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上海》魅力烏鎮 迪士尼樂園（個人耳機）五天
【

三排椅 車上

無購物】

★本行程為了維護旅遊品質貼心安排：
①全程車上 Wifi。
②全程用遊覽車 VIP 三排椅。
③全程個人耳機導覽，精彩講解不遺漏。
※上海魔都 奇幻之旅 即將展開：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官方網站】www.shanghaidisneyresort.com
自 2016 年 6 月 16 日起，您將可以探索一個前所未有的神奇世界，每個人都能在這裏點亮心
中奇夢。這就是上海迪士尼樂園，充滿創造力、冒險精神與無窮精彩的快樂天地。您可在此
遊覽全球最大的迪士尼城堡——奇幻童話城堡，探索別具一格又令人難忘的六大主題園
區——米奇大街、奇想花園、夢幻世界、探險島、寶藏灣和明日世界。
※【中國魅力名鎮－烏鎮】你是否厭倦了都市的紅塵喧囂，擁有 1300 年歷史的江南名城烏，
返璞歸真之美早已世人皆知。然而你不知道的是，今年冬天，烏鎮將向你展示她一直珍藏的
私家景色。烏鎮的夜，萬籟俱靜，一夜酣夢，盡洗塵世的喧囂，西柵夜色水景之美超凡脫俗，
無論從構思的精巧還是氣勢的宏大而言，在景區都難得一見，清風徐來的夜晚，自由自在地
徜徉在泛著淡淡光暈的大街小巷中，遊客可以盡情領略烏鎮之夜的安逸。
※【不同體驗〜入住烏鎮水鄉】在烏鎮留宿，自然有多種選擇，但如果想要充分領略烏鎮的
枕水風情，融入古鎮原住民的生活，那麼入住烏鎮民宿會是你的最佳選擇。
註：（烏鎮內酒店因房型較小，無法提供加床，若須全程三人一室者，遇此天則改為與其他
旅客同房）。
※ 魔都時尚上海:
※【體驗上海動感 BUS 暢遊浦東（45 分鐘含咖啡小點心）】在陸家嘴這個魔力又誘惑的地方，
咖啡的香氣，順著街邊，蔓延開來，繼而你會看到如同火焰一般的「動吧 donbar」，宛如一
旺朝陽從陰沉壓抑的快節奏中帶來新鮮的活力和動力。在巴士內享用美食和咖啡的舒適感與
絕妙體驗，你會忘了凡塵中三千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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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保證無購物〜無自費~讓您旅遊輕鬆又自在】
※【團費包含】
◎航空公司來回團體機票，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車資、門票等費用。
◎保險：５００萬旅行業責任保險、２０萬意外醫療（備註：若有７０歲以上（含）及１４
歲
以下（含），依保險公司規定只能維持旅行社責任保險２００萬／醫療２０萬，敬請注意）
◎當地導遊、司機及領隊之小費；建議小費２００元／天。
◎臺北機場稅、安檢、燃料稅。
※【費用不包含】
◎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及其他個別費用。
※【出團備註】
◎行程航班飯店僅供參考；實以說明會之資料為淮。
◎本行程僅適用於本國人（中華民國護照者）參團有效；非本國國籍之旅客及台商及大陸人
士，價格需另計。
◎中國區域各地酒店不同，團體旅遊中，基本房型均以提供兩小床。若你指定大床房型，視
酒店提供為主，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或三人一室加床房型（或可能需另外加價）。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客及旅客於出遊其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
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
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如客人因個人因素需要中途脫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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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美金）。
◎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方法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２〜３道為主，
敬告知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可先自由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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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環球金融中心觀光廳 100 層→飯店
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豪華班機飛往十里洋場之【上海】。
【環球金融中心觀光廳１００層】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是位於中國上海陸家嘴的一棟摩天大樓。地上
101 層、樓高 492 公尺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是由開發東京六本木新城的森大廈集團所主導獨特的建

築造型，讓它始終是浦東不可能錯過的超醒目存在。其中最炫的就是登上它第 100 樓的「觀光天閣」，
它是一條位於 474 公尺高，長約 55 公尺懸空觀光長廊，裡頭建有 3 條透明玻璃地板，從腳下就可以
親睹整個城市美景。今世界摩天大樓中“人可到達”的最高高度。
※【舌尖上的江南美味安排】
☑上海晚餐 :小南國餐廳 :上海菜以濃油赤醬的紅燒菜為主，做法精緻，擅長家常菜餚。「小南國」餐廳繼承
保留了濃郁香酥、腴潤適口的上海本幫菜的特點，發展出獨特細膩、精緻、典雅的上海菜。

