明珠搭享用自助餐 ◆杭州东坡肉 + 叫花鸡 ◆苏州吴门家宴 ◆南京六朝扒蹄 + 盐水鸭 + 西施宴  ◆无锡排骨◆上海小

笼包 ◆上海本帮菜 ◆皮都风味 
 
 
●【購物安排】● 

（1）南京-玉石 （2）无锡 –珍珠馆 （3）苏州 – 丝绸 （4）杭州 –龙井茶 

(僅四站購物、請參觀比較、絕不強迫購買、無自費不上攝影、旅遊品質有保障) 
  
●【贴心好礼】● 

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杭州-天竺筷， 苏州-丝帕， 无锡-泥人， 南京-雨花石 

http://www.firstchoicetravels.com/
mailto:firstchoice.bki@gmail.com
http://www.hzyxxh.com/
http://www.songcn.com/zyyw/gf_scjq_scqgq.asp
http://www.era-shanghai.com/
http://www.hanshansi.org/#_blank
http://www.hzwestlake.com/#_blank


UPDATED24DEC13 

 
 

第 1 天 

亞庇 汶萊 上海 無錫【八佰伴商圈】 
 

今日集合於亚庇機場乘搭豪华客机途径文莱启程飞往中國第一商業大城【上海】。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業、金融中心，也是優秀的旅遊

城市，素有「東方巴黎」、「購物天堂」的美譽。上海在租界時期遺留了眾多富有特色的歐式建築，而 1990 年代起，又出現了諸多現代

化建築，同時周邊郊區分布著幾處具有江南風格的水鄉古鎮，均成為了江南一帶極具特色的旅遊景觀。抵达后，驱车前往【无锡】。 

【八佰伴商圈】是江蘇省最大的中外合資購物中心、旅遊商店，地處無錫中心商業區，八佰伴彙集了現代消費領域閃耀著藝術光芒的眾

多國際著名品牌。 
 

餐 食： 午餐 - 機上便餐  晚餐√ 

酒 店： 4*无锡协和广场酒店或同級 

 

第２天 

無錫【蠡湖公園、三國城（戰船遊太湖）】 南京【東門關古城牆、南京夫子廟步行街】 
 

早餐后，先游览【蠡湖公園】，園內以植物造景爲主，建有「春之媚」、「夏之秀」、「秋之韻」、「冬之凝」四季花木林帶。整個公

園以人為本，以水為魂，為融合東西方造園理念之精心構。 

【三國城】為中央電視台為拍攝電視劇《三國演義》而建，佔地 500 餘畝，位於無錫太湖之畔，是目前太湖影視城中最大的景區，城內

建造了具有影視文化特色、漢代風格的「吳王宮」、「甘露寺」、「曹營水寨」、「七星壇」、「烽火臺」等數十個大型景點和 20 多條

古戰船，特別為你安排搭乘★戰船遊覽太湖，一覽風光旖旎的湖光山色。(含電瓶車)。 

之后继程前往【南京】。 

【東水關古城牆】，東水關有 1000 多年的歷史，曾經是古秦淮重要的交通樞紐，是秦淮河流入南京城的入口，也是南京古城牆唯一的

船閘入口。因此，東水關理所當然的成為了十裏秦淮的"龍頭"。 

晚餐后夜游【南京夫子庙步行街】， 漫步于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并欣赏【秦淮河风光】。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4*南京悦客酒店或同級 

 

第３天 

南京【中山陵（含電瓶車）、明故宮遗址】 蘇州【寒山寺、時代廣場天幕】                                                                       
 

【中山陵】（含电瓶车），為國父孫中山陵寢所在地，它運用寬廣的石階連成大尺度的整體，巧妙的結合南京鍾山形勢，莊嚴而宏偉；

且全部使用藍色琉璃瓦，更添肅穆、哀思的氣氛。 

【明故宮遺址】，南京明故宮是北京故宮的藍本，是南京歷史上第一個全國統一王朝的皇宮，在今中山東路南北兩側。明太祖朱元璋攻

取集慶(南京)後，改集慶為應天府。朱元璋為做皇帝，最終選定這塊「鍾阜龍蟠」、「帝王之宅」的風水寶地。 

【苏州】古稱吳，位於長江三角洲和太湖平原的中心地帶，著名的魚米之鄉、狀元之鄉、經濟重鎮、歷史文化名城，自古享有「人間天堂」

的美譽。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江南吳文化的發祥地，歷史上長期為江南地區一級行政區的首府。  

【寒山寺】中国十大古寺之一，位於蘇州城西的楓橋鎮，院內青松翠柏，曲徑通幽。寒山寺創建於梁代天監年間，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

