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夏文明 薪火相傳 
 

【遊學江南】 

 

 

 

大學生研究生限額參加  全程不進購物站  無自費行程 

費用：15,000 元；3 月 31 日前預繳 8,000 元者，以 14,500 元計 

行程結束將圖文心得 PO 指定網站，再補助交通費 2000 元 

 

 

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   主辦 

海峽友誼文化交流中心  東假旅行社  承辦 
 

聯絡人:楊宗鴻 02-2503-1228 ; 0939-866998  

Line ID：a22066562 ;  E.Mail：leo@gc-air.com 

中心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50號 2樓(捷運松江南京站 5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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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緣起  
為了增進海峽兩岸青年學子間彼此認識與交流，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海旅會)於

2012年開始舉辦【華夏文明 薪火相傳】活動，至今已邁入第五年，海旅會特別邀請台灣大

專院校與高中應屆畢業生至大陸學校交流與參訪，希望藉此交流增進兩岸學生之友誼並提

升學習視野。 

二、 活動特色 

1. 造訪南京老城區，感受南京人在地生活。 

2. 親手製作手工線裝書。 

3. 帶你走入三國演義「劉備招親」的歷史場景。 

4. 蘇州典型林園宅邸，一窺古代富豪生活。 

5. 走訪蘇州工業重鎮，參訪知名企業。 

三、 活動優惠 

舊生優惠：凡曾參加過本中心所舉辦的遊學團之學生可享 500元折價優惠 

早鳥優惠：凡在 3/31前報名並繳付訂金 8000元，即可享 500元折價優惠 

※ 優惠方案只能二擇一 ※ 

四、 行程資訊 

【航班資訊】因航班會有臨時調整之可能，因此航班資訊以行前通知為準 

航班：台北/南京/ 上海/台北  

去程：台北出發 AE987 桃園/南京(08:30/10:20)   

回程：上海出發 CI502 上海/桃園(12:05/13:50)    

 

航班：高雄/香港/南京/ ； 上海/香港/高雄 

去程：高雄出發 KA451 高雄/香港(08:00/09:25)       

       香港轉機 KA810 香港/南京(10:40/13:10)        

回程：上海出發 CX369 上海/香港(17:40/20:20)       

       香港轉機 KA458 香港/高雄(21:30/23:15)   

 

 

 

 

 

 

我要報名 

https://goo.gl/forms/u8uRUhUGlsWZTfll1


【行程介紹】 

 台北出發 

日期 行  程 景      點 餐   食 下榻飯店 

D1 

5/2 

二 

臺灣/南京 中山陵/老東門/ 

早：自理 

午：中式合餐 

晚：歡迎晚宴 

熊貓金陵

大酒店 

或同等級 

D2 

5/3 

三 

南京/鎮江/ 

無錫 

科舉博物館(製作手工線裝書)/

北固山風景區/甘露寺/碑林/西

津渡古街 

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餐 

晚：中式合餐 

華美達梨

莊或同等

級 

D3 

5/4 

四 

無錫/華西村 
黿頭渚公園/參訪無錫衛生高等

職業技術學校 

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餐 

晚：中式合餐 

金塔飯店 

或同等級 

D4 

5/5 

五 

華西村/蘇州 

 

華西村(登金塔、華西之路、幸福

園、生態園)/網師園/戲曲博物館

/夜遊觀前街 

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餐 

晚：中式合餐 

南亞賓館 

或同等級 

D5 

5/6 

六 

蘇州/上海/ 

臺灣 

參訪蘇州工業園區企業/搭飛機

返回溫暖的家 

早：酒店內 

午：機上餐 

晚：自理 

溫暖的家 

 

  高雄出發 

日期 行  程 景      點 餐   食 下榻飯店 

D1 

5/2 

二 

臺灣/南京 中山陵/老東門/ 

早：自理 

午：機上餐 

晚：歡迎晚宴 

熊貓金陵

大酒店 

或同等級 

D2 

5/3 

三 

南京/鎮江/ 

無錫 

科舉博物館(製作手工線裝書)/

北固山風景區/甘露寺/碑林/西

津渡古街 

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餐 

晚：中式合餐 

華美達梨

莊或同等

級 

D3 

5/4 

四 

無錫/華西村 
黿頭渚公園/參訪無錫衛生高等

職業技術學校 

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餐 

晚：中式合餐 

金塔飯店 

或同等級 

D4 

5/5 

五 

華西村/蘇州 

 

