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航班
10/17 東方航空 台北/南京 TPE/NKG MU5002. 1725/1930
10/21 東方航空 無錫/台北 WUX/TPE

MU2931

1430/1630

團費:新台幣14500元(含保險)
時間
第一天
10 月 17 日
星期(三)

第二天
10 月 18 日
星期(四)

地點

參考行程

上午

桃園/南京

【前往機場】桃園機場搭乘飛機前往南京

下午

南京/南京

【文化學習參訪】夜遊夫子廟秦淮風光帶

【晚餐】機上佳餚餐點
【住宿】南京市飯店
上午

南京/泰州

下午

泰州/無錫

【課程學習】0900-1100 參訪南京審計大學
【課程學習】1400-1630 參訪泰州職業技術學院
【文化學習參訪】夜船遊清明橋水弄堂

【早餐】飯店精緻餐點【午餐】沿途簡餐【晚餐】特色佳餚餐點
【住宿】無錫市飯店

第三天
10 月 19 日
星期(五)

上午

無錫

下午

無錫/蘇州

【課程學習】0900-1100 參訪無錫江南大學
【文化學習參訪】無錫靈山大佛(九龍浴佛+電瓶車)
【文化學習參訪】夜遊平江歷史文化街區

【早餐】飯店精緻餐點【午餐】特色佳餚餐點【晚餐】特色佳餚餐點
【【住宿】蘇州市飯店
上午

蘇州/蘇州

下午

蘇州/蘇州

第四天
10 月 20 日
星期(六)

【文化學習參訪】天下第一園林~拙政園
【文化學習參訪】蘇州博物館新館
【文化學習參訪】江南第一水鄉~周庄水鄉
【文化學習參訪】金雞湖商業區+誠品書店

【早餐】飯店精緻餐點【午餐】特色佳餚餐點【晚餐】特色佳餚餐點
【住宿】蘇州市飯店

第五天

上午

蘇州/無錫

【文化學習參訪】詩畫意境~寒山寺

10 月 21 日

下午

無錫/桃園

前往機場返回台灣

星期(日)

【早餐】飯店精緻餐點【午餐】特色佳餚餐點

【南京審計大學】（Nanjing Audit University），簡稱南審，南京審計大
學起源於 1983 年的南京財貿學院。2015 年 11 月更名為南京審計大學。是中國唯一以“審
計”命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與中國審計事業同步發展，是中國審計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
2011 年學校變更為三部一省共建高校（審計署、教育部、財政部和江蘇省）。占地面積 2178
畝，建有浦口、莫愁兩個校區；設有 18 個院（部），擁有 29 個本科專業；有全日制在校生
15237 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 14094 人，碩士研究生 243 人，留學生 90 人。是一所以審
計為品牌，經、管、法、工、文、理等學科相互支撐、協同發展的財經類院校。
【泰州職業技術學】院位於江蘇省泰州市國家級醫藥高新區，前身是泰州市職工大學；1998
年 3 月升格泰州職業技術學院；2000 年 8 月，泰州衛生學校併入泰州職業技術學院；2006
年 11 月，學校以優秀等級通過教育部高職高專人才培養工作水準評估；學校占地面積 1060
畝，總建築面積 33 萬平方米，館藏圖書 90 余萬冊，教職員工 670 人，全日制在校生近
10000 人，學校下設 7 個二級學院和 2 個教學部，共開設 35 個專科層次專業。
【江南大學】（Jiangnan University）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一所具有輕工特色的研究
型大學，國家“211 工程”、“985 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重點建設高校，國家首批“雙一
流”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國家首批“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畫”、“卓越工程師教育培
養計畫”改革試點高校，高水準行業特色大學優質資源分享聯盟成員，入選“111 計畫”、“千
人計畫”、“國家建設高水準大學公派研究生專案”。學校源於 1902 年創建的三江師範學堂；
歷經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等發展時期，由原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
江南大學的有關係科組建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食品工業系；1958 年該系整建制東遷無
錫，建立無錫輕工業學院；1995 年更名為無錫輕工大學；2001 年 1 月，經教育部批准，無錫
輕工大學、江南學院、無錫教育學院合併組建江南大學；2003 年，東華大學無錫校區併入江
南大學。學校占地面積 3250 畝、建築面積 116 萬平方米；圖書館藏書 239.63 萬冊；設有 18
個學院（部）；建有 6 個博士後流動站，7 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28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
學科以及 6 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類別，入選“雙一流”建設學科 2 個，國家一級重點學科 1 個
和二級重點學科 5 個；共有教職員工 3199 人，其中專任教師 1895 人；在校本科生 20122
人、博碩士研究生 8169 人、留學生 1276 人。
【秦淮河畔夫子廟】南京最特色的繁華風光，此大街是一個重要的商業區，從六朝到明清都是
繁華之地。1985 年，南京市政府修復了夫子廟古建築群，臨河的貢院街一帶建成古色古香的
旅遊文化商業街；夫子廟既恢復了舊觀，又展現了新容，成為具有六朝古都特色，廟、市、景
合一，融遊覽、購物、品嚐小吃、娛樂於一體的旅遊景區。
【清名橋古運河街區】又稱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是大運河畔典型的江南水鄉，被譽爲
「江南水弄堂，運河絕版地」。街區由南長街、京杭大運河無錫段、南下塘、伯瀆港、大窯路
一帶等具有豐富歷史文化底蘊的區域組成。街區以古運河為軸，占地18.78公頃，由寺、塔、
河、街、橋、窯、坊眾多景觀組成特色環境，構築了獨具風韻的江南水弄堂。而始建於明代、
飛架運河兩岸的「清名橋」則是街區內的標誌。

