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暫定參考航班  

2019/11/13 東方航空 MU2010 桃園/寧波  11:15/12:55 

        2019/11/18 東方航空 MU2931 無錫/桃園  14:45/16:55 

        團費 14900  

        團費包含:來回機票，住宿5晚，餐費及相關費用。 

        機票補助:1000字心得報告+5張相片可申請1000機票補助。 
領隊:XXX 台灣電話:09XX-XXX-XXX  大陸電話: XXX-XXXX-XXXX  微信ID: XXXXXXXX 

日  期 行程 景點方案一 住  宿 

第一天

(三) 

桃園 

寧波 

上午: 機場集合前往寧波 

下午:【交流課程】1530-1700 寧波大學 

                科學技術學院(慈溪校區) 

晚上:【文化學習課程】南塘歷史老街 

早餐:自理/ 午餐: 寧波/ 晚餐: 寧波 

寧波 

或同級 

第二天 

(四) 

寧波 

杭州 

上午:【交流課程】0900-1100 寧波工程學院 

下午: 【文化學習課程】參訪寧波天一閣，阿育王寺 

      【文化學習課程】參訪紹興大禹陵，蘭亭 

早餐:飯店內/午餐: 寧波/ 晚餐: 紹興 

杭州 

或同級 

第三天 

(五) 

杭州 

杭州 

上午:【交流課程】0900-1130 浙江樹人大學 

下午:【交流課程】1430-1630 浙江理工大學 

晚上:【文化學習課程】清河坊歷史文化老街 

杭州 

或同級 

第四天 

(六) 

杭州 

杭州 

上午: 【文化學習課程】參訪王星記文華創意產業園 

      （現場觀摩制扇生產工藝-DIY 體驗繪扇） 

下午: 【文化學習課程】遊西湖(包船) 

晚上: 【文化學習課程】映像西湖《最忆是杭州》 

早餐:飯店內/午餐: 杭州/ 晚餐: 杭州 

杭州 

或同級 

第五天 

(日) 

杭州 

無錫 

上午:【文化學習課程】西溪湿地公园 

下午: 前往無錫 

早餐:飯店內/午餐: 杭州 /晚餐: 無錫 

無錫 

或同級 

第六天 

(一) 

無錫 

桃園 
上午: 【交流課程】0900-1100 江南大學 

下午: 機場送機前往機場返回台灣 

 

 

 

 



 
 
 
 
 

 

行程簡介: 

【南塘老街】位列寧波八大歷史街區之一，曾是舊寧波商貿文化聚集地
的「南門三市」，在當時就已依南塘河建蓋了許多傳統徽式建築，經修
整街區內歷史建築與文化事蹟後，再引入寧波周邊地區著名的手做點心
餐飲店與酒樓品牌，老街上現在看得到趙大有糕團店、東錢湖十六格餛
飩、南塘湯團、油贊子及豆酥糖等小吃，遊客不論是走在悠悠石板路上，

或穿梭於傳統建築巷弄間，都能感受古城昔日復古情懷的光輝。 
【印象西湖】 
《最忆是杭州》
G20杭州峰会文
艺演出《最忆是
杭州》惊艳全球，
时至今日仍被津
津乐道。张艺谋
带领的主创团队
运用最新的影像技术，一把美轮美奂、光彩流转的折扇，缓缓打开，流光溢彩之间，极其逼真；湖光夜
色之中，“采茶女”踏水起舞，流光溢彩之间，整个西湖都随之轻盈律动起来；在《天鹅湖》节目中，
结合全息投影技术，谁是舞者，谁是影像，难以分辨。在张艺谋的导演之下，杭州所承载的人文内涵与
科技创新，在一场演出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印象西湖”以西湖浓厚的历史人文和修理的自然风光为创作源泉，深入挖掘杭州的古老民间传说、神话，
将西湖人文历史的代表性元素得意重现，同时借助高科技手法再造“西湖雨”，从一个侧面反映雨中西湖
和西湖之雨的自然神韵。如因天氣因素停演，敬請見諒。 
 

【大禹陵】古称禹穴，是大禹的葬地。它背靠会稽山，前临禹池，位于浙江
省绍兴市越城区东南稽山门外会稽山麓，距绍兴城区3公里。大禹是上古时
代一位治水英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国之君，被后人尊为“立国之
祖”。明太祖洪武年间，大禹陵即被钦定为全国该祭的36座王陵之一。 
【蘭亭】是浙江紹興的重要文化古蹟， 東晉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
王羲之與謝安、王獻之等40多位名士在此舉辦修禊集會，王羲之「微醉之