年歷史，唐朝詩人「張繼」當年搭船途經此處時，因滿懷旅愁，觸景生情寫了下《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從此，詩韻鐘聲千載流傳，讓蘇州寒山古剎名揚中外因一首诗而闻名的千古名寺，该寺曾多次毁于

战火， 现存殿宇多为清代重建。 

【时代广场天幕】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LED 天幕，這座長 500 米、寬 32 米、高 21 米的巨型 LED 天幕，取代了美國拉斯維加斯的 400

米天幕，而成了「世界第一天幕」。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4*苏州雄狮山庄大酒店或同級 

 

第４天 

蘇州【獅子林、观前街】 南潯(南潯古鎮～遊古河) 杭州【印象西湖夜秀】 
 

【獅子林】是元代僧人天如禪師為紀念他的教師中峰神僧而創建的。獅子林擁有國內尚存最大的古代假山群。湖石假山玲瓏眾多、出神

入化，形似獅子起舞，被譽為「假山王國」，有「桃源十八景」之美譽。園中最高峰為「獅子峰」，另有「含暉」、「吐月」等名峰，建

筑有「立雪堂」、「臥雲室」、「指柏軒」、「問梅閣」等。 

【觀前街】蘇州最重要的商業區，是一條步行街，位於蘇州古城的中心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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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潯古鎮】位於浙江和江蘇的交界處，一個富貴水鄉。並安排船遊古河，讓您體驗江南的『小橋、流水、人家』。 

【杭州】是京杭大運河的終點，向以西湖名勝聞名，其風景秀麗，歷史悠久，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譽，是中國六大古都之一。 

【印象西湖夜秀】由著名導演張藝謀、王潮歌、樊躍「鐵三角」導演團隊聯手打造，在西湖上山水實景演出。以西湖濃厚的歷史人文和

秀麗的自然風光爲創作源泉，深入挖掘杭州的古老民間傳說、神話，將西湖人文歷史的代表性元素得以重現，同時借助高科技手法再造西

湖雨，反映雨中西湖和西湖之雨的自然神韻。整場山水實景演出，通過動態演繹、實景再現，將杭州城市內涵和自然山水濃縮成一場高水

準的藝術盛宴，向世人推出。 

註：因印象西湖為戶外實景演出，若因氣候因素停演，將以「宋城夜秀」替代，造成不便，請見諒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4*杭州永汇国际酒店或同級 

 
第５天 

杭州【船游西湖、花港觀魚、長橋公园、南山路、灵隐寺】 
 

【西湖游船】，周長 15 公里，面積 5.6 平方公里。湖中蘇堤、白堤等把湖面分隔為外湖、里湖、岳湖、西里湖、小南湖 5 部份。自古以

來西湖的魅力就吸引了中外無數的遊客。 

【花港觀魚】西湖十景之一，「盧園」是南宋內侍盧允升的私人花園，因其處有清溪自花家山流下，故名「花港」，花港觀魚，與蘇堤

前接，全園分爲魚池古迹、紅魚池、牡丹園、花港、大草坪、叢林區、芍藥圃等七個景區。公園中部的南端是最吸引人的地方－紅魚池。

池中滿蓄金鱗紅鯉，池畔花木扶疏。遊人投餌，群魚爭食，有聲有色，賞心悅目。 

【长桥公园】位於浙江省杭州西湖的東南角，南山路長橋旁。長橋是西湖三大情人橋之一，一說梁祝十八相送到此餞別，在橋上來來回

回走了十八裡路，祝英台以物喻情打了十八個比喻，是謂“路長橋不長”；另一說南宋布衣王宣教與陶師兒自由戀愛，為陶後母所阻，在長

橋荷花池頭雙雙殉情。故“長橋不長，斷橋不斷，孤山不孤”被稱為“西湖三絕”。 

【南山路】位於西湖湖畔，已是杭州著名的 PUB 一條街，此地多種不同特色的餐廳及 PUB 林立，更能襯托出西湖最美麗的一面。 

【灵隐寺】位於杭州西北靈隱山麓，前臨冷泉，面對飛來峰。寺始建於東晉，屬佛教禪宗十剎之一，為西湖第一名勝。寺有東西二山門，

與天王殿並列，天王殿上 懸"雲林禪寺"匾額，是清代康熙手書。當年康熙南巡至杭州，登上北高峰，觸目所見，雲林漠漠，煙霧飄渺，而

靈隱寺隱現於其中，遂即景題提署此四字。正殿大 雄寶殿為單層三檐歇山式建築，高達３３.６米，其規模之巨，為國內罕見。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4*杭州永汇国际酒店或同級 

 

第６天 

杭州【城隍阁】 【江南水鄉～烏鎮】 上海【外灘、南京步行街、黄浦江遊船】 
 

【登城隍阁】（品西湖藕粉，听江南丝竹），共七层的仿古楼阁式建筑，炫煌富丽，融合元、明殿宇建筑风格，兼揽杭州江、山、湖、

城之胜。 

【江南水鄉～烏鎮】是一個有 1300 年建鎮史的江南古鎮。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將全鎮劃分爲東南西北四個區塊，當地人分別稱 之爲『東

