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鄉畫境 寧波、寧海海溫泉⼈人⽂文食旅

2020/4/22 - 4/26





旅程⾜足跡
⋯⋯⋯⋯⋯⋯⋯

Day1

Day2

Day3

Day3

Day4

Day5

台北→寧波
寧波柏悅

天一閣、月湖公園
夜遊東錢湖

奉化溪口-豐鎬房

寧海安嵐

前童古鎮

寧波博物館、老外灘、天主堂
寧波→台北

寧波市
舟山市

台州市

紹興市

寧波柏悅

寧海安嵐

天一閣

奉化溪口 -豐鎬房
寧波老外灘

前童古鎮

夜遊東錢湖



旅程規劃
⋯⋯⋯⋯⋯⋯⋯

17:00 寧海海安嵐-香道體驗 
18:00 晚餐/ 寧海海安嵐-南溪閣 
21:00 寧海海安嵐⼾戶外湯 
住宿：寧海海安嵐 

Day	4		4/25	
08:00 早餐/ 寧海海安嵐 
10:00 騎⾺馬、刷⾺馬⽑毛體驗 
12:00 午餐/ 紫⽵竹園農莊 
14:00 前童古鎮-童⽒氏宗祠、⺠民俗博物館 
18:00 晚餐/ 寧海海安嵐-臨臨湖軒 
住宿：寧海海安嵐 

Day	5		4/26	
08:00 早餐/ 寧海海安嵐 
09:00 ⽥田園樂體驗 (挖⽵竹筍或採果) 
12:00 午餐/ 寧波萬豪翡翠軒中餐廳 
14:00 寧波博物館、老外灘、天主堂建築巡禮 
15:30 下午茶茶/ Eudora Station 
16:30 前往寧波櫟社機場 
19:00 寧波櫟社機場起⾶飛 
19:40 晚餐/ 機上 
20:45 抵達台北桃園機場 

Day	1		4/22	
14:20 下午茶茶/ 環宇商務中⼼心 
16:20 台北桃園機場起⾶飛 
18:00 抵達寧波櫟社機場 
19:30 入住寧波柏悅 
20:00 晚餐/ 寧波柏悅-錢湖漁港 
住宿：寧波柏悅 

Day	2		4/23	
08:00 早餐/ 寧波柏悅 
10:00 天⼀一閣、⽉月湖公園 
12:00 午餐/ 南塘老街 
14:00 東錢湖畔散步、賞櫻 
15:30 寧波湯圓⼿手作活動 
18:00 晚餐/ 柏悅膳舫、夜遊東錢湖 
20:00 崑曲欣賞-紅Red 
住宿：寧波柏悅 

Day	3		4/24	
08:00 早餐/ 寧波柏悅 
10:00 奉化溪⼝口-豐鎬房、⼩小洋房、⽟玉泰鹽舖 
12:00 午餐/ 蔣貴妃⼟土菜館 
15:00 入住寧海海安嵐