【靈山大佛 九龍灌浴，花開見佛】據佛教典籍《本行經》記載：佛祖釋迦牟尼一誕生就能說
話會走路，他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走了七步，每走一步，地上就開出一朵蓮花。他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說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這時候花園裡忽然出現了兩方
池水，天空中出現九條巨龍，吐出水柱，為其沐浴淨身。這個故事十分神奇，讓人浮想聯翩。
更難得的是，靈山勝境的大型音樂動態群雕“九龍灌浴，花開見佛”再現了故事中的絢麗景象。
【靈山大佛 靈山梵宮】靈山梵宮坐落於煙波浩淼的太湖之濱，鐘靈毓秀的靈山腳下，氣勢
恢宏的建築與寶相莊嚴的靈山大佛比鄰而立，瑰麗璀璨的藝術和獨特深厚的佛教文化交相輝
映。靈山梵宮建築氣勢磅礴，佈局莊嚴和諧，總建築面積達 7 萬餘平方米。靈山梵宮的建築
形式突破傳統，以石材等堅固耐久材料為主，大量運用高大的廊柱、大跨度的樑柱、高聳的
穹頂、超大面積的廳堂等，既體現佛教的博大精深與崇高，又將傳統文化元素與鮮明時代特
徵相融合.
【平江歷史街區】蘇州迄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歷史街區，堪稱蘇州古城的縮影。今天的
平江歷史街區仍然基本保持著“水陸並行、河街相鄰”雙棋盤格局以及“小橋流水、粉牆黛
瓦”獨特風貌，文物古跡100多處，城牆、河道、橋樑、街巷、民居、園林、會館、寺觀、古
井、古樹、牌坊等100多處古代城市景觀風貌基本保持原樣。並積澱了極為豐富的歷史遺存和
人文景觀。
【天下第一園林~拙政園】是江南古典園林的代表作品。拙政園與北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
莊、蘇州留園一起被譽為中國四大名園。拙政園仍是蘇州存在的最大的古典園林，。全園以
水為中心，山水縈繞，廳榭精美，花木繁茂，具有濃鬱的江南水鄉特色。花園分為東、中、
西三部分，東花園開闊疏朗，中花園是全園精華所在，西花園建築精美，各具特色。園南為
住宅區，體現典型江南地區傳統民居多進的格局。園南還建有蘇州園林博物館，是國內唯一
的園林專題博物館。199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蘇州博物館新館】貝聿銘先生集畢生的智慧和感情為家鄉蘇州設計博物館，的設計結合了
傳統的蘇州建築風格，把博物館置於院落之間，使建築物與其周圍環境相協調。博物館的主
庭院等於是北面拙政園建築風格的延伸和現代版的詮釋。
【第一水鄉~周莊古鎮】周莊古鎮是世界文化遺產預選地、四面環水，因河成鎮，依水成街，
以街為市。井字型河道上完好保存著14座建於元、明、清各代的古石橋。800多戶原住民枕河
而居，60%以上的民居依舊保存著明清時期的建築風貌。周莊古鎮主要景點有富安橋、雙橋、
沈廳等。周莊是著名的江南巨富沈萬三的故鄉，歷史上也是因為沈萬三的發跡而興盛，去沈萬
三故居、沈廳見識這位著名巨富的生活，摸摸“聚寶盆”沾沾財氣，聽幾百年來老百姓流傳下
來的關於巨富沈萬三“聚寶盆”與“富可敵國”的神奇故事。
【古詩意境~寒山寺】自從唐代詩人張繼題了《楓橋夜泊》一詩後，該寺便聞名了。寒山寺佛
像雕塑別具一格，碑刻藝術天下聞名，碑廊陳列著歷代名人嶽飛、唐伯虎、董其昌、康有為等
人的詩碑，其中當推晚清俞樾書張繼詩碑最為著名。如今的大鐘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江
蘇巡撫陳夔龍督造。巨鐘有一人多高，週邊需三人合抱，重達2噸。大雄寶殿內兩側壁內鑲嵌的
是36首寒山的詩碑，還有懸掛於兩側的十六羅漢像。殿內的兩個石刻和尚就是寒山與拾得。