中，振筆直遂」，寫下了著名的《蘭亭集序》。 
• 蘭亭御題碑，書「蘭亭」二字，為康熙所題。御題碑在文革時受到
破壞，但後來得到復修，所以題碑有部分殘缺。 
• 鵝池，相傳為王羲之養鵝的地方，池旁豎立刻「鵝池」二字石碑，
相傳為王羲之父子合寫而成，但二字卻宛如渾然天成，絲毫沒有兩人所寫
的筆意。 
• 流觴亭，前為一條曲折的小溪，傳當年王羲之就是在溪旁以獨有的
「曲水流觴」的方式與眾友飲酒賦詩，為蘭亭集會，並寫下了流芳千古的
書作《蘭亭序》。 
• 康乾御題碑，該碑為海內外僅有的在陰陽兩面分別刻有乾隆和康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A6%B9/2047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A%E7%A8%BD%E5%B1%B1/15151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D%E5%85%B4%E5%B8%82/14339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5%8F%A4%E6%97%B6%E4%BB%A3/42989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5%8F%A4%E6%97%B6%E4%BB%A3/42989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F%E6%9C%9D/221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D%E5%85%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7%BE%B2%E4%B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0%A2%E5%AE%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7%8C%AE%E4%B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0%E4%BA%AD%E9%9B%86%E5%BA%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7%8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7%BE%B2%E4%B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2%E6%B0%B4%E6%B5%81%E8%A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0%E4%BA%AD%E9%9B%86%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0%E4%BA%AD%E5%BA%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9%9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7%86%99


 
 
 
 
 

御題字的石碑。 
• 右軍祠，內有一泓墨池，傳因當年王羲之習書後在此洗筆，年長日久致使池水盡黑。祠內大廳供奉王

羲之像並陳列各種版本的《蘭亭序》，當為歷次晉聖活動的主要場所。 
• 蘭亭書法博物館，內陳列名家書法作品 

【天一閣】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天一閣於明代嘉靖四十年
（1561 年），由當時的兵部右侍郎范欽主持建造。天一閣一度藏書 7
萬餘卷，但到了近代，由於吏治腐敗、盜竊和自然損毀，書籍僅存 1.3
萬餘卷。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目前，天一閣所在地成立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由於其歷史和知名度，天一閣也成為寧波城市形

象的象徵。 
 
【阿育王寺】是一座始創於西晉的佛寺，位於鄞州區五鄉鎮寶幢鄮山西麓，以
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命名，相傳寺中藏有釋迦牟尼頂骨舍利。佛寺在南宋
被列為「天下五山之第五」，同時也是日本臨濟宗祖庭，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
有重要的地位。寺院屢興屢廢，初為律宗，後改禪宗，現有建築多始建於元、
明、清三朝，且多為清代重建。1992 年修復、擴建後，共有建築 600 餘間，
占地 12.46 萬平方公尺[2]:2778。1983 年 4 月，阿育王寺被列為漢族地區佛教全
國重點寺院，2006 年成為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因其對外交流史中的作
用，阿育王寺也是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中「海上絲綢之路」項目遺產點
之一。 

 
【天一廣場】結合現代、綠色、親水和與寧波歷史文化
的融合，像是放大版的信義區百貨中心，是集休閒、商
貿、旅遊、餐飲、購物於一體的大型購物商城。景觀設
計匠心獨具，中心廣場面積達到3.5萬平方公尺，設有
6,000平方公尺的觀賞水域、中央音樂噴泉及大型水幕
電影，週末夜晚會有十幾分鐘的水舞燈光秀，夜景十分
美麗。 
 

【西溪湿地公园】西溪，古称河渚，“曲水弯环，群山四绕，
名园古刹，前后踵接，又多芦汀沙溆”。历史上的西溪占地约
60 平方公里，现实施保护的西溪湿地总面积约为 11.5 平方公
里，分为东部湿地生态保护培育区、中部湿地生态旅游休闲区
和西部湿地生态景观封育区。西溪之重，重在生态。为加强生
态保护，在湿地内设置了费家搪、虾龙滩、朝天暮漾、包家埭
和合建港五大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恢复区。入口处设湿地科普展