「建築是一種媒介，使人們

去感受自然的存在。」日本

建築大師安藤忠雄這句話，

在安縵之父與頂級旅館集團

GHM攜手打造的寧海安嵐身

上，得到最好的印證。

寧海海安嵐

浙江寧海，這個少為人知、森林溫泉穩居「華東第一」的小山城，

GHM選擇把品牌的首家中國酒店-寧海安嵐落腳於此。在竹林蓊

鬱、面積遼闊的山林，散落著百棟別墅，並將三大溫泉之一的南溪

溫泉引入室內與戶外；寬敞的空間設計，坐臥之間盡擁青山綠水。



群山間的無邊際泳池 

每間客房的窗戶，都 

是畫框

▲

▲

寧海安嵐的設計，由中國最具人氣的設計師之一黃全操刀，重新定義了江

南地區的奢華旅居概念。從踏入酒店大廳開始，便隔絕凡塵俗世，山石、

竹海、野花、清泉圍繞，加上天然溫泉、水療、寬闊草坪、無疆馬場、天

際泳池等，無一不喚起旅人內心的悸動，渴望在此放鬆身心、沈浸在大自

然的懷抱裡。 



▲

▲

寧海安嵐被近千畝的天然竹林所包圍，境內的南溪溫泉被當地人稱為

「暖水潭」、「神仙水」，水溫平均49.5℃，富含廿多種不同的礦物質

與微量元素，讓人充分感受「溫泉水滑洗凝脂」的舒暢。 

這裡不僅是度假酒店，更像是大自然恩賜的樂園：騎馬、泡溫泉、作

SPA、餵養小動物、採摘蔬果、體驗香道茶道⋯，豐富的活動等待旅人

來探索。

寧海安嵐戶外湯池 

高規格的專業美式牧場



寧波柏悅

依山傍湖的地理位置優

勢，打造出水天一色的夢

幻美景。悠遊古宅、園

林，洗滌身心靈，享受離

塵不離城的靜好歲月。

寧波東錢湖被譽為「西子風韻、太湖氣魄」，湖畔林木茂盛之

處，可見深灰色飛檐翹首天際、數棟依山面湖的大宅。 

十多年前的水鄉古村-大堰村，於村民外移後，在原址建造了寧波

柏悅酒店。美籍華裔設計師Sylvia Chiang，罹癌後本想回故鄉東

錢湖落葉歸根，應邀參與寧波柏悅的設計，將畢生心血與才華融

入酒店的每個角落。



▲

▲

寧波柏悅佔地9萬6千平方公尺，以江南水鄉為設計藍本，與湖景相互

映襯，低矮的獨棟宅院依山勢連綿排開，小橋流水穿插其間，簡約的

灰牆沙瓦與白色的山牆屋頂錯落起伏。 

柏悅的精彩也顯現在細節處，酒店的中軸空間-高挑的走廊，兩側選用

義大利大理石，地面鋪上黑色小牛皮，短短十幾公尺地面，造價近兩

百萬元，成功營造出黑白對比、強烈的視覺效果。

櫻花大道旁的鳥籠路燈 

高挑的走廊，地面鋪著 

黑色小牛皮



          老屋改建的「紅」 

保留了傳統外觀，內部 

裝潢創意時尚

▲ ▲
由700年歷史的江南宅邸改建而成的「紅」酒吧，是寧波柏悅的招牌之一。建

築本身保留了傳統的大紅元素，外形古樸典雅，內在創意時尚；特別的是，除

了酒吧，還設有舞台，固定演出崑曲。 

「崑曲無它，唯一美字」，這是作家白先勇為崑曲定下的基調。在中國三百餘

戲曲劇種中，發源於蘇州的崑曲列於首位，為「百戲之祖」，至今已有六百餘

年歷史。崑曲曾經敗落得幾近消亡，如今復興的腳步從浙江出發，儘管難以回

復昔日輝煌，依然深深吸引喜愛傳統文化藝術的人。



Day	1

14:20 下午茶茶/ 環宇商務 

         中⼼心 

16:20  台北桃園機場起⾶飛 

18:00 抵達寧波櫟社機場 

19:30 入住寧波柏悅 

20:00 晚餐/ 寧波柏悅- 

         錢湖漁港 

住宿：寧波柏悅 

寧波印象

寧波既是中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一個現代化的港口城市；儘管

歷史文明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但直到八世紀的唐朝，才

有城市興起，並以四明山命名為明州。明太祖朱元璋為避國諱，取

「海定則波寧」之意，將明州改為寧波。這裡曾是「海上絲綢之路」

的起點，也是鴉片戰爭後「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包容的城市文化，

折射出現代化的國際風情，吸引著千千萬萬遊客。 



錢湖漁港外觀

迎賓
寧波柏悅

位於東錢湖畔的寧波柏悅，佔地9萬

6千平方公尺，環境幽靜清雅，江南

園林式建築群落，讓無數旅人譽為

「最美、最中國的柏悅」。 

走進寧波柏悅，立刻能感受到這座

Park Hyatt在大中華的第一家度假

酒店恢宏大氣與悠閒愜意的氛圍。 



錢湖漁港

想吃新鮮美味的海鮮，就不能錯過寧波

柏悅的招牌餐廳-錢湖漁港！連續三年

登上「法國LALISTE美食榜全球最傑

出的1000家餐廳」，2017年又拿下