華西村(登金塔、華西之路、幸福

園、生態園)/網師園/戲曲博物館

/夜遊觀前街 

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餐 

晚：中式合餐 

南亞賓館 

或同等級 

D5 

5/6 

六 

蘇州/上海/ 

臺灣 

參訪蘇州工業園區企業/搭飛機

返回溫暖的家 

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餐 

晚：自理 

溫暖的家 

 

 

我要報名 

https://goo.gl/forms/u8uRUhUGlsWZTfll1


 

五、 報名須知  

【活動日期】 

2017 年 05月 02日至 2017 年 05月 06日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2017/04/15止，含所有證件資料繳齊。(如報名額滿將即刻停止接受報名) 

繳交報名相關資料後，需待工作人員確認是否報名完成。 

【報名資格】 

本活動為鼓勵臺灣大專院校以上青年學子前往大陸之交流活動，參加者需持有中華民國護

照，並且就讀臺灣教育部核准成立大專院校以上(高中應屆畢業生亦可)之青年學子。 

【活動費用】 

團費：新台幣 15,000 元整現金價(費用包含：臺灣機場往返大陸機票、大陸活動期間之交

通、食宿、門票、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不含個人其他費用。) 

【報名方式】 

1. 填寫報名表後交付各校負責老師報名，各校製成報名總表後統一報名。 

2. 填寫報名表後寄至下列指定信箱個別報名。Mail：leo@gc-air.com 

3. 可至下列活動報名網頁進行個別報名。https://goo.gl/forms/u8uRUhUGlsWZTfll1 

【報名資料】 

1. 報名表、學生證/護照/台胞證(影本各一份) 

2. 團費 

團體報名：請繳交給單位負責人後，統一繳交。 

個別報名：請匯入下列指定帳號後，告知帳戶後五碼，以利確認。 

【匯款帳戶】 

  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 南松山分行(0883) 

  戶名：東假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2088-01-0000291-3 

 

【交通補助費】 

  凡學生於參訪行程結束後，完成下列事項，可獲得每位新台幣  2,000 元之交通補助費。 

1. 參訪行程結束後到海旅會“美麗中華”臉書按讚，並在臉書粉絲頁訪客留言欄 po 文+照片，
發表大陸遊學心 得文章及照片。 

2. 投稿 1000字以上遊學心得參加“大陸遊學徵文比賽活動”，另有優勝獎項。 

請將文章以 word檔型式郵寄至下列信箱，mail：leo@gc-air.com 

 

【通訊方式】 

  聯絡人：楊宗鴻 

  電話：02-2503-1228     傳真：02-2503-1220 

   Mail：leo@gc-air.com 

  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50 號 2樓 

我要報名 

mailto:leo@gc-air.com
https://goo.gl/forms/u8uRUhUGlsWZTfll1


六、 辦證資訊 

【新辦護照】 
  填寫護照申請書請親筆簽名、舊護照正本(未辦過請先至戶政事務申請人別辦別)、二張兩吋 

  白底大頭照片、身份証正本，未滿 18 歲另提供監護人身份証正本。申辦費用 1,500元 NT

【新辦台胞卡】 

台胞證正本(已過期不用、一張兩吋白底照片、護照正本(已辦過台胞證提供影本即可)、身份證

(正/反面)影本、未滿 16 歲需付戶口名簿影本或謄本正本(三個月內) +監護人身份証影本。 

申辦費用 1,700元 NT。 

   ※如需以速件(加急)辦理，需額外負擔速件費用。 

【役男出國需知】 

I. 役男短期出境(觀光出境) 

 申請人：19~36歲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 

 申請方式： 

役男應於出國前 1個月內，由本人或委託人（應年滿 20歲），就近向全國任一鄉（鎮、

市、區）公所役政單位申請。出境時間最長不得逾 4個月。 

就讀我國學校已完成在學緩徵程序之在學役男，得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

簡稱移民署）網站以網路方式申請出國，取得列印「在學緩徵役男出國核准」文件。

https://niioa.immigration.gov.tw/NIA_OnlineApply_inter/soldierApply 

/soldierApplyForm.action 

 檢具資料： 

護照正本、國民身分證、印章（未滿 20歲另備監護人身分證、印章）。 

由家屬代辦者：另備代辦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 

委託非家屬代辦：被委託人須年滿 20歲，除上述應備證件外，另備受委託人之身分

證、印章及委託書。 

 