示馆，西溪还是鸟的天堂，园区设有多处观鸟区及观鸟亭，给游客呈现出群鸟欢飞的壮丽景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6%AC%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80%E9%98%81%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9E%E5%B7%9E%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9E%E5%B7%9E%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2%B2%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A%E8%BF%A6%E7%89%9F%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D%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4%E6%B5%8E%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B%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5%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2%B2%E7%8E%8B%E5%AF%BA#cite_note-shizhi-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7%8F%E5%9C%B0%E5%8C%BA%E4%BD%9B%E6%95%99%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5%AF%BA%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7%8F%E5%9C%B0%E5%8C%BA%E4%BD%9B%E6%95%99%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5%AF%BA%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E9%A2%84%E5%A4%87%E5%90%8D%E5%8D%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4%B8%8A%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是一所由宁波大学与宁波前瞻教育科技发展总公司共同举办，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全日制本科独立学院；2015年，被列为浙江省应用型建设试点本科院校。共建有人文学院、信息
工程学院、法商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生命医学学院和机械与建筑学院等6个二级学院，开设50个本科专
业，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管理学、理学、工学、医学等学科门类。 
 
【寧波工程學院】创建于 1983 年。现有 13个二级教学单位，44个本科专业；专任教师 810 人，其中高
级职称 353 人，博士 318 人；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 13600 余人。学校列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首批 CDIO 试点专业」「浙江省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高校」，「国家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建设高校」。学
校重视学科建设，坚持工科为主，文、理、经、管多学科协调发展。专业设置紧密对应区域产业结构，应
用型专业达到 90%以上。同时，学校瞄准国际工程师培养标准，通过专业认证促进人才培养国际实质等效。
坚持以培养人才为根本，突出地方性、应用型和国际化特色，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力争把学
校建成特色鲜明、服务地方、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工程技术大学，成为现代工程师的摇篮。 
 
【浙江树人大学（浙江树人学院）】创办于 1984 年，办学以来，学校始终秉承“崇德重智，树人为本”
的校训，坚持“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办学定位。目前学校拥有杭州拱宸桥与绍兴杨汛桥两个校区，占地 1232
亩，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2 亿余元，图书馆藏书 180 万余册，电子图书约 88 万余种。在中国民办本科院校
竞争力排行榜中连续多年荣获第一。学校现有在校学生近 1.7 万人，设有 13 个二级学院，开设 47 个本科
专业，8 个专科专业，其中 1 个国家特色专业，4 个省重点专业，1个省优势专业，1 个省优势建设专业，
4 个省新兴特色建设专业，3 个省特色建设专业。拥有 5 个省一流学科，教育部白俄罗斯国别与区域研究
中心和省现代服务业研究中心等 2 个学科基地，2 个省行业平台，1 个省创新团队，25 个校级研究机构及
平台。三年来，学校获 100 余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400 余项横向课题。 
 
【浙江理工大学】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市，学校前身為 1897 年创办蚕学馆，是杭州知府林启为实现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宏愿于的，是當年最早创办的新学教育机构之一。时局动乱，学校几度易名、在风
雨沧桑中生生不息、坚持办学 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2006年，获得博士学
位授予权。2017 年，学校入选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理、
工、文、经、管、法、艺术、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重点建设高校。学校下设 18 个学院（教研部），
举办 1 所独立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27000 余人，其中研究生 3800 余人。 
 
【江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源起 1902 年创建的
三江师范学堂，。学校坚持“选择性卓越”的学科建设理念，建立良好的学科生态环境。设有 18 个学院
（部），包括：食品学院、生物工程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学院、环境
与土木工程学院、商学院、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设计学院、药学院、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
学院、外国语学院、法学院、数字媒体学院和体育部。涵盖理、工、医、文、法、经济、管理、教育、艺
术等学科门类 10 个。建有博士后流动站 6 个，食品科学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纺织科学与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设计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等 7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8 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以及 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轻工技术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2个学科入选“双一流”
建设学科名单；建有食品科学与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1 个和二级重点学科 5 个；建有食品科学与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立项学科 3 个和生态纺织技术与工程江苏
省重点序列学科 1 个，化学工程与技术、设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十三五”江苏省重点学科 3 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6%B3%A2%E5%A4%A7%E5%AD%A6/330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