「中國50最佳餐廳 」殊榮；在這裡用

餐，還可從開放式廚房觀看大廚獻藝。 



寧波柏悅

牆壁和部分地面選用義大利大理石，打造柔和細膩質

地；屋頂鑲嵌草蓆，呼應了當地質樸風情；改良的明

式桌椅、寫意的壁畫…一切，看似簡單卻處處用心。



Day	2

08:00 早餐/ 寧波柏悅 

10:00 天⼀一閣、⽉月湖公園 

12:00 午餐/ 南塘老街 

       （⾃自由活動） 

14:00 東錢湖畔散步、 

         賞櫻 

15:30 寧波湯圓⼿手作活動 

18:00 晚餐/ 柏悅膳舫、 

         夜遊東錢湖 

20:00 崑曲欣賞-紅Red 

       （⾃自由活動） 

住宿：寧波柏悅 

天⼀一閣博物館

中國最早的私人藏書樓，始建於明

嘉靖四十年，由當時的兵部右侍郎

范欽所建，藏書最多曾達到七萬多

卷。天一閣有非常嚴密的防火建築

設計，連命名也取《易經注》中

「天一生水」之說，興建四百多年

來未曾失火，十分神奇。



位於寧波市區，與天一閣相鄰，水岸

遍植綠樹郁郁青青，引人流連。周邊

的月湖盛園青磚白牆，儼然水墨江南

景色，步行其中，門牆中偶爾傳出陣

陣鳥語，別有風情。

⽉月湖公園



南塘老街

位於寧波古城南門外，曾

是商貿文化聚集地的「南

門三市」，是最具寧波本

土特色的餐飲商業街。這

裡保存了老寧波人的城市

記憶，打造了原汁原味的

寧波特色歷史文化街區。



東錢湖畔散步、賞櫻

沿湖打造優美的園林水榭，漫步櫻花大道，在每

個轉彎處，感受不同的空間、層次和氣氛。



⼿手作寧波湯圓

正宗的寧波湯圓，對磨

水磨粉特別講究。糯米

先洗淨、浸在水裡，開

磨時，在磨孔裡舀入帶

水的糯米，轉動石磨，

稍後雪白的漿液便從磨

縫間流出，瀝乾水分，

便是製作湯圓的粉團。 

茶茶苑



夜遊東錢湖

東錢湖的面積是西湖的四倍，兼有「西子風韻，太

湖氣魄」。當年陶朱公范蠡功成身退後，曾攜西施

在此隱居；「東錢湖十景」便有一處是「陶公釣

磯」。美景之外，湖鮮以青魚划水、錢湖之吻、浪

裡白條、錢湖河蝦，並稱寧波湖鮮「四大名菜」。



柏悅膳舫

寧波柏悅充分發揮江南水鄉的特

色，配置了兩艘豪華的古典膳舫。

單層及雙層「膳舫」均設有開放式

廚房和雅致船艙，可供應中、西式

料理。雙層膳舫內更有專業的影音

娛樂設備以及寬敞的露天座位。



崑曲欣賞-紅Red

前址原是裴君廟，改建後於2013年正式營業，因内外裝飾都是紅色，故取名「紅」。除了是

座別具特色的酒吧，更是多功能宴會場所，特定時間還可欣賞崑曲現場表演。  



Day	3

08:00 早餐/ 寧波柏悅 

10:00 奉化溪⼝口-豐鎬房、 

        ⼩小洋房、⽟玉泰鹽舖 

12:00 午餐/ 蔣貴妃⼟土菜館 

15:00 入住寧海海安嵐 

17:00 寧海海安嵐香道體驗 

18:00 晚餐/ 寧海海安嵐- 

        南溪閣 

21:00 寧海海安嵐⼾戶外湯 

住宿：寧海海安嵐 

奉化溪⼝口-豐鎬房、⼩小洋房、⽟玉泰鹽舖

奉化溪口是蔣介石老家，至今保存著蔣氏故

居，主要建築包括豐鎬房、小洋房和玉泰鹽

鋪。報本堂是豐鎬房的重要建築，大門上懸

掛著蔣介石親書的「「寓理帥氣」匾額。



蔣貴妃⼟土菜館

溪口有不少獨具特色的土菜，當地口碑頗佳的土菜

館，老闆娘名叫蔣貴妃，不但以本名為招牌，還親

自醃製「私房菜」鹹菜，適合燒冬筍、燒海鮮；白

菜鹹齏可以燒芋頭、燒溪魚，蘿蔔菜鹹齏可以涼

拌…招牌菜則首推糯軟可口的奉化芋頭燉雞汁。



寧海海印象

寧海，一座隱於浙江東部群山疊峰之間的小山城，風光優美，歷史悠久，早在400年前徐

霞客就曾遊歷寧海，他的《徐霞客》遊記開篇地就是描繪寧海這片美麗的土地。寧海四周

多為山峰所環繞，雖擁有世外桃源般的風景，這裡卻美得異常低調，以至於少有人知。



香道體驗、⼾戶外湯池

寧海安嵐安排有香道等文化活動，戶外的溫泉湯池，則效法

日本設計風格，竹林圍繞、山石構建，完美呈現泡湯樂趣。



南溪閣

從早餐開始，以提供當代亞洲風味和道地寧

波特色美食為主；餐廳外有超大陽台，享用

美味時，還可聞竹林風聲、溪水潺潺。



寧海海安嵐

依山而建的別墅，選用木石等天然材

料，一整面牆體採落地窗設計，無論在

客廳或臥室，時刻置身於青山綠水中。 

                                   每間客房浴室，都 

                                   可享受天然溫泉泡 