II. 學校推薦出境 

 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賽、訪問、受訓、實習等原因出

境，由學校推薦申請，最長不得逾 1年，且不得逾國內在學緩徵年限。在學役男修

讀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之課程申請出境者，最長不

得逾 2年，且不得逾國內在學緩徵年限。 

 申請方式：由學校以公文檢附相關文件向市政府申請，役男於市政府審核符合規定

並接獲核准函後，向市政府或各區公所(限新北市)出具核准函，由市政府或各區公

所(限新北市)於役男護照正本蓋出境核准章。 

 

 

 

 

 

我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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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景點介紹 

 

 

中山陵中山陵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陵

墓，及其附屬紀念建築群，面積共 8萬餘平方米。中山陵

自 1926年春動工，至 1929年夏建成，1961 年成為首批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成為首批國家 5A級景區。 

  中山陵位於南京市東郊鐘山風景名勝區內，東毗靈穀

寺，西鄰明孝陵，整個建築群依山勢而建，由南往北沿中

軸線逐漸升高，主要建築有牌坊、墓道、陵門、石階、碑

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條中軸線上，體現了中國傳

統建築的風格，從空中往下看，像一座平臥在綠絨毯上的

“自由鐘”。 

  中山陵各建築在型體組合、色彩運用、材料表現和細

部處理上均取得極好的效果，音樂台、光華亭、流徽榭、

仰止亭、藏經樓、行健亭、永豐社、永慕廬、中山書院等

建築眾星捧月般環繞在陵墓周圍，構成中山陵景區的主要

景觀，色調和諧統一更增強了莊嚴的氣氛，既有深刻的含

意，又有宏偉的氣勢，且均為建築名家之傑作，極高的藝

術價值，被譽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第一陵”。 

 

 
 

老東門老門東是南京老城南地區的古地名，位於夫子廟箍

桶巷南側，歷史上曾是南京商業及居住最發達的地區之

一，如今按照傳統樣式複建中式木質建築、馬頭牆，集中

展示了傳統文化，再現了老城南原貌。“青石鋪街，商旅

不絕”，推開問渠茶館，點一壺雨花清茶，聽一段南京白

局；踏進德雲社，圍著八仙桌，看一場郭式表演；邊營、

中營、三條營，依稀可聽見當年明城牆工匠和衛戍軍隊閒

談的擾攘；駿惠書屋的門口，老人們還時常談論著傳奇人

物蔣壽山和傅善祥；投影在古老城牆上的 3D 燈光秀，讓

時空交織，渲染著古老秦淮的嶄新夢想。 

 

 

科舉博物館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位於全國著名 5A級景

區——南京夫子廟秦淮風光帶東側，是建立在古代最大的

科舉考場——江南貢院遺址之上。她是以江南貢院歷史遺

跡為基礎，在修繕保護明遠樓和飛虹橋等歷史遺存的前提

下擴建而成，是一座系統反映中國古代科舉制度與科舉文

化的專題博物館。 

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是南京十二五重點文化工程項目，一

期工程總占地面積 2.67萬平方米，主展廳面積 1.7萬平

我要報名 

https://goo.gl/forms/u8uRUhUGlsWZTfll1


 

 

 

 