栅、南栅、西栅、北栅』。烏鎮、以其原汁原味的水鄉風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一躍成爲中國著名的古鎮旅遊勝地。傳承千年的曆史文化；

淳樸秀美的水鄉 風景；風味獨特的美食佳肴；繽紛多彩的民俗節日……深厚的人文積澱和亙古不變的生活方式使烏鎮成爲了東方古老文明

的活化石。智慧的傳承伴随脈脈書香，在烏 鎮展現出一幅迷人的曆史畫卷。 

【外滩】步行外灘是最美麗的時刻，從外灘頭走到外灘尾，短短 1.8 公里路程，卻有超過 30 棟古老建築隨行，每一棟都訴說著上海灘的

老故事，走一趟外灘，聽幾段故事，回想上海灘的風華與風采，最是動人。外灘的西側便是一群當年盡顯「遠東華爾街」的風采，今天被

稱為「萬國建築博物館」的建築群，先後建於 20－40 年代，群集各種建築藝術風格為一體。 

【南京路步行街】两旁琳琅满目的商店肯定让爱购物逛街者陷入疯狂！ 

【黄埔江游船】特别安排遊船一覽外灘的澔瀚景色。沿途可盡覽黃浦江兩岸各具特色的建築。浦西具歐陸風情的萬國建築群，一一訴說

著上海的繁華歷史；浦東具現代風格的高樓大廈，一一見證著上海的經濟實力，這也說明了上海母親河─黃浦江，是如何孕育上海這塊土

地。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5*上海国际正豪酒店或同級 

 
第７天 

上海【城隍廟商圈、東方明珠塔（含悬空廊+自助午餐）、 老上海歴史陳列室、 泰康路田子坊、上海

馬戲城─ERA 時空之旅】           
今早先到到倍感《清明上河图》里乡土气息的【城隍庙商圈】游览及购物闲逛， 

接着登上【东方明珠塔】（含悬空廊），尊享东方明珠塔亚洲第一空中旋转餐厅景观自助午餐,将外滩，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等美景尽收

眼底，是饱览上海的最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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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历史陈列室】，逼真生动的蜡像展示了上海的发展史。 

【泰康路田子坊】，說藝術，很多人不懂，不知道藝術有什麼價值，在上海，藝術卻悄悄改變了一群人的命運。就像田子坊，有不知多

少的藝術家在此地落根，用自己的創作展現對於田子坊的熱愛，為這片曾經面臨拆除命運的老房子，注入新的城市生命。 

【上海马戏城 –ERA 时空之旅】以「秀一個上海給世界看」為表演精神，全劇以中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為創作主線貫穿，巧妙的將

先進的多媒體技術與傳統中國表演藝術融為一體，透過多媒體技術運用，使我們能夠跨越千年時空，體驗【傳統與未來】之旅。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5*上海国际正豪酒店或同級 

 

第８天 

上海【一轴四馆，磁悬列车】 汶莱 亚庇 
【一轴四馆】（世博轴、中国馆、世博主题馆、世博中心、世博演艺中心），世博精华之保留。 

【磁悬浮列车】前往机场，体验一段“陆地客机”所带来的奇异感受。由领队办理出境手续后乘搭飞机途径汶莱返回亚庇。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机上便餐 

 

旅途完满结束,返回温暖的家。希望您与首席旅游社共享美好的假期, 期盼再次为您服务。祝您旅途愉快！ 

 

重要事项： 
01. 此行程执行日期：2014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不包括 10 月 1 号-8 号） 

02. 如遇不可抗拒因素，本公司有权调整行程及行程次序，以当地接待社最终安排为准。如遇酒店房间客满，本公司将安排

更好的酒店。 

03. 游客所持有旅游证件的有效日期必须 6 个月或以上（以出发日期计算）。所有旅客须持有有效签证进入相关旅游国家，

如旅客被当地海关拒绝入境，本公司不承担一切责任。 

04. 以上团队 15 人成团出发（以成人计算），本公司职员将协助办理去程机场登机手续，由当地导游接待。本公司领队或

职员将随团出发。 

05. 基本上全程以中文讲解为主。如需以其他语言讲解，必需在报名时提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将另做安排。 

06. 任何三人房都以折叠式加床为标准。 

07. 若中途脱队/或离团，需补额外费用马币 350/每人。 

08. 为了在旅游期间能让团员获得全面保障，建议出发前购买旅游保险。 

09. 本行程中所包含的信息在印刷时是准确的。如食肆丶景点或旅行社提供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10. 中英文行程如有差异，将以中文行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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