晚餐：海龍海鮮坊
（60 人民幣）
住宿：國際品牌：５★寶華萬豪酒店或 JW 新發展亞太萬豪(大堂有免费的 wifi )
或豫園萬麗酒店或浦西洲際酒店或同級
早餐：X

第二天

午餐：機上套餐

上海/(上海立達學院)研討會→黃浦外灘萬國建築博覽群→飯店

【黃浦外灘】東面靠著黃浦江，西側是５２幢風格各異的大廈，外灘的精華在於這些被稱為
“萬國建築博覽”的外灘建築群。著名的中國銀行大樓、和平飯店、海關大樓、匯豐銀行大
樓再現了昔日“遠東華爾街”的風采，外灘那一座座鋼筋水泥的樓宇，不正講述著舊上海灘
如夢般繁華的往事。

早餐：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花馬天堂雲南菜餐廳
（人民幣２５０）

住宿：國際品牌：５★寶華萬豪酒店或 JW 新發展亞太萬豪(大堂有免费的 wifi )
或豫園萬麗酒店或浦西洲際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上海／烏鎮→烏鎮西柵景區+搖櫓船【醬園、染坊、西柵大街、老郵局、
三寸金蓮館、昭明書院】
【烏鎮西柵景區】具典型江南水鄉特徵的烏鎮，完整的保存著原有晚清和民國時期水鄉古鎮
的風貌和格局。以河成街，街橋相連，依河築屋，水鎮一體，組織起水閣、橋樑、石板巷、
茅盾故居等獨具江南韻味的建築因素，體現了中國古典民居「以和為美」的人文思想，以其
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和諧相處的整體美，呈現江南水鄉古鎮的空間魅力。
烏鎮形象代言人劉若英，來過，便不曾離開——烏鎮，劉若英歸心烏鎮。她說，我跟這裡（烏
鎮）有故事，她不會像我去一個只是漂亮的地方。因為這個世界上漂亮的地方很多，但是跟
你有緊密關係的地方，其實並不多。來烏鎮，拍一張劉若英同款照片，追尋她的足跡，走過
她去的每一個地方，與她再次「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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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手工環保印染晾曬大型工坊。工坊占地 2500 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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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染坊在當地叫做草

木本色染坊。
【西柵大街】在西柵街區，你看不到一條水泥路，所有的街巷全是用磚石鋪就，行走在那些
被歲月磨得發亮的青石板上，你仿佛在與悠久的歷史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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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寸金蓮館】在烏鎮，就有這樣一個主題展館「絕代金蓮」，它用大量珍貴的實物和圖片
向您講述烏鎮歷史也是中國歷史上婦女一個畸形的追求美的歷程，如此全面、系統的展示纏
足文化，在世界上也是第一家。展館共展出歷史中國不同各地的纏足鞋 825 雙，還有眾多的
圖片及纏足用具，並配有詳實的文字說明。
【昭明書院】南梁昭明太子讀書之地，現為西柵圖書館, 昭明書院得名於曾在烏鎮築館讀書
的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書院坐北朝南，半回廊二層硬山式古建築群。主樓為圖書館，收藏
有文化、社會科學、藝術、休閒旅遊等方面的圖書和雜誌可供閱覽，並設有電子閱覽室、講
堂、書畫、教室等。中為校文臺，為著述編校之處。前方庭園中有四眼水池，四周古木參天，
濃蔭匝地。正門入口有明朝萬歷年間（1573-1620）建立的一座石牌坊，上題「六朝遺勝」。
特別安排：【望津裡精品下午茶悠閒時光】：在景點逛累了，停歇旅遊腳步，坐在千年古鎮
裡，體驗烏鎮小橋，流水，人家生活，這才是旅行的意義。

早餐：飯店內

午餐：
烏鎮風味餐(70 人民幣)

晚餐：飯店內(90 人民幣)