方米，地下四層，共有 5大展區 33個展廳，目前有藏品

11000餘件，展出藏品 800餘件。主要由明遠樓遺址區、

地下博物館區和南苑民俗區域三大區域組成。 

博物館的建築由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劉克成

先生設計，他本人也是我國建築設計與城市規劃領域後起

之秀，在文化遺產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大遺址保護、

遺址博物館設計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工作。他設計的南京

中國科舉博物館猶如埋藏在地下的一個歷史寶匣，動線參

觀過程猶如探寶。它是以刻滿歷代狀元名錄和魁星堂為

核，以刻滿經史子集的石牆為皮，以科舉的歷史變遷分

層，將科舉的千年歷史收藏其間，等待開啟。 

科舉博物館的展陳是由臺灣知名設計師，中原大學建築系

兼任副教授，留法、留美建築學博士劉培森先生設計。他

本人也曾執行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擴建與正館大廳設計

工程。在展陳手法上，是以相關文物為展示核心，在區域

主題內或以文物為傳達知識與資訊的主角，或佈設生動場

景呈現相關主題，或在輔助文物無法表達時代情境，缺乏

文物傳達時，則以多媒體深入淺出說明歷史事件、應考程

式、趣味故事等，來延伸展陳內容的深度；使其獲得更深

刻的印象。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是中國讀書人最重

視的榮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國讀書人立

志入仕為官，替國家社會貢獻心力的一個夢想。歷經 1300

年的科舉制度由於種種原因，盛極而衰，最終放棄。然而

科舉所宣導的公平公正的選材理念，在現代社會裡展現出

蓬勃生機，為當今考試制度的不斷完善，提供不可或缺的

歷史借鑒。科舉制度是影響中國社會文化至深的根基之

一，希望這充滿正能量的精神，能夠透過南京中國科舉博

物館散播出去，這個與歷史遺址共存共榮的場館，將成為

南京具有代表性的國際級博物館，更加突顯南京“天下文

樞”之地位。 

 

北固山風景區北固山是長江邊的“京口三山”之一，位於

另兩座山金山和焦山中間，海拔 55.2米。山上的景點多

與《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有關，以甘露寺最為出名，是故

事裡劉備招親結識孫尚香的地方。古往今來，遊客到北固

山都為尋訪三國英雄的足跡，辛棄疾遊北固山曾留下“天

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名句。 

北固山由前峰、中峰、後峰（主峰）組成；前峰在南邊，

與中峰被馬路隔開，上面是鎮江烈士陵園；中峰在中間；

後峰在北邊，直插入長江中。遊客遊覽的主要是北固山的



 

 

 

中峰、後峰，兩峰相連，因為北固山不大，所以並無一般

巍峨大山需要上上下下的辛苦。山上多有岔道，可沿“8”

字形的主要道路遊覽。 

上山可走“8”字下麵圓圈的左半邊，進大門後左邊是鳳

凰池，右邊的試劍石據說是劉備與孫權劈石許願所留，然

後沿東吳古道拾級而上，到“8”字兩圓交匯處附近的鐵

塔。鐵塔底下兩層是宋代古跡，上兩層是明代古跡，雖然

殘破但仔細看基座和塔身上都有漂亮的花紋。 

山頂上的環線構成“8”字上面的圓圈，看到刻有“天下

第一江山”的牆壁後，走對面寫有“南徐淨域”題額的拱

門（南徐是鎮江別名），拱門西邊所連接著的石砌建築便

是甘露寺，康熙、乾隆曾在此建行宮，現在寺西還留有禦

碑亭。寺內有大殿、老君殿、觀音殿和江聲閣等建築，按

照《三國演義》第五十四回“吳國太佛寺看新郎，劉皇叔

洞房續佳偶”，殿堂裡放置著表現故事情節的三國人物塑

像。 

 

 

 

甘露寺甘露寺坐落在長江之濱的北固山，可說是一座“三

國山”。但它更是一座充滿了英雄豪氣的山。因為有孫劉

聯姻的故事，千百年來，無數文人墨客，登臨北固，即景

抒情，壯懷激烈，留下多少氣吞山河的壯麗詩篇。 

甘露寺以它的鐵塔聞名於世。甘露寺鐵塔，始建于宋代，

九級八面，造型精美。原塔在明代因海嘯傾塌，僅遺存有

最下三層。1960年鎮江文管會在修復甘露寺鐵塔時，在

塔基三尺半處發現地宮。 

地宮內放置有一長方形石函，大石函中有小石函數只。從

石函中發掘出 700 多顆佛舍利，其數量之多前所未有。其

中最珍貴的，就是一隻石函中以金棺銀槨瘞埋，後來被學

者證實的 11顆釋迦牟尼佛祖舍利。 

 

碑林碑林陳列始於北宋慶曆八年（1048）寶墨亭， 明代

擴建為寶墨軒，自清以來，蜚聲江左，但屢遭毀壞。新中

國成立時，已是環堵蕭然。 1960年鎮江市政府為搶救民

族文化遺產，徵集四鄉刻石，建立焦山碑林。 

焦山碑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由摩崖石刻與碑林陳

列組成。摩崖石刻環集焦山西側峭壁，氣勢磅礴，存有六

朝以來刻石百余方，"大字之祖"--《瘞鶴銘》原址即於此。

摩崖唐刻《金剛經偈句》、宋刻《米芾摩崖題名》、《陸



遊踏雪觀瘞鶴銘》等，均屬上品，彌足珍貴。 

 

 

 

 

