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基金會 2018 冬台灣青年學生交流團

《江南-北京~尋跡京杭運河》
景點簡介
~《尋跡京杭運河》~
又稱京杭運河或簡稱大運河，是中國古代一項偉大的水利運輸建設，也是世界上最長的古代運河。北起北京，南
至杭州，流經天津、河北、山東、江蘇和浙江，總計四省一市，連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
系，全長 1794 公里。 據歷史記載，大運河是由春秋時期的吳王夫差開始開鑿的，到隋煬帝楊廣時才初具規模，
之後又在元世祖忽必烈時再度擴建，形成現在的大運河模樣。隨著歷史的發展，至明、清兩代雖然仍以北京為都
城，但在經濟上十分依賴繁華富庶的江南提供糧食與物資，因此京杭大運河始終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杭州位於
京杭大運河最南端，運河杭州段是運河歷史古蹟最豐富，也是文化底蘊最為深厚的一段。

※第 1 天 2018/1/21 (日)
搭乘直航班機，飛往國際大都市—上海!!

將有數名大陸學生志願者全程陪伴大家度過難忘的十天旅程…………

上海
簡稱滬，網路流行稱呼“魔都”。是一座極具現代化而又不失傳統特色的國際大都市，百餘年來一直是中國的金
融、貿易、文化中心，是財富聚集的寶地。上海這座新舊交融的大都會，既保留著古老的石庫門、特色的海派文
化，又創造引領著最新的流行風向，是一座獨具魅力的城市。

【田子坊】
由上海特有的石庫門建築群改建而成，是不少文人藝術家的創意工作基地。隨意漫步在老弄堂裡，看看房頂的老
虎天窗、屋頂上細細排列的紅瓦、山牆上的裂紋和綠苔，充滿了老上海的味道。

【南京路】
南京路步行街西起西藏中路，東至河南中路，是上海最繁華的商業街之一，早在 20 世紀初就已是百貨公司的聚
集地，如今這裡既有永安百貨等老牌百貨公司，也有新世界城、宏伊廣場等大型購物中心，在這裡你差不多可以
買到任何商品。這裡的購物中心還有各種品牌的時尚餐廳、咖啡店、多家老字號的餐館和食品店。

【外灘】
位於黃浦江畔，是黃浦江與蘇州河的交匯處，全長 1.5 公里，南起延安東路，北至外白渡橋；是最具上海城市象
徵意義的景點，數十棟風格迥異的萬國建築和浦江夜景是它的精華所在，豐富的城市雕塑群也是外灘的一大看
點。江對岸矗立著東方明珠、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等摩天大樓，入夜霓虹閃亮，更可感受“不夜城”的韻味
與浪漫。

【夜遊黃浦江】
黃浦江是上海的象徵，每晚從上海外灘“浦江之光”碼頭啟航，從繁華的上海市區，帶到黃浦江與世界第三大河
長江匯流入海的地方——吳淞口外的“三夾水”。行駛江心，眺望一江之隔、跨越百年滄桑的建築群，不能不心
生感慨。

※第 2 天 2018/1/22 (一)

杭州
簡稱杭，浙江省省會，浙江省第一大城市，長三角副中心城市、華東地區中心城市之一、長三角南翼金融中心，
浙江省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教、交通、傳媒、通信和金融中心，華東地區重要的經濟、科教、文化、金融中
心及交通、通信樞紐，杭州都市經濟圈核心城市。是中國七大古都，距今 5000 年前的餘杭良渚文化被譽為“文
明的曙光”，自秦設縣以來，已有 2200 多年的建城史，五代吳越國和南宋在此定都，元朝時曾被義大利旅行家
馬可·波羅贊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位於中國東南沿海、浙江省北部、錢塘江下游北岸、京杭大運河南端，
自古有“人間天堂”的美譽。

【京杭大運河(杭州段)】
京杭大運河始鑿於春秋，至今已有 2400 多年歷史，橫貫南北 4 省 2 市，全長 1794 公里，是世界上里程最長、
工程最大、歷史最悠久的運河，是活著的、流動的重要人類遺產。杭州段北起餘杭塘棲，南至錢塘江，全長約 39
公里，貫穿杭州市餘杭、拱墅、下城、江幹四個城區。大運河流經了富庶儒雅的錢塘佳麗地，記錄在案了杭州繁
華古都的滄桑沉浮和白牆粉黛的市井百態。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國大運河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手工藝活態館】
坐落於中國大運河拱宸橋西西歷史街區，由近代工業遺存改建而成。展示館內現場活態展示蠶桑絲織、富陽竹紙、
西湖綢傘、張小泉鍛剪等手工技藝。杭州於 201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工藝與民間藝術之都”。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國大運河在第 38 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 46 個世界遺產項目。

