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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菜獅子頭創始地，揚州獅子樓嘗正宗獅子頭

乾隆的愛菜，費時費工的揚州趣園八寶葫蘆鴨

依據秦少遊飲食詩詞所設計，高郵少遊文化宴

常州天目湖賓館鄧小平大力稱讚的，砂鍋魚頭

一條民國路半部民國史，頤和公館品嘗民國宴

中國美食評鑑黑珍珠一鑽餐廳江南灶淮揚料理

感受文史美學交融，尚香湯包文博館蟹黃湯包

美食家張瑀庭嚴選餐廳，親自帶團美食導覽，

深度解說帶您體驗江南美食文化

專 家 帶 團

美食體驗

精選旅宿

必逛名景

揚州：隱居瘦西湖溫泉度假酒店 2 晚
位處 5A 景區的人本綠色建築

常州：WEI 天目湖（溧陽市）2 晚
江南明珠之稱天目湖湖畔酒店

南京：南京隱逸水街酒店 1 晚
依靠秦淮河邊的南京頤和隱逸水街酒店

揚州瘦西湖、個園，賞傳統江南庭園與湖光水景

揚州大明寺訪歐陽修所建平山堂、西園與第五泉

遊高郵千年古驛站和兩宋時期老街體驗千年時光

日月潭姊妹湖－天目湖中國茶島體驗溧陽市白茶

南京民國造城計畫頤和公館導覽、訪民國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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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家張瑀庭 

真誠推薦

江南有著 2000 多年的歷史，馬可·波羅曾

在這裡遊歷後留下美言，「這城不很大，但

各種塵世的幸福極多」。氣候溫和、景色宜

人，加上濃厚的文藝氣息，吸引文人墨客落

戶於此。懂生活和享受使得江南形成一種豐

足又悠閒的風雅，至今江南已經成為嚮往江

南美食者的天堂。

了解一個城市，最快的辦法就是品嘗當地味

道。淮揚菜歷史可回溯清朝，鹽商富賈養廚

子興盛，造就准揚菜登峰造極。乾隆皇帝頻

繁下江南，各門各派廚子都摩拳擦掌，成就

了不少名留千古的好菜，因此「食不厭精」

便成了淮揚菜的主要特色。

人說揚州三把刀，第一把刀講的就是菜刀。

若食不厭精是淮揚菜的特色，那麼刀工便是

淮揚菜的靈魂。工夫菜三套鴨、拆燴鰱魚頭、

八寶葫蘆鴨、菊花豆腐，展現的不是拆骨不

露痕跡的高超絕藝，就是豆腐切到如菊花般

和髮絲般細膩。

這些經典好菜流傳至今，講究色、香、味、

意、型、養，淮揚菜匯集江南水鄉菜餚的精

華，菜色上桌賞心悅目，口味也讓人讚不絕

口。說真的，當我品嚐准揚名菜，腦中浮現

的是歷史典故，耳邊響起的就是江南小調，

想品嘗如此有文化底蘊的風雅盛宴，只能跟

乾隆一樣，來江南了。

簡歷

愛研究中西飲食，愛吃更愛探討飲食節氣和食

材背後的故事和趣聞，行跡遍及 40 多國。旅遊

路線規劃也是專長之一，2011 年首創以美食為

旅遊目的地的「舌尖之旅」，有澳門、京都、

東京、大陸淮揚等地區。

常到大陸各省考察美食並應邀參加名廚研討

會。目前應聘至中國安徽池州學院擔任旅遊歷

史學院教授，教授飲食文化和旅遊路線規劃，

在《商業周刊》有《張瑀庭只吃好東西》和《美

食庭看廳》二個專欄， 不定期發表文章。並經

營臉書專頁「張瑀庭只吃好東西」。

擔任《衛福部》食安志工，關注食安和推廣健

康美食、也常擔任兩岸美食展的嘉賓及評審，

受邀演講、廣播、電視分享烹飪和美食經驗，

以及健康食譜的開發和設計。開設美食、烹飪

課程，並規劃 中外美食團，著有《只吃好東

西》、《吃對很重要》、《美食家的醋料理》

等九本著作。

學歷

輔仁大學餐旅 EMBA

輔仁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餐飲管理組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

專業證書

中餐廚師執照、護理師執照、橄欖油品油師、

日本茶道許狀、旅遊行程規劃師執照、日本酒

國際唎酒師執照、高雄餐旅管理學院教師西餐

烹飪結業證書、日本東京 Le Cordon Bleu 法

國烘焙證書、石川縣日本料理研修證書、國際

禮儀研習會結業證書

江蘇（淮揚）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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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一帶「湯包」是常見的小吃美食，而湯包誘人的地方就如同舌尖上的中國所敘述－皮