西津渡古街西津渡古街全長約 1000 米 ，始創於六朝時

期，歷經唐宋元明清五個朝代的 

建設，留下了如今的規模，因此，整條街隨處可見六朝至

清代的歷史蹤跡。西津渡，三國時叫“蒜山渡”，唐代曾

名“金陵渡”，宋代以後才稱為“西津渡”。這裡原先緊

臨長江，滾滾江水就從腳下流過。清代以後，由於江灘淤

漲，江岸逐漸北移，渡口遂下移到玉山腳下的超岸寺旁。

當年的西津古渡現在離長江江岸已有 300 多米距離 

沿著古街一路往西走，街道兩邊鱗次櫛比的兩層小樓把我

們帶回到那笙歌曼舞的年代。古街上的建築多為明清時期

的遺跡。磚木結構，飛簷雕花的窗欄一律油漆成朱紅色，

給人以“飛閣流丹”的感覺。現在，我們仍能清晰地看到

沿街“民國元年春長安裡”、“吉瑞裡西街 · 1914 ” 、

“德安裡”等題額。據老人們回憶，從觀音洞下行一直到

現在的長江路，這短短的幾百米長的街道上竟有各式店鋪 

150 多家。從行業種類上看，大致有飲食方面的，有生活

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當然，這裡還有許多為船家服務

的店鋪，諸如木匠店、纜繩店等。解放前這裡還專門設了

一個員警分局，這些林林種種的店鋪加上救生會和救火

會，簡直就是一個完整的小社會。青石板路面上那深深的

車轍足以證明這千年古渡、千年老街當年的繁華。那錯落

有致的兩層小樓，那翹閣飛簷，那窗上的雕花，那斑駁的

櫃檯，那杉木的十板門，無不向我們娓娓訴說著“千年古

渡，千年老街”的滄桑。走在這條被車輪磨礪出深深印轍

的青石板路上，耳邊傳來了千年的歷史回聲，這一切使我

們情不自禁地激發出無限的遐想和思古之幽情。就連見多

識廣的英籍華人女作家韓素音置身西津渡古街時，也不由

發自內心地連聲讚歎說：“漫步在這條古樸典雅的古街道

上，仿佛是在一座天然歷史博物館內散步。這裡才是鎮江

旅遊的真正金礦。”中國文物學會會長 羅哲文 先生更是

把這裡譽為“中國古渡博物館”。 

 

黿頭渚公園太湖，又名震澤、具區，面積 2400 多平方公

里，是我國五大淡水湖之一，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黿

頭渚為太湖西北岸無錫境內的一個半島，因有巨石突入湖

中，狀如浮黿翹首而得名，是太湖風景名勝區的主景點之

一。 

太湖風光，融淡雅清秀與雄奇壯闊於一體，碧水遼闊，煙

波浩淼，峰巒隱現，氣象萬千。黿頭渚，獨佔太湖風景最

美一角，山清水秀，天然勝景。大文豪郭沫若詩贊：“太



 

 

 

湖佳絕處，畢竟在黿頭”，更使黿頭渚風韻名揚境內海外。 

黿頭渚風景區的美麗景致，很早以前就被人們所嚮往，文

人雅士詠唱之作頗多。南朝蕭梁時，此地就建有“廣福

庵”，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一處；

明初，“太湖春漲”被列為“無錫八景”   之一；明末，

東林黨首領高攀龍常來此踏浪吟哦，留有“黿頭渚邊濯

足”遺跡；清末無錫知縣廖倫在臨湖峭壁上題書“包孕吳

越”和“橫雲”兩處摩崖石刻，既讚美了太湖的雄偉氣勢

和孕育吳越兩地（現為江蘇、浙江兩省）的寬闊胸懷，也

蘊涵了對此地風光盡納吳越山水之美的中肯評價。 

1916年，黿頭渚始建園林，社會名流、達官貴人紛紛在

黿頭渚附近營造私家花園和別墅。先後建有橫雲山莊、 廣

福寺、陶朱閣、太湖別墅、陳園（若圃）、鄭園等，亭臺

樓閣、小橋流水，園林建築逐年增多。建國後，這些私家

花園和別墅大都由政府接管，合併成“黿頭渚公園”。80

年代後，經統一規劃佈局，精心綴連，又大規模擴建新景

點，使這一太湖風景名勝遊覽之區日趨完美，面積擴大到

500公頃，成為江南最大的山水園林之一。 

 

 