【西湖】
蘇堤和白堤將西湖分成裏湖、外湖、岳湖、西裏湖和小南湖五個部分。杭州西湖主要由一山、兩堤、三島、五湖、
十景所圍繞而成。西湖十景：蘇堤春曉、曲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雷峰夕照、雙
峰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西湖新十景：虎跑夢泉、龍井問茶、雲棲竹徑、滿隴桂雨、九溪煙樹、吳山天風、
玉皇飛雲、寶石流霞、阮墩環碧、黃龍吐翠。

※第 3 天 2018/1/23 (二)

南潯
地處杭嘉湖平原北部，太湖之南，東與江蘇蘇州接壤，是湖州市接軌上海浦東的東大門；歷來是江南聞名遐邇的
“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文化之邦”。南潯鎮歷史悠久，南宋以來已是“水陸衝要之地”，“耕桑之富，
甲於浙右”，因濱潯溪河而名潯溪，後又因潯溪之南商賈雲集，屋宇林立，而名南林。至淳祐十二年(1252)建鎮，
南林、潯溪兩名各取首字，改稱南潯。由於蠶絲業的興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明萬曆至清中葉南潯經濟空前繁榮
鼎盛，清末民初已成為全國蠶絲貿易中心，民間有“湖州一個城，不及南潯半個鎮”之說，南潯由此一躍成為江

浙雄鎮，富豪達數百家，民間俗稱“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是中國近代最大的絲商群體。古鎮的景色風韻依
舊，鎮北運河東西橫延，鎮中市河南北穿鎮而過，河街相交橋樑通便，黛瓦粉牆綠柳拂水，組成了一幅原汁原味
的江南水鄉圖。南潯古鎮以其格局獨特、風貌完好、文化深厚、民風淳樸而成為江南水鄉眾多城鎮的典範和代表。

【南潯古鎮】
南潯古鎮歷史悠久，河流穿鎮而過。南潯自古富人居多，建築也都是富戶的優美莊園，而且由於西洋風曾經在此
盛行，所以南潯也是唯一的中西風格合璧的古鎮，高貴優雅。

蘇州
建城始於春秋時期(西元前 514 年)，當時吳王夫差父親闔閭命楚國叛將伍子胥建闔閭城，距今已有 2500 多年的
歷史。作為吳國的都城，至今還保留著許多有關西施、伍子胥等的古跡，是吳文化的發祥地。蘇州古城座落在水
網之中，街道依河而建，水陸並行；建築臨水而造，前巷後河，形成“小橋、流水、人家”的獨特風貌。

【蘇州博物館】
包括 2006 年起開放的新館和太平天國忠王府古建築(舊館)兩部分，整個博物館就像一座小園林。新館展示文物，
從遠古到明清、近代的陶器、玉器、書畫等；忠王府古建築雄偉壯麗，還能看到秀麗典雅的“蘇式彩繪”。新館
建築由建築大師貝聿銘設計，有著傳統的蘇州園林風格，高低錯落，深灰色屋面與白牆相配，清新雅致。屋頂上
金字塔形的玻璃天窗讓館內充滿自然光線，館中還有庭院、水池、石橋，既傳統又現代。館內設有吳地遺珍、吳
塔國寶、吳中風雅、吳門書畫蘇州特色展覽。

※第 4 天 2018/1/24 (三)

揚州
古稱廣陵、江都、維揚，地處長江中下游平原東端，江蘇省中部，東近黃海，與南通、鹽城市交界；西通南京，
與六合、天長縣接壤；南臨長江，與鎮江、無錫市隔江相望；北接淮水，與淮陰市毗鄰，中有京杭大運河縱貫南
北。歷來是水陸交通樞紐，南北漕運的咽喉，蘇北的重要門戶。

【揚州里運河】
是從茱萸灣風景區到高旻寺的河段，遊覽的主要區域集中於揚州城區的南門碼頭到便益門廣場碼頭，這一段沿路
有東關街歷史街區等著名景點，可以步行或坐船遊覽，晚上運河邊亮燈，夜景很美。運河邊有很好的綠化帶，綠
柳拂水，就像古詩詞中描繪的江南風光。

※第 5 天 2018/1/25 (四)

鎮江
古稱「潤州」、「京口」
，建城超過 3000 多年。位於江蘇省南部的長江南岸-蘇南，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圈（上海經
濟圈）的重要城市組成城市，也是南京都市圈核心層城市，是長江與京杭大運河交匯處的一個著名港口和商業貿
易轉運和轉口城市。鎮江隔著長江與揚州市，泰州市相望，東邊與常州市相連，西邊與南京市相連。由於其豐富
的軍事史，鎮江三山（京口北固山、金山寺、焦山定慧寺）是詩人家國之思的集中地。

搭乘高鐵由鎮江前往北京，體驗車上快速更迭的美景與現代化設施的便利，欣賞中國由南方往北方截然不同的景
色! 把握這段時間隨意的聽聽音樂、看看書、規畫走入北京行程、與同伴聊聊或與同團團員及同行志願者交流的
好時刻!!