薄如紙、吹彈即破、製作之絕、形態之美、吃之法奇。上等湯包製作秘訣在於，高筋的外皮

必需中間厚，上面薄，包上內餡後，火速打上三十多個摺子，經過大火一蒸，個個湯包白白

胖胖，像一朵朵飽滿圓潤含苞欲開的菊花，輕輕搖動，湯汁飽滿、晃來晃去，好似跳舞的湯

包。品嚐時，避免燙嘴，有一個順口溜－「輕輕提、慢慢移、先開窗、後喝湯」，先咬一小口，

再慢慢品嘗湯包的美味。

泰州「尚香文博館」的湯包從外皮到內餡都斤斤計較，彷彿工藝品般的講究的蟹黃湯包更是

湯包之王。蟹黃湯包在明清時期已經享有盛譽，在尚香可以看到和感受文史和美學交融，每

個包廂都是以文學命名外，也有很多玩偶還原當年的市井小民吃湯包的場景，在這不但可以

嚐到正宗湯包，還有湯包桿皮體驗，連門口的銅像都是乾隆嘴饞吃湯包被燙到手的模樣，足

見湯包的魅力！

  尚香文博館 會跳舞的湯包

淮揚美食隨筆 文 / 張瑀庭

揚州三把刀，第一把刀就是菜刀。淮揚也是中國人中最懂的享受人生的地區。揚州人品菜除

了美味，也講究意境。

趣園就位於瘦西湖旁，沿著樹蔭林立指標散步，尤如陶花源般的美景歷歷在目，趣園靜靜的

藏在樹林中，我好奇的細看牆上掛滿趣園過往的豐功偉績，原來中外名人都為它的美深深著

迷。

「八寶葫蘆鴨」是趣園的壓軸好菜，「葫蘆」代表「福碌」是個吉祥菜，這道菜起源於江蘇，

據載乾隆下江南很愛這道菜，現在已經成為揚州的傳統名菜。這道鴨做工繁複，直接考驗廚

子的刀工技術，主要是這道鴨必需 8 分鐘內去骨不破皮，再來就是填饀和燒製的功夫。

依照節氣裡頭八寶 4 料會有所不同。除了糯米、香菇、薏仁、火腿，春天會有蓮子、乾筍，

夏天則有加芡實，冬天則有紅棗，吃來皮薄肉少汁多，非常適合當一頓餐後的主食。

「八寶葫蘆鴨」製作費時費工外，一定要預約或是客製才能品嘗。

 趣園的八寶葫蘆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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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民國味道？六朝古都都在南京，人文薈萃加上文化相容並蓄，在民國時期也是官府菜

最巔峰之際。那時家禽不是用煮的而是靠蒸氣慢慢焐熟、吃豆腐也要下百刀、上湯一定只能

清蒸，才能清而不濁，後來時代變了，這一切成為夢幻泡影。

民國宴是頤和公館是此行不可或缺的體驗，所謂的民國菜指的不是任何一種菜系，而是這段

時間在南京流行的菜餚，餐廳沒有固定菜單，一切以當季食材定製而成，每道菜的命名都能

從民國人物、事件中找到淵源，民國初期，昔日的達官顯要，家家戶戶都有一兩位手藝驚人

的大廚，這些本來只討好主人和賓客的菜色，原本是祕而不宣，大多是一些文人政客對菜餚

的偏愛，後來為了回憶這段舊日時光，逐漸發展出民國宴。

這些菜餚因為歷史和名人閃閃發光，道道充滿情感和故事，雖然這些名人我們未必個個熟悉，

但好菜是沒有時空的藩籬，如今民國宴除了食物本身，更有內涵的是把當年的氛圍找回來。

  頤和公館民國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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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樓品嘗獅子頭