無錫衛生高等職業技術學校無錫衛校的前身是 1919年創

辦於無錫普仁醫院（無錫市第二人民醫院）內的無錫普仁

護士學校，由美籍護士龐安妮任首任校長，為無錫老八校

之一，是無錫地區 

最早的衛生學校；1953年左右改為無錫護士學校，1957

年前後改為無錫衛生學校，1959年後增掛無錫醫專，1951

年-1957年掛無錫助產學校，至 2005年 5月，無錫市醫

藥學校併入無錫衛生學校，學校規模進一步擴大；2007

年由無錫衛生學校升格為無錫衛生高等職業技術學校。 

 

 

華西村華西村隸屬于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位於江陰市區

東，華士鎮西。從 2001年開始，華西通過“一分五統”

的方式，幫帶周邊 20個村共同發展，建成了一個面積 35

平方公里、人口達 30340人的大華西，組成了一個“有青

山、有湖面、有高速公路，有航道、有隧道、有直升機場”

的鄉村。 

華西村有名的景點有 80多處，華西金塔是它的標誌性建

築，七級十七層，高 98米。 

2012年，華西村總收入 524.5億，華西村旗下華西集團

1996年被農業部評定為全國大型一檔鄉鎮企業，華西獲



 

得了“全國文明村鎮”、“全國文化典範村示範點”、

“全國鄉鎮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先進單位”、“全國鄉鎮企

業先進企業”等榮譽稱號，並譽為“天下第一村”。 

 

 

 

網師園網師園位於蘇州市城區東南部帶城橋路闊家頭巷

11號，距離上海虹橋機場約 120公里。是蘇州園林中型

古典山水宅園代表作品。網師園始建於南宋淳熙年間

（1174年～1189 年），舊為宋代藏書家、官至侍郎的揚

州文人史正志的“萬卷堂”故址，花園名為“漁隱”，後

廢。至清乾隆年間（約西元 1770年），退休的光祿寺少

卿宋宗元購之並重建，定園名為“網師園”。 

網師園始建於西元 1174年（宋淳熙初年），始稱“漁

隱”，幾經滄桑變更，至西元 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

前後，定名為“網師園”，並形成現狀佈局。網師園幾易

其主，園主多為文人雅士，各有詩文碑刻遺於園內，歷經

修葺整理。 

網師園為典型的宅園合一的私家園林。住宅部分共四進，

自轎廳、大客廳、擷秀樓、五峰書屋，沿中軸線依次展開，

主廳“萬卷堂”屋宇高敞，裝飾雅致。 

網師園，是蘇州典型的府宅園林。全園佈局緊湊，建築精

巧，空間尺度比例協調，以精緻的造園佈局，深蘊的文化

內涵，典雅的園林氣息，成為江南中小古典園林的代表作

品。 

園內的山水佈置和景點題名蘊含著濃鬱的隱逸氣息。乾隆

末年園歸瞿遠村，按原規模修復並增建亭宇，俗稱“瞿

園”。今“網師園”規模、景物建築是瞿園遺物，保持著

舊時世家一組完整的住宅群及中型古典山水園。 

網師園現面積約 10 畝（包括原住宅），其中園林部分占

地約 8畝餘（另兩資料：約 5333平方米、約 5400 平方米）。

內花園占地 5畝，其中水池 447平方米。總面積還不及拙

政園的六分之一，但小中見大，佈局嚴謹，主次分明又富

於變化，園內有園，景外有景，精巧幽深之至。建築雖多

卻不見擁塞，山池雖小，卻不覺局促。網師園佈局精巧，

結構緊湊，以建築精巧和空間尺度比例協調而著稱。 



 

 

 

 

 

