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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Name：（中 Chi）陈子怡   

（英 Eng）Chen Zi Yi *与身份证/护照一致 As per IC/Passport 

国籍 Nationality：马来西亚   

身份证/护照号码 Identity Card/Passport No.：123456-78-9012 

手机号 Mobile No.：012-987 6543   

电邮 Email：travelchina@gmail.com *请提供有效电邮 Please provide valid email 

职业 Occupation：学生 

参赛组别 Category：   

 团体组 Travel Agency/Tourism-Related Company（以公司或机构名义参赛，

从事与旅游相关行业包括旅行社、航空公司等）Representative of tourism-related 
organisations or companies, such as travel agencies, airlines, etc.） 

机构/公司名称 Organisation/Company Name： 
                                                           

 个人组 Individuals（热爱旅游者包括全职博客、旅游达人、KOL 等 Avid travellers such 
as full time bloggers, travel professionals, KOLs, etc.） 

 “探寻秋冬绝色的中国”暨 

创意旅游线路设计计划书 
 

 “Splendid China in Autumn and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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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秋冬绝色的中国" 暨创意旅游线路设计计划书 

 “Splendid China in Autumn and Winter” Creative Travel Route Design Contest Proposal 

参赛线路详情 Entry Details 
 
名称 Title：寻味江南 

季节 Season：  秋 Autumn   冬 Winter 

主题 Theme：   
*可多选 multiple choices are available 

 自然风光 Nature Landscape   美食飨宴 Gastronomic Delights 
 亲子旅游 Family       冰雪旅游 Snow and Ice 
 乡村旅游 Countryside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养生旅游 Wellness      自驾旅游 Self-drive 
 文化艺术 Arts and Culture    人文风情 Cultural customs 
 其它 Others                   

天数 Number of days：   
 3  4  5  6  7  8  9   10 

简介 Introduction (150 字/150 words) 
 
以“寻味江南”为主题，游走于上海和苏州这两座古时属于江南的城市，从地

道小吃到星级餐馆都逐一搜索。秋意美景当然不可错过，水乡园林尽揽其中，

在赏尽秋色之余，更尝遍美味佳肴，以味蕾设计出一条色、香、味俱全的创意

线路，让眼睛捕捉美丽秋季，让舌尖牢牢记住这 6天内所品尝的每一道菜、每

一个酸甜苦辣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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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说明 Itinerary Description： 
 *可删除多余天数 Extra days can be deleted 
 
DAY 01 请依次填写旅游景点名称 Please fill in the names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order 

吉隆坡国际机场 → 上海浦东机场 → 入住酒店，充份休息  

行程特色 Details： 
 
从吉隆坡飞上海，抵达后到酒店办理入住，第一天不安排行程，争取休息及准

备之后的行程。 
 

 
预计当日花销 Expected expenditure on the day：700 RMB 

DAY 02 请依次填写旅游景点名称 Please fill in the names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order 

先到“佳家汤包”吃早餐 → 朱家角欣赏江南水乡景致 → 外滩及东方明珠塔欣

赏夜景 → “老吉士酒家” → 返回酒店休息 
 
行程特色 Details： 
 
l “佳家汤包”已有 35 年历史，是上海小笼包老字号之一，小笼包饱满多汁，

加上即点即做以确保新鲜，吸引不少当地人和旅客光顾。非吃不可的一定

是纯蟹粉小笼包，内馅包满了纯蟹粉，鲜甜无比。 
 
l 吃完早餐后坐地铁到朱家角欣赏古建筑及江南水乡风情，景区内也有很多

小吃，待至夕阳下山后返回市区。 
 
l 不去老吉士餐厅吃上海菜就等于没来过上海，老吉士几乎是上海本帮菜的

代名词，其中“外婆红烧肉”更是一吃难忘。 
 

 
预计当日花销 Expected expenditure on the day：1500 RMB 

DAY 03 请依次填写旅游景点名称 Please fill in the names of the tourist  

到“南阳路粢饭团”吃早餐 → 上海植物园打卡赏秋色 → 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