淮揚菜跟魯菜、川菜、粵菜並稱為四大

菜系，鼎盛於清朝，淮揚菜指的是當年淮安、

鎮江、揚州菜的總稱，不同上海的本幫菜，淮揚菜一

直走高端路線，是文人政客的品味之選，以食材鮮活、做

工精細、追求本味，清淡的口味為特色，讓淮揚菜有「開國第

一宴」和「中國名宴」享譽海外。

獅子樓是揚州菜的第一把交椅，不少重要的中外大宴都發生在這裡，

創辦人吳松德「秉持傳承不守舊，創新卻不忘本」，堅持走精品路線，

讓獅子樓天天爆滿，一位難求，甚至舌尖上的中國都聞香來報導。

鎮店名菜當然就是鼎鼎大名的獅子頭，它另有一個名字叫「葵花斬肉」，

古今不少名人墨客，都為獅子頭傾心。據說愛美食成癡的張大千，就愛吃

紅燒獅子頭，所以張大千夫人的紅燒獅子頭成為一絕，而文人梁實秋也在

「雅舍小品」中暢談獅子頭。

被稱為氣場第一的獅子頭，上桌放在一個鼎中，直徑大約 10 公分，足

足有 600 公克，上面撒滿酥脆的米粒，外表看起來像一個濃油赤醬

的大球，切開一看，裡面還暗藏醎蛋黃，三肥七瘦的比例，吃來

肥而不膩入口即化。

如今，獅子樓因淮揚菜獲獎無數，當地更盛傳一

個順口溜「要吃揚州獅子頭，就去揚州獅子

樓」，如今它已經成為地區的一個

品牌，早已聲名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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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灶是南京最火紅的餐廳，獲獎無數之外，也是中國美食評鑑中黑珍珠一鑽的餐廳，餐廳

靈魂人物非侯新慶莫屬，不僅是因為他有「淮揚刀客」之譽稱，長年在世界各地宣傳淮揚美

食的他更是在菜品下足了功夫，擅長保留淮揚老菜的美味，並融合新的元素，從選料、調味、

擺盤，都有一套自己的見解，傳統和創新激盪的火花，使得客人天天川流不息，他拿手招牌

的經典湯灌小黃魚、紅燒肉、三套鴨更是讓人讚不絕口。

灌蟹小黃魚，這道菜表現的是「拆骨」，這是淮揚菜的經典手法，與三套鴨、拆鰱魚頭不同

的是，這回選用的是肉質與風味細緻的小黃魚，將其細骨慢拆，更加顯現主廚的廚藝。魚腹

清空，將蟹粉填入魚肚，黃魚與蟹粉的相遇，香鮮味美，堪稱一絕。

而紅燒肉只選擇排骨以下連著骨頭的五花肉，先整塊用明火燒皮，整塊燙水後切條切塊，用

少量油煸炒，等豬肉出油後再下糖和醬油，加水小火慢燉一個半小時。主廚的炒糖功力直接

影響菜品的成敗，炒過久會苦，如何拿捏全靠主廚的真功夫。這次我們特別邀請主廚百忙之

中抽空幫我們安排精典經緻菜單，在品嚐老味的同時也能欣賞其中不凡的新滋味。

 古與新的交融 - 江南灶 ( 黑珍珠一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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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順才是中國烹飪大師金爵獎得主，天目湖賓館的主廚，也是天目湖砂鍋魚頭的創始人。

三十多年研發了這一個魚頭，一砲而紅，成為美食界的奇葩。現在每天人潮絡譯不絕，全是

衝著砂鍋魚頭而來。天目湖水質清澈，自然生長的灰鰱特別肥美大條，過去一整條吃不完，

廚師常常把魚頭剁掉，只留魚身烹煮。在一次意外下，廚工把魚頭拿來燉湯，驚覺魚頭膠質

豐富，滋味更加鮮美，告訴朱大師，把魚頭丟掉太可惜，於是朱大師精心研究配方，花了好

長的時間不斷烹調，最後才用數十種配料，加上純淨的天目湖水熬煮，能最完美呈現魚頭的

鮮美。

為了讓魚頭有特色，特別研發訂製景德鎮的紫砂土燒成橢圓型的紫砂鍋，讓魚頭可以完整呈

現，配上國家註冊的商標當封條，在解說之下解開封條，形成此道佳餚的一大亮點。

掀開砂鍋，熬煮乳白湯色的天目魚頭，建議撒上香菜和薑絲，能讓魚湯鮮而不膩，白而不濁，

入口有淡雅的香氣，魚肉細嫩不羶，連國家主席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吃完都讚不絕口。