新台幣14500(含保險)

費用
不包含：
※自由活動時間的自費活動，個人開銷。
※不含辦證(護照、臺胞證)費用。
護照(新辦或重辦)說明： 費用 役男 5 年效期 NT$ 1,100
非役男 10 年效期 NT$ 1,500
所需資料：
※首次申請普通護照(即第 1 次申請普通護照，以前未曾申辦過)必須本人親自至全國任一戶所辦理
人別確認後，始得委任代理人續辦護照。
1、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乙份。
2、白底彩色照片二張(頭頂至下巴要 3.2~3.5 公分，需露額頭、耳朵，嘴緊閉，可戴眼鏡、耳環、
假睫毛）。
3、未逾期護照正本。
4、37 歲以內後備軍人需付退伍令
5、役男請到區公所（市公所）兵役科加蓋”【兵役戳記許可出國】”章
6、有大學就讀紀錄者也可自行上兵役科辦理【役男出國許可證】。
7、遺失需要報案證明
8、工作天 5 個工作天 ( 不包含週末假日)
卡式台胞證辦理說明： 費用正常件 NT$ 1,700，特急件 NT$ 2,500，遺失件、毀損件 NT$ 2,600，
所需資料：
2015 年 7 月 6 日起改為卡式台胞證：
辦理所需要準備的資料：
*新辦/換領台胞證者(7 個工作天):
1.身分證正面反面原件影本（1:1 清晰）一份。（16 歲以下者需附上監護人身分證正反面原件影本
一份(必須是用原件 COPY 1:1 的比例印 A4 紙張)；14 歲以下小朋友需準備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
本正本一份；若變更姓名者需附三個月以內.註記欄不可空白戶籍謄本正本一份)
2.兩吋大頭彩色白底照片一張(頭頂至下巴要 3.2~3.5 公分，需露額頭、耳朵，嘴緊閉，可戴眼鏡、
耳環、假睫毛）。
3.台灣護照正本+影本，效期需超過 6 個月以上(必須是用原件相片頁面 COPY 1:1 的比例)。
4.曾經辦過台胞證者須將未過期台胞(必須是用原件 COPY 1:1 的比例印 A4 紙張)；卡式台胞證未
過期請附卡式台胞證正本。
5.出生地外國(台灣及大陸以外)的申請人請加附原出生國護照或無法提供首次入台證件聲明書和 3
個月內效期之戶籍謄本正本
*辦理工作天為 7 天(不包含假日)，有效期限為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