工坊 → 田子坊 → 晚上坐高铁到苏州 → 到酒店办理入住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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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Details： 
 
l 上海人早餐吃粢饭就跟我们马来西亚早餐吃椰浆饭一样普遍，“南阳路粢饭

团”采用经典血糯米粢饭，包上金黄的油条碎、虎皮蛋、咸鸭蛋和独家秘制

的肉酱等，喜欢吃粢饭的朋友一定要去这家！ 
 

l 要欣赏绚丽的秋色和打卡“骗赞”，一定不能错过上海植物园，各种的彩叶

植物点缀着古典建筑，让深秋的绚烂美到了极致。 
 
l 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是全球最大的星巴克，吸引各地旅客前来打卡。

到这里不只是为了喝一杯咖啡，这里有市集、图书馆，还有由咖啡交响管

制造的听觉享受——烘培好的咖啡豆藉由天花板的五根铜管输送到这五

柱透明储豆槽，配送时发出的沙沙声带来特别的听觉体验。 
 
l 田子坊是蕴含了美食、艺术、文创等多样特色的景点，坐地铁就可以直达，

在离开上海前可特别来这里买些特色手信送朋友。 
 
l 坐高铁到苏州 
 

 
预计当日花销 Expected expenditure on the day：1600 RMB 

DAY 04 请依次填写旅游景点名称 Please fill in the names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order 

“哑巴生煎”早餐 → 苏州博物馆 → 裕兴记面馆午餐 → 拙政园 → 阳澄湖蟹

晚餐（阳澄湖莲花岛诸葛蟹园）→ 回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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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Details： 
 
l 苏州的早餐选择实在太多太多，严选了人气极旺的“哑巴生煎”作为苏州

早餐的代表。这里的招牌生煎和牛肉粉丝汤不能错过，生煎的内馅是胛心

肉，肉质很嫩，底部酥脆，咬一口就尝到喷出带着些甜味的苏州风味汤汁。

牛肉粉丝汤的牛肉嫩滑，在凉快的秋天喝上一口热汤，很是享受。 

 

l 苏州博物馆结合传统中国文化及现代建筑设计，长廊、九曲小桥、重峦迭

嶂的假山和水榭亭台，与玻璃、开放式钢结构碰撞，中西风格共融。博物

馆的西馆刚在 2021 年 9 月正式落成，设计与旧馆截然不同，两馆相合形

成“一传统、一当代，一江南、一国际”的呼应。 

 

l 裕兴记是苏州知名的老字号面馆，相传由乾隆年代开业至今，最知名的就

是两面黄、三虾面、大肉面以及红汤面。 

 

l 拙政园的秋色多彩，红枫银杏，好看极了。 

 

l 秋天到苏州一定要尝蟹，有一句话“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

可想而知苏州的蟹是非尝不可。阳澄湖莲花岛诸葛蟹园在每年吃蟹旺季时

都吸引不少旅客慕名前来，品蟹之外还可以在阳澄湖旁漫步欣赏美景。蟹

园因为远离市区，包车前往约需一小时车程。 
 

 
预计当日花销 Expected expenditure on the day：2000 RMB 

DAY 05 请依次填写旅游景点名称 Please fill in the names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order 

荣阳楼早餐 → 寒山寺赏秋 → 归素吃午餐 → 同里古镇 → 观前街 → 回酒

店休息 

行程特色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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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七里山塘街是老苏州人的美食街，百年老店“荣阳楼”是许多老苏州的心

头好。到荣阳楼叫上一碗焖肉面，来几只油氽团子，满是浓浓老苏州味的

一天就此开启。 

 

l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来到苏州当然不能错过寒山寺，

所有的建筑都有点仿唐风格，又完全是一派苏州园林韵味，一步一景，清

幽，秀丽。一到秋季，银杏叶和枫叶飘落一地，非常漂亮。 

 

l 游完寒山寺，到寒山寺图书馆旁的一家素食餐馆“归素”，点一份馄饨或

者招牌酱香饭，吃一顿清雅闲适的素食午餐也很不错。 

 

l 同里古镇有 8个重要的景区，其中，中国园林代表之一的“退思园”是必

到景点。小桥流水、白墙黑瓦之外，同里的传统名菜状元蹄也是必尝美食。 

 

l 在苏州最后一晚逛逛观前街，此街和上海的南京路一样都是有名的步行

街，有很多餐厅和地道小吃，走到哪吃到哪，还有苏州的特产如苏绣、碧

螺春茶、苏式糕点等都可以在这搜购。 
 

 
预计当日花销 Expected expenditure on the day：2500 RMB 

DAY 06 请依次填写旅游景点名称 Please fill in the names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order 

离开苏州回程上海 → 经上海机场回吉隆坡  

行程特色 Details： 
 
苏州很多地区都设有上车点，可直达上海的虹桥及浦东机场，行李较多时选择

无须换乘的机场班车较方便，约 2.5 至 3小时便可轻松到达机场，坐飞机回吉

隆坡温暖的家，行程也圆满结束。 
 

 
预计当日花销 Expected expenditure on the day：200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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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经费预计 Overall cost estimate： 

住宿 Accommodations   2500 RMB 

膳食 Meal costs    3000 RMB 

交通 Transportation   1000 RMB 

杂项支出 Others    2000 RMB 

总计 Total      8500 RM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