戲曲博物館蘇州戲曲博物館是中國地方性藝術歷史專業

博物館。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內張家巷全晉會館內。為省級

文物保護單位。博物館於 1982年籌建，1986 年 10月 14

日建成開放。 

戲曲博物館有清代的吹鼓樓，主體建築是一座古典舞臺，

台頂雕花穹窿藻井設計。東西兩廡包廂和後部大殿組成具

有東方古典美的劇場。西路有楠木廳、鴛鴦廳以及亭、 

廊、 院、舍，清池假山等。吹鼓樓按傳統格局陳列彩塑

樂隊，配以禮樂，以展示當年會館迎賓的場面。古典舞臺

不定期地按傳統形式演出昆劇、蘇劇、評彈等劇(書)目。

在鴛鴦廳設有仿清代茶園書場。館設昆劇、蘇劇、蘇州評

彈 3個陳列專室，並辦有蘇州民族樂器展覽。陳列將建

築文物與陳列文物融為一體，動靜結合，視聽結合，古今

結合。 

蘇州戲曲博物館館內古建築群華麗精緻，獨具風采。會館

沿街置門廳，一門廳宏偉軒敞、富麗堂皇，兩側各有亭閣

式吹鼓樓一。舞臺。蘇州戲曲博物館位於蘇州城東中張家

巷內。它的前身是全晉公館，建於清光緒五年（1879 年），

由當時寓當晉商集資構築。館內古建築群華麗精緻，獨具

風采。門廳綴飾戲文浮雕，耐人觀賞。古戲臺飛簷翹角，

廂座朱廊雕欄，既是遊覽的精粹部分，又為館內演出活協

提供了舞臺。中秋之夜、天高雲淡、月華滿地，要是在蘇

州戲曲博物館古戲臺前聽一曲昆腔，清麗典雅的白錫悠悠

揚揚，繞梁不息，蕩漾夜空，那情趣，可讓你回味多時。

歇山頂，山面沿街，為全國罕見的古典禮意式建築。”進

入戲臺區，古典戲臺是整個古建築群的精華所在，特別是

戲臺上的穹窿一藻井項，大紅底色，鑲黑泳金，頂壁花板

雕刻精巧，18條 324只黑編媽淺雕相間著 18 條 306顆金

黃色舌頭圓雕，盤旋向上凝聚在穹窿藻井頂端銅鏡片上。

這不僅體現出搞起的古典建築藝術，而且顯示了科學地運

用聲學原理使之能產生餘音繞梁音響效果的絕妙構思。 

 

觀前街觀前街因其地處玄妙觀前而得名。它的得名迄今已

有 150多年的歷史，一直以彙集稻香村、乾泰祥、黃天源

等多家名優特色的百年老店而名滿天下；地處碧鳳坊——

太監弄的美食街更是以蘇幫美食譽滿江南；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玄妙觀，以其豐厚的道教文化內涵吸引著國內外

遊客。 



 

 

蘇州工業園區蘇州工業園區於 1994年 2月經國務院批准

設立，同年 5月實施啟動。位於江蘇省東南部，蘇州市區

東部，東接昆山市，南連吳中區，西靠姑蘇區，北隔陽澄

湖與常熟相望；行政區劃 288平方公裡。據 2010年統計，

其中，中新合作區 80平方公裡，下轄 4個街道，戶籍人

口 32.7萬(常住人口 72.3萬)。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目標

是：建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工業園區和現代

化、國際化、資訊化的創新型、生態型新城區。作為中新

兩國政府間重要的合作項目，中新雙方建立了由兩國副總

理擔任主席的中新聯合協調理事會 

觀前街地處蘇州古城中心，占地 0.52平方千米，區域內

商業繁榮，名店雲集，古跡眾多，在蘇州“東園西區，古

城居中，一體兩翼”的現代城市建設格局中具有無可取代

的中心作用。 

 

 

 

 

 

 

 

 

 

 

 

 

 



 

八、 附    件 

2017 華夏文明 薪火相傳  報名表 

參加團名 □江南遊學團       □山東遊學團 

姓      名 
中  文  血 型  

英  文  □  男 ／  □  女 

出 生 日 期 西元     年     月    日 □ 已婚 ／ □ 未婚 

身份證字號  □ 役畢 ／ □ 未役 

就讀學校  學號  

系    所  年級  

護照號碼 
﹙未辦者暫不填寫﹚ 

 有效日期  

台胞證號碼 
﹙未辦者暫不填寫﹚ 

 有效日期  

聯絡方式 

電  話  手  機  

E-mail  

通 訊 地 址   

飲 食 習 慣  □ 葷食／□蛋奶素 ／ □素食(全素) ／□ 其他＿  ＿＿＿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手機  

地  址  

活動期間願與那位同一間房 ?  姓名： 

是否第一次到大陸 □是   □否 距離上次到大陸有      年時間 

□本人已完全閱讀行程表末頁的注意事項，並已將本行程告知家長或緊急聯絡人。 

 

 



2017 華夏文明 薪火相傳  報名表 

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黏貼處) 

護照(影印本黏貼處) 

台胞證(影印本黏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