 天目湖賓館砂鍋魚頭

高郵對比蘇州、南京的繁華，許多遊客卻特

別愛這裡的純樸，高郵過去是重要的驛站，

也是目前中國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驛站。高

郵的少遊宴是「舌尖上的中國」報導的國家

級名宴之一，起源於宋朝知名文學家和美食

家的秦少遊，他對淮揚菜特別情有獨鍾。

少遊宴是以他的詩詞為內容，跟蘇東坡把酒

言歡中提到的特產和美食詩篇為構架，加上

高郵的湖鮮、淮揚料理的技巧、宋朝清雅的

瓷器，以家禽、海鮮、野菜為食材，口味清

鮮為主要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盛宴開始會給大家身上掛一

顆彩蛋，這不是一般雞蛋，而是高郵有名的

雙黃鹹蛋，據說 100 顆鹹蛋中只有 4.5 顆是

雙黃，席間還有小販叫賣和唱小曲的橋段，

是一種藝文和美食完美結合的饗宴。

 高郵少遊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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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州個園

個園由揚州鹽商建於清嘉慶，名源於「月映竹成千個字」意象。園內竹石蘭桂，景甚美；除

竹外，最富盛名者四季假山，以石壘成四季之景。個園特別的是在庭院裡，使用不同的石料

堆砌成春夏秋冬四景，個園四季假山各具特色，「春山宜游，夏山宜看，秋山宜登，冬山宜

居」，「春景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凈而如妝，冬景慘澹而如睡」。

 南京總統府

南京總統府是南京中國近代建築遺存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築群之一，也是南京民國

建築的主要代表。國父孫中山於 1912 年在此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經過了幾代變

革，南京總統府在 2003 年改設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有著極高的歷史價值。

 頤和公館

一條頤和路，二十六幢建築，承載著半部民國初年史，頤和公館在南京頤和路的十二片區，

當中二十六幢建築，每棟都是民國時期風雲人物的居所，一條頤和路，半部民國史，在梧桐

樹下，精心修繕後的民國建築，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4 年度

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榮譽獎，這裡的每個腳步都能敲出民初故人的回聲，這裡的每一片落

葉，每一縷梅香，都是那些似水流年裡的民國往事。

瘦西湖五亭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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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天目湖

天目湖位於江蘇省溧陽市，屬於蘇、浙、皖三省交界處，是上海人的渡假勝地，當地明亮輕

盈的湖水倒映著岸邊的竹林，山水交融，秀色可餐，恍若仙境，天目湖是中國精緻山水的代

表，能讓人感覺到漫山竹林的青翠通幽。而南山竹海也是當地名景，陶淵明有一句話：「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所代表的意境也不外乎如此，這裡也是白茶產地。

 揚州瘦西湖

揚州最著名的景點，瘦西湖。瘦西湖約是在隋唐時期開始陸續建園，然而到了清康乾時期，

由於康熙、乾隆兩代帝王陸續六次南巡揚州遊覽瘦西湖，加上當地鹽商的大力開發，遂成了

揚州著名的風景區。揚州的瘦西湖則有長堤春柳，這條長堤兩旁種了柳樹與桃樹，每當春天

來時，楊柳與桃花穿插在兩旁，春意盎然。( 特別安排搭乘傳統人力搖櫓船遊湖 )

 高郵驛站

郵務在古代非常重要，特別是地域廣闊國家，資訊傳遞、下達政令、飛報軍情，乃至運送物

資都需要仰仗成熟的郵驛來完成。高郵是目前唯一以「郵」命名的城市。位處江淮平原南端，

京杭大運河畔，其中第六大淡水湖高郵湖，憑藉著「控下河而引長江，襟皖東而帶蘇北」地

理優勢，自古此地便捷，水上交通發達，為古代歷朝郵驛、漕運的必經之地。

個園

南京總統府 高郵湖鎮國寺

天目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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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

住宿

 常州：WEI 天目湖（溧陽市）

「江南明珠」之稱天目湖湖畔酒店

WEI 天目湖酒店是是中國新興奢華酒店

品牌 WEI 旗下的高端度假酒店，整體建

築風格具有濃郁的東方古典韻味，三十

餘間簡潔雅緻的客房與套房，可欣賞天

目湖區絕佳景緻。西餐廳運用西式廚藝

製作融合溧陽以及亞洲配料的 WEI 式菜

餚；酒店將東方傳統文化：茶道、禪修、

養生與當代文化融合起來，獨樹一幟，

也配備了在其它奢華酒店中少見的冥想

室與茶室，使客人舒緩身心，得以小憩。

房型：湖景雙床房 47-51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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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州：隱居西湖溫泉度假酒店