北京
有 850 餘年的建都史，元、明、清三代均定都於此。作為首善之區，北京昔日的南北中軸線和東西嚴格對稱的城
區格局雖然已日漸模糊，但無論是天空街道、城市佈局，還是皇家庭園、田野風光、無不透著坦蕩博大之氣，現
代化的建築和交通也讓這座歷史名城煥發著新的光彩。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成為新中
國的首都，目前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

※第 6、7 天 2018/1/26、27(五、六)
【頤和園】
坐落於北京西郊，是中國古典園林之首，總面積約 290 公頃，由萬壽山和昆明湖組成。全園分 3 個區域。
以仁壽殿為中心的政治活動區；以玉瀾堂、樂壽堂為主體的帝后生活區；以萬壽山和昆明湖組成的風景旅遊區。
全園以西山群峰為背景，加之建築群與園內山湖形勢融為一體，使景色變幻無窮。

☆民宿☆
報名參與接待的北京當地志願者家庭，滿懷熱情的準備及期待團員的到來。所有家庭條件不一且未經過特別的挑
選及安排，或許家在市中心、或許家在四環外、或許家庭條件較佳、或許家境小康一般。白天在外活動結束回家
後，與志願者及其家人天空地寬的談話交流，聊著彼此的過去經歷、現在計劃、未來夢想，及與民宿家庭的家人
們相處共同生活。那是最近距離貼近北京生活，當個道地北京人的時刻，也將是兩岸青年一輩子難忘的珍貴回憶。

☆兩岸青年學生一對一走進北京☆
沒有專車、只有公共交通工具和你的雙腳，創造屬於兩岸青年的獨一無二北京個人遊，建議團員事先規畫行程~

走入北京，團員個人於出團前蒐集資料及依據自身經濟能力與北京大學生志願者一對一共同規劃 2 天的走入北
京行程。無論是第一次到訪北京或是舊地重遊，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同伴，總能讓你擁有不同於他人的回憶!
以下著名景點為重點推薦：
⊙南鑼鼓巷，元大都時的南北通道；元大都里坊構造在 800 多年的歷史變遷中已面目全非，但南鑼鼓巷地區卻還
極為完整地保存著元大都裡坊的歷史遺存。胡同格局完整，胡同裡各種形制的府邸、宅院多姿多彩。
⊙煙袋斜街，在清末至二三十年代，街內以經營旱煙袋、水煙袋等煙具、古玩、書畫、裱畫、文具及風味小吃、
服務行業等為主，其鋪面建築風格樸素並有北京北城特點，是北京北城較有名氣的文化街，曾留下
不少文化名人的足跡。
⊙前門大街，位於京城中軸線。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建城前是皇帝出城赴天壇、山川壇的禦路，建外城後為
外城主要南北街道。
⊙大柵欄，已有近 500 年的歷史，是北京最古老、最著名且又別具一格的古老街市和繁華的商業鬧市區。興起於
元代，建立於明朝，從清代開始繁盛至今。1900 年義和團曾一把火將整條街付之一炬，以民國初期風
貌為基礎重建後依舊繁華。其由來為明代孝宗弘治元年，當時北京有“宵禁”，為了防止盜賊隱藏在
大街小巷之內，由朝廷批准，在很多街巷道口，建立了木柵欄。大柵欄原是廊房四條，因為這條胡同
的柵欄製作出色、保留長久，於是就成為這條胡同的名稱。