住宿：大陸品牌：通安客棧 2 號樓／水市客舍枕水度假酒店／或同級（大堂及房
間有提供免費 wifi）

第四天 烏鎮→上海迪士尼樂園(全日自由活動)
您將可以探索一個前所未有的神奇世界，每個人都能在這裏點亮心中奇夢。這就是上海迪士
尼樂園，充滿創造力、冒險精神與無窮精彩的快樂天地。您可在此遊覽全球最大的迪士尼城
堡——奇幻童話城堡，探索別具一格又令人難忘的六大主題園區——米奇大街、奇想花園、
夢幻世界、探險島、寶藏灣和明日世界。

<奇幻童話城堡>奇幻童話城堡將成為上海迪士尼樂園中閃耀的地標。它不但是上海迪士尼樂
園中最高的建築，也是全球最高、最大、最具互動性的迪士尼城堡。它將首次聚集從迪士尼
豐富且雋永的傳統中所誕生的每一位公主。
<米奇大街>，它將是全球迪士尼樂園中第一個以米奇和他的夥伴們為主題的迎賓大道，米妮、
唐老鴨、黛絲、高飛以及布魯托等一眾夥伴將在這裏歡聚。這條繽紛多彩的大街分為四個街
區，遊客可以在這裏與喜愛的迪士尼朋友熱情擁抱、合影留念。在大街上五花八門的商鋪中，
“M 大街購物廊”將提供樂園內最豐富的禮品和紀念品選擇。
＜奇想花園＞贊頌大自然的奇妙和想像力帶來的快樂，其七片神奇小花園讓遊客忘卻塵囂，
或駕著“幻想曲旋轉木馬”迴旋在歡樂中、或乘著“小飛象”翺翔天空、或觀賞園區裏多項
標誌性的迪士尼娛樂演出，例如城堡舞臺秀和“點亮奇夢：夜光幻影秀”。
<夢幻世界> 晶彩奇航，在夢幻世界登上晶彩奇航，一起重溫包括《花木蘭》等諸多經典故事
中的場景。小熊維尼歷險記，加入小熊維尼歷險記，與小熊維尼和他的夥伴們一起穿梭在超

大型的中文故事書中，開啟一段冒險旅程。
<寶藏灣>和最有魅力的海盜——狡猾而又風度翩翩的傑克船長同行，揚帆寶藏灣！在這裏開
啟一場樂趣滿滿的海上之旅，潛入深海，搜尋戴維•瓊斯長眠於海底的戰利品——沿途還會
遇上海盜、美人魚、甚至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的海怪。
<探險島>獨一無二的探險島將帶領遊客進入一個全新發現的遠古部落。這裏彌漫著神秘的氣
息，隱藏著失落的寶藏。古老傳說的發源地——雷鳴山矗立其中，讓遊客一眼就能找到這個
園區。
<明日世界>充滿了無盡可能並展現出未來最光明的願景。迪士尼運用各類創新技術為這個園
區帶來全新面貌：新的星際探險項目“巴斯光年星際營救”帶領遊客們勇往直前、超越無限；
“噴氣背包飛行器”讓人們突破重力束縛；“創極速光輪”包裹在巨大的半透明穹頂建築下，
幻化著不同光彩，吸引遊客跨上兩輪光輪摩托隊列，挑戰全球迪士尼樂園中最緊張刺激之一
的過山車項目。遊客們還能在“明日世界”旁體驗到專為上海迪士尼樂園打造的互動體
驗——“星球大戰遠征基地”。
【參加遊客，門票老年人及兒童及嬰幼兒，優惠門票退費方式】
※年齡滿 65 歲及以上：每人退費台幣 450 元 (入園當日領取敬老票)
※兒童年滿 2 歲，身高 100~140 公分(含 140 公分)：每人退費台幣 450 元 (入園當日領取兒
童票)
※年滿 2 歲，身高未滿 100 公分：每人退費台幣 1800 元(免票範圍，入園當日不提供票券)。
※嬰兒(未滿 2 歲)：免票範圍不退費
※殘障遊客(需提供殘障證明)：每人退費台幣 450 元 (入園當日領取優惠票)
以上請於出團前三個工作天(不含週末及例假日)告知正確身高及年齡，退費金額於團體出發
前由團費中扣除，當地不予退費。如若入園當天經樂園工作人員判定身高不符合折扣範圍，
則需重新購買一張門票，原定門票也無法退費，門票都為指定日，如已購買者旅客，團體中
臨時告知不克前往，將無法再行退費，敬請見諒！
【不前往樂園者旅客，退費方式】
※年齡滿 65 歲及以上：每人退費台幣 1800 元
※兒童年滿 2 歲，身高 100~140 公分(含 140 公分)：每人退費台幣 1350 元
※殘障遊客(需提供殘障證明)：每人退費台幣 1350 元 (入園當日領取優惠票)
請於出團前三個工作天(不含週末及例假日)告知不前往，退費金額將於出發前由團費中扣除，
當地不予退費，敬請見諒。如旅客當天又想前往，導遊將協助旅客自費購買門票.
【特別報告】:
1、上海迪士尼樂園的所有門票均為指定日票，故團體實際入園日期會因 此前後調整，以預
約的日期當天入園，無法指定，敬請旅客見諒理解。
2、旅客持一張上海迪士尼樂園的門票將可全天通行樂園內所有的遊樂專案和娛樂演出。觀看
位於迪士尼小鎮內的華特迪士尼大劇院上演的百老匯音樂劇《獅子王》需單獨購票。
3、上海迪士尼樂園的所有門票均為指定日票。樂園也將按照本地政府有關最大遊客承載量的
標準和要求採取相應的限流措施。
4、園區內各節目內容、時間隨季節變更，敬請於入園之後再確定節目表。
5、需自行搭車回酒店