位處 5A 景區的人本綠色建築

揚州的靈氣不只在山水之間，守著瘦西湖的

隱居酒店，似公園，也似庭院，是存在於風

景之間的一方安靜所在。酒店有溫泉尚享

樂，有餐廳可啖美食、還有茶館與書館，行

走其間瘦西湖風光瞬間入眼。它的存在，為

揚州的享樂平添了幾分書卷與風雅之氣，酒

店建築設計由中國著名園林設計大師樑建國

先生親自擔綱，遵循以人為本、綠色建築、

生態建築的理念，使建築在充滿人文精神的

同時，與周邊景區融為一體、相得益彰。

房型：園景溫泉房 35 平方公尺

 南京：南京隱逸水街酒店

明城牆腳下，依靠秦淮河邊的南京頤和

隱逸水街酒店

隱逸酒店選址于南京老門東，與秦淮古

河相伴，一側毗鄰白鷺洲公園，另一側

毗鄰明城牆。在喧鬧的夫子廟景區中，

取得一隅的寧靜。酒店所在的水街承載

著金陵 1800 年歷史沉澱的氣度。建築

上保留了老建築的風貌。內部擁有河

景、園景等多種景觀與格局的客房，也

可以借此夜遊秦淮、參觀新落成的中國

科舉博物館。

房型：庭院及河景房 25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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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原則，得依航空公司、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實際情形調整，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單獨報名之貴賓將協助與同性旅客安排同住，倘若無法配房，將收取單人房加價費

* WEI 天目湖酒店出團一個月開放訂房，若無房則安排入住天目湖涵田酒店升等房型

桃園    南京－抵達揚州－入住隱居瘦西湖溫泉度假酒店

揚州－高郵驛站、少遊宴－揚州個園－獅子樓

南京頤和公館導覽及民國宴－南京總統府－黑珍珠江南灶

酒店活動－南京    桃園

揚州瘦西湖遊船－趣園－大明寺－泰州尚香湯包文博館

天目湖遊船茶島訪溧陽白茶－天目湖賓館砂鍋魚頭－南山竹林賞竹林景緻

環宇中心

獅子樓

香格里拉中餐廳江南灶

無

泰州尚香湯包文博館

飯店主廚創意料理

機上

高郵少遊宴

頤和公館民國宴

機上

揚州趣園

天目湖賓館砂鍋魚頭

隱居瘦西湖溫泉度假酒店

隱居瘦西湖溫泉度假酒店

南京隱逸水街酒店

甜蜜的家

WEI天目湖或同級

WEI天目湖或同級

Day l

Day 2

Day 5

Day 6

Day 3

Day 4

高郵市

江蘇省

揚州市

台灣桃園
1hr50

南京市

天目湖

南京總統府

揚州趣園

瘦西湖五亭橋

江南灶

天目湖沙鍋魚頭

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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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資訊

貼心安排

團費：89,000 元

行程講座

* 桃園機場環宇商務中心禮遇出關，禮賓人員服務享快速出關尊榮。

*安排當地特色餐廳或主廚料理，不安排旅行社風味團體餐。

*每房提供一台 wifi 機（可使用臉書 line）隨時分享旅遊體驗。

*不進購物站，車上不強迫推銷，團費含領隊、司機小費。

*團體旅遊險提高 500 萬元、意外醫療 20 萬元，多保障多安心。

（備註：民法規定 15 歲以下含，與 70 歲以上含，無法投保 500 萬 10 萬，將替貴賓投保 200 萬 3 萬）

* 機位為經濟艙，升等商務艙需加價

出發日期，煙花三月下揚州．季節限定

2020 年 1 0 月 18 日─ 1 0 月 23 日，共 6日。

針對行程詳細說明，講座席位有限，敬請來電預約 (北中南不定期舉辦說明會 )

活動訊息請上有行旅官網（http://utravel.udn.com）請至「講座資訊」查詢

主辦單位：

專線：(02)8643-3581、(02)8643-3926、(02)8643-3543

手機：0956-200-868、0915-883-089

客服信箱：utravel@udngroup.com.tw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天 17:20 19:30 桃園 /南京 東方航空 MU5002

第 6 天 14:30 16:25 南京 /桃園 東方航空 MU5001

報名

資訊

線上客服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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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菜獅子頭創始地，揚州獅子樓嘗正宗獅子頭

乾隆的愛菜，費時費工的揚州趣園八寶葫蘆鴨

依據秦少遊飲食詩詞所設計，高郵少遊文化宴

常州天目湖賓館鄧小平大力稱讚的，砂鍋魚頭

一條民國路半部民國史，頤和公館品嘗民國宴

中國美食評鑑黑珍珠一鑽餐廳江南灶淮揚料理

感受文史美學交融，尚香湯包文博館蟹黃湯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