                                   湯樂趣。



Day	4

08:00 早餐/ 寧海海安嵐 

10:00 騎⾺馬、刷⾺馬⽑毛體驗 

12:00 午餐/ 紫⽵竹園農莊 

14:00 前童古鎮-童⽒氏宗 

        祠、⺠民俗博物館 

18:00 晚餐/ 寧海海安嵐- 

        臨臨湖軒 

住宿：寧海海安嵐 
騎⾺馬、刷⾺馬⽑毛體驗

寧海安嵐引入世界最大馬種協會

AQHA(美國誇特馬協會)，是中國

唯一純美式牧場，另設有專業的馬

術訓練課程，供住宿客人體驗。



建於宋末、盛於明清，

是浙江東部最具儒家文

化古韻的小鎮，至今仍

保存有千餘間各式傳統

民居。鎮上方圓2公里

內，卵石曲徑，民居、

老街、宗祠自成格局。

最值得看的是建於明初

的童氏宗祠。

前童古鎮



紫⽵竹園農莊

坐落於古鎮周邊，保留了傳

統木造建築，旁邊是涓涓白

溪，四周是茂密綠樹繁花，

邊 品 嚐 「 前 童 三 寶 ( 空 心

腐、老豆腐、香乾)」等美

食，邊可欣賞美景。除了前

童三寶，銅盆魚和水晶湯包

也是拿手好菜。

臨臨湖軒 臨湖而居，內設美食廊，提供西式料理。



Day	5

08:00 早餐/ 寧海海安嵐 

09:00 ⽥田園樂體驗 

         (挖⽵竹筍或採果) 

12:00 午餐/ 寧波萬豪 

        翡翠軒中餐廳 

14:00 寧波博物館、老外灘、 

        天主堂建築巡禮 

15:30 下午茶茶/ Eudora 

        Station 

16:30 前往寧波櫟社機場 

19:00 寧波櫟社機場起⾶飛 

19:40 晚餐/ 機上 

20:45 抵達台北桃園機場 

⽥田園樂體驗

寧海是中國主要農產品生產

基地之一，每個季節都有不

同的果蔬特產，例如冬季的

草莓與冬筍等。在寧海安嵐

這座自然樂園裡，體驗挖

筍、採果田園野趣，讓所有

旅人都流連忘返。



萬豪翡翠軒中餐廳

聳立於餘姚江畔的寧波萬豪，

外觀獨特，由3層裙樓和37層

蝶形塔樓構成，設計靈感源自

寧波的古老愛情傳說—梁祝。 

位於三樓的翡翠軒中餐廳，裝

潢時尚高雅，供應廣州、上海

和寧波等地的各類特色美食。



寧波博物館

外牆由青磚、龍骨磚、瓦、打碎的缸片堆疊而成，大多是寧波舊城改

造時留下來的，年代從漢晉至民國不等。2012年建築師王澍因此作品

獲得普立茲獎榮耀，為中國當代建築師在世界發光立下里程碑。 



老外灘

位於三江口(甬江、姚江、奉化江)的江北岸，是進入

寧波古城門戶，也寧波最早的港埠，歷來百舟靠泊，

十分繁榮。歐式風格的建築在城市裡別具一格，與上

海外灘的「十里洋場」相比，老外灘顯得更加寧靜。



建於清同治年間(1872年)，由教堂、鐘樓、

主教公署藏經樓以及附屬用房組成，結構整

齊，具典型哥德式建築風格；內部結構則受

中國傳統建築影響，成為現存早期中西建築

融合的重要實例。2014年7月，教堂因失火

嚴重損毀，兩年後完成修復，重現風采。

江北天主堂



Eudora Station下午茶茶

億多瑞站Eudora一名來自古希臘文，Eu有
「好、精美」之意；在此享用精緻下午茶
餐點之際，還能眺望江岸風光。



航班資訊

4/22 (三)  

16:20台北桃園機場出發 

18:00 抵達寧波櫟社機場 

華信航空 AE989  1h45m 

4/26 (⽇日) 

19:00寧波櫟社機場出發 

20:45 抵達台北桃園機場 

華信航空AE990  1h45m

團費：89,000元 

貼心安排： 

．安排當地特色餐廳或料理，不安排旅行社風味團體餐 

．不進購物站，車上不強迫推銷，團費含領隊、司機小費 

．飯店保證入住，旅程途中提供網卡，溝通分享超方便 

．旅遊責任險提高為500萬元、意外醫療險20萬元，多保障多安心 

（備註：民法規定14歲以下與70歲以上，限額投保旅遊責任險200萬、

意外醫療險20萬） 

出發日期：2020年4月22日至4月26日 

行程講座，將在台北、台中、高雄擇期舉辦， 

歡迎來電預約。 

聯絡電話：02-86433926、86433543、86433581、86433517 

報名資訊



莫干山、杭州人文食旅

Next	Tour

養遊安縵

2020/5/5-5/10

莫⼲干⼭山 裸⼼心堡

杭州 法雲安縵 靈隱寺

⽊木守⻄西溪

美院象⼭山校區



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