早餐：飯店內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上海客萊福諾富特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體驗動感 BUS 暢遊浦東(45 分鐘)（含咖啡或軟飲 二選一)+小點心一份）
→上海星巴克→中國館（中華藝術宮）→田子坊→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桃園
【體驗上海動感 BUS 暢遊浦東（含咖啡或軟飲 二選一）】在陸家嘴這個魔力又誘惑的地方，
咖啡的香氣，順著街邊，蔓延開來，繼而你會看到如同火焰一般的「動吧 donbar」，宛如一
旺朝陽從陰沉壓抑的快節奏中帶來新鮮的活力和動力。在巴士內享用美食和咖啡的舒適感與
絕妙體驗，你會忘了凡塵中三千煩惱。
特別申明：動吧 donbar 目前專注小陸家嘴，固定線路：東昌路輪渡（對接城隍廟、外
攤）——上海中心、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東方明珠（地鐵 2 號線）—海洋水族
館——昆蟲館、觀光隧道—東昌路輪渡。
備註：此景點均為上海自在巴士為主，將有可能受到天氣及大陸政策等不可抗拒等因素而有
所變更，具體參照上海自在巴士提供的具體為準。如有更改，團體行程即改為《船遊黃浦江》〜

上海【星巴克烘焙工坊】 有著「全球最大」，「世界第二家」這兩大名號的星巴克臻選上
海烘焙工坊，從進門開始就不斷刷新你對星巴克的印象，僅面積就是西雅圖烘焙坊的兩倍，
達到 2,700 平方米，而長達 27 米的世界上最長星巴克吧臺，也會讓你不由得發出驚歎聲。在
充斥著咖啡與麵包香的空氣裏，一邊是咖啡師用各種不同的沖煮法制作的香濃咖啡，一邊是
來自義大利高端手工領導品牌“焙意之”帶來的眼花繚亂的甜點和麵包，奶油卷、披薩、馬
蘇里拉乳酪夾心餅乾三明治……每天都提供 80 多種不同的烘焙產品！再在佈滿各種不同的星
巴克臻選咖啡豆卡的牆前來張自拍，完成打卡！

【上海世博園區－中國館（中華藝術宮）】2010 年上海世博會標誌性建築、被譽為「東方
之冠」
的中國館將變身為特大型美術博物館——中華藝術宮。以打造世界藝術網路重要樞紐為目標、
展覽面積達到 6.4 萬平方米的中華藝術宮。
【田子坊】在泰康路 210 弄，這個小弄內現已發展為上海泰康路藝術街，巷弄內維持著古老
的廠房建築，內部卻是新穎的藝術創造天堂，在這裡特色小店林立，不管您是要找老東西、
新玩意，只要您用心發掘，都不會讓您空手而回，這裡可說是復古與時尚併行的殿堂。

早餐：飯店內

午餐：小南國（餐標１２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甜蜜的家

★以上行程配合當地作業可能前後順序調動，但絕不縮減行程內容，維護顧客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