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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Jiangnan 7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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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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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美景、步步故事  江南魅力、名冠中華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吳越春秋、上海滬桑
風流盡數、風味美食  盡顯文化、環宇爭光
精巧玲瓏、珍珠錦鍛  天賜良品、任由你賞

特色美食

．27

上海出發日期

Departure from Shanghai

2015
02/01、05/01、09/01
12/01、16/01、19/01
23/01、30/01、02/02
06/02、09/02、27/02
02/03、06/03、09/03
16/03、20/03、23/03
27/03、30/03、17/04
20/04

團費(AUD)
Tour Fee

單房差(AUD)
Single Supplement

$49

$180

免費接送機服務需至少在圖出發前3天預訂、否則不保證提供此服務

上海: 同仁堂藥膳、小籠包
無錫: 乾隆宴、太湖銀魚、無錫排骨
南京: 全鴨宴、老鴨煲
蘇州: 松鼠鱸魚、水鄉風味宴
杭州: 杭幫風味宴

Free pick-up service need reservation at least three days before departure

5歲以下小童免費、5-13歲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49
5-13歲小童 (佔床位、提供早餐) $99

Child Price: <5 years old free, 5-13 years old $49 (without bed & breakfast)
5-13 years old $99 (with bed & breakfast)

松鼠鱸魚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全程入住5星酒店 (雙人房) 5 star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保險: 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Travel accidental insurance within Mainland China

無錫排骨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2歲) : 共AUD85/人，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AUD85/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自費項目(>2歲):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AUD110/人 (必須參加! )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AUD110/person (>2 years old)

城隍廟商業區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
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請上www.nexusholidays.com.au查閱最新行程及價格

南京中山陵

第1天 抵達上海

財大豪生酒店5★或同級
抵達上海浦東或虹橋機場，聯誼假期優秀導遊將在機場迎接，送往
酒店休息。(當天在8:00am-11:59pm抵達航班，均享有免費接機服務)

第2天 上海

百瑞運河大酒店5★或同級
杭州(早、午、晚餐)
酒店早餐後前往【上海市中心人民廣場】參觀【上海博物館】，是一
座大型的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館藏珍貴文物12萬件，其中以青銅器
、陶瓷器、繪畫最為特色。前往【同仁堂】或【寶石店】。下午前往
【上海城隍廟商業區】，隨後遠觀【東方明珠】和【金茂大廈】。隨
後前往杭州。晚上自費觀賞【西湖之夜歌舞表演*】。

第3天 杭州

鼎業開元大酒店5★或同級
南京(早、午、晚餐)
酒店早餐後遊覽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觀魚】。花港觀魚地的蘇堤
南段西側，是承佛光紫氣而幽靜的植物園林。隨後【西湖船遊】。
西湖以其秀麗的湖光山色和眾多的名勝古跡而聞名中外，是著名的
旅遊勝地，也被譽為“人間天堂”。然後前往參觀【農夫茶園】。隨後
前往江蘇省會城市南京。晚餐後欣賞月色秦淮的【夫子廟】。

第4天 南京

無錫(早、午、晚餐)
錫州花園酒店5★或同級
酒店早餐後遊覽【南京中山陵】，坐落於紫金山南麓，是偉大的革命
先行者孫中山的陵寢，現在更成為海內外華人瞻仰的聖地。隨後參觀
【玉器博物館】及【水晶博物館】，午餐享用南京地方風味宴，包括
鹽水鴨。下午遊覽【長江大橋】，欣賞中華一絕的水晶內壁畫。之後
前往有三千年歷史的古城無錫。晚上品嘗乾隆宴，是當年乾隆下江南
是最喜愛的無錫菜肴，無錫排骨和太湖銀魚是當地才有的特色美食。
第5天 無錫

蘇州(早、午、晚餐)
姑蘇錦江大酒店5★或同級
酒店早餐後前往欣賞世界最大最高的釋迦摩尼佛像【靈山大佛】。
參觀【淡水珍珠養殖基地】及【紫砂壺博物館】，紫砂壺是世界上
最好的茶具，紫砂壺泡茶味香、造型各異，具體很強的藝術收藏價
值。結束後前往歷史文化名城蘇州，於金雞湖畔的大酒樓享用豐盛
的晚餐後漫步【觀前街】，是清朝時期的百年商業老街。隨後自費
遊覽【古運河船遊*】。
第6天 蘇州

上海(早、午、晚餐)
財大豪生酒店5★或同級
酒店早餐後前往有七百年歷史，中國四大名園之一的【蘇州留園】
。之後參觀中國國家絲綢研究所【東菱絲綢廠】，瞭解“春蠶到死絲
方盡”的過程。中午在絲綢研究所商場三樓享用蘇州水鄉風味宴，包
括梅菜扣肉和松鼠鱸魚。後返回上海，晚上自費參加【浦江夜遊*】
或【時空之旅雜技表演*】，讓您領略不一樣的上海美景。
第7天 離開上海(早餐)
聯誼假期優秀導遊將送您往上海機場，乘坐飛機回您溫暖的家。(當
天任何時間離開的航班，均享有免費送機服務)
自費項目*(必須參加)共AUD110/人，包括:
西湖之夜歌舞表演+古運河船遊+浦江夜遊/時空之旅雜技表演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太湖

蘇州留園

Day 1 Arrive Shanghai
Howard Johnson Caida Plaza (5★) or equivalent
Free hotel transfer for flights arriving from 8:00am to 11:59pm at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and Shanghai Hong Qiao Airport.
Day 2 Shanghai Hangzhou (B, L, D)
Braim Canal Hotel (5★) or equivalent
1. People’s Square + Shanghai Museum
2. Tong Ren Tong Herbal Institute or
Jewellery Store
3. Town God's Temple
4. Pearl of the Orient Tower (overlook)
5. Jinmao Tower (overlook)
6. Night of West Lake Show*
Day 3 Hangzhou Nanjing (B, L, D)
Dingye Kaiyuan Hotel (5★) or equivalent
小籠包
1. Fish viewing at the Flower Pond
2. West Lake Cruise
3. Dragon Well Tea Plantation
4. Confucius Temple
Day 4 Nanjing Wuxi (B, L, D)
Xizhou Hotel (5★) or equivalent
1. Sun Yat-sen Mausoleum
2. Jade Museum + Crystral Museum
3. Yangtze River Bridge
上海博物館
Day 5 Wuxi Suzhou (B, L, D)
Gusu Jinjiang Tower (5★) or equivalent
1. Lingshan Shakyamuni Buddha
2. Pearl Cultivation Centre
3. Dark-red Enameled Pottery Museum
4. Guanqian Street
5. Ancient Canal Cruise*
Day 6 Suzhou Shanghai (B, L, D)
Howard Johnson Caida Plaza (5★) or equivalent
1. Lingering Garden
花港觀魚
2. Silk Factory
3 Huang Pu River Cruise or Era Acrobatic Show*
Day 7 Depart Shanghai (B)
Free airport transfer.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AUD110/person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r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中國超值遊條款
1.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僑，其他客人另有參
團規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2. 客人到達後，請出示護照給導遊核對身份，方可參團。
3. 此特價團報名之後，無論任何原因均不得退團。
4. 客人若同時參加其他中國特價團，需支付附加費。
5. 此特價團不會與中國國內居民拼團操作，每天均有購物安排，購物純屬自
願，絕無任何強迫購物行為，但團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店參觀。團友
不可中途脫團(如脫團每天需補回旅行社USD99/人/天)。
6. 此特價團在中國大陸公共長假期及大型展會期間不開團，請客人注意。

您的特約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