⊙鳥巢，即國家體育場，位於北京奧林匹克公園，主體建築呈空間馬鞍橢圓形。主體鋼結構形成整體的巨型空間
酷似“鳥巢”的結構。體育場外殼採用可作為填充物的氣墊膜，使屋頂達到完全防水的要求，陽光可以
穿過透明的屋頂滿足室內草坪的生長需要。
⊙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位於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內，2008 年北京奧運會標誌性建築物之一，總建築
面積約 8 萬平方米。作為北京 2008 年奧運會主要的比賽場館之一，具有國際級的設施水準和知名度。
⊙恭王府，清代規模最大、亦是至今保存最好的一座王府，曾是和珅的宅邸和嘉慶皇帝的弟弟永璘的府邸，充分
體現了皇室輝煌富貴的風範和民間清致素雅的風韻。恭王府預備建成中國首個王府博物館，現開放部
分僅為其花園。
⊙什刹海，也作“十刹海”，四周原有十座佛寺，故有此稱。元代名海子，後逐漸形成西海﹑後海﹑前海，三海
水道相通。是北京內城唯一一處具有開闊水面的開放型景區，也是北京城內面積最大、風貌保存最完
整的一片歷史街區。自元代起，便是元大都的漕運和商業中心；明清時期，達官顯貴、文人雅士競居
於此；清入關後，皇帝親領的“正黃旗”亦在此駐紮。
⊙圓明園，既有宮廷建築的雍容華貴，又有江南水鄉園林的委婉多姿，同時又吸取了歐洲的園林建築形式，把不
同風格的園林建築融為一體。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當豐富的皇家博物館。園內各殿堂內裝飾有難以計
數的紫檀木傢俱，陳列有許多國內外稀世文物。園中文源閣是全國四大皇家藏書樓之一，園中各處藏
有《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薈要》等珍貴圖書文物。圓明園于咸豐十年(1860
年 10 月)，遭到英法聯軍的洗劫和焚毀，於 1988 年建成圓明園遺址公園，僅存山形水系、園林格局
和建築基址，假山疊石、雕刻殘跡仍然可見。
⊙首都博物館，“北京歷史文物陳列”是基本陳列，時限上溯數十萬年前，下迄 1949 年，通過一系列的圖表、
模型、文物，多層次、多側面地展示了北京歷史發展的風貌。館藏有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地區出土
的大量文物，及徵集收購捐贈的許多傳世文物，如元代螺鈿漆盤殘片、元代青花鳳首扁壺、明成
化鬥彩葡萄杯、嘉靖鬥彩八卦爐等，這些文物富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堪稱絕品。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館藏西周重器——班簋，是鑄於三千多年前周成王時代的青銅禮器，造型瑰麗，文飾古樸。器
內有一百九十余字的銘文，堪稱周器銘文中的宏篇巨著。
⊙國家博物館，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是以展示歷史與藝術並重，集徵集、收藏、研究、考古、文化交流於一體
的綜合性國家博物館。
⊙國家大劇院，是亞洲最大的劇院綜合體。外部為鋼結構殼體呈半橢球形，營造出舞臺帷幕徐徐拉開的視覺效果；
殼體由鈦金屬板拼接而成；中部為漸開式玻璃幕牆，由超白玻璃巧妙拼接而成；橢球殼體外環繞
人工湖，各種通道和入口都設在水面下。若於傍晚天色未暗時由 80 米長的水下通道進入演出大
廳，可欣賞波光粼粼的水下長廊及兩種不同外觀感受的大劇院。
⊙北京市城市規劃館，展示了北京悠久的歷史和首都城市規劃建設的偉大成就。在此可見北京城悠久歷史、奧運
場館規劃，以及未來北京在綠化美化、改善交通狀況、實現市政基礎設施現代化等規劃藍
圖。
⊙雍和宮，具有將漢、滿、蒙、藏等多種建築藝術融為一體的獨特藝術風格；是北京地區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
的喇嘛教黃教寺院。曾是雍正繼位前的府邸，雍正繼承皇位後，將其中一半改為黃教上院，一半作為
皇帝行宮，後行宮遭火焚毀。
⊙明十三陵，建於 1409～1644 年，先後修建了十三座皇帝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監墓。是中國乃至世界現
存規模最大、帝后陵寢最多的一處皇陵建築群。
⊙北京大學，創辦于 1898 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當時中國最高教育行政機

關。辛亥革命後，於 1912 年改為現名。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作為中
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科學思想的發祥地，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鋒作
用。

※第 9 天 2018/1/29 (一)
【居庸關長城】
相傳秦始皇修築長城時，將囚犯、士卒和強征來的民夫徙居於此，後取“徙居庸徒”之意，故名居庸關。居庸關
兩旁山勢雄奇，中間有長達 18 公里的溪穀，俗稱“關溝”。這裡清流縈繞、翠峰重疊、花木鬱茂、山鳥爭鳴，
被列為“燕京八景”之一。居庸關長城所在的峽谷，屬太行餘脈軍都山地，地形極為險要，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燕國扼控此口，時稱“居庸塞”。漢朝時，居庸關城已頗具規模。南北朝時，關城建築又與
長城連在一起；此後曆唐、遼、金、元數朝，居庸峽谷都有關城之設。

【故宮】
又名紫禁城，位北京市中心、天安門廣場北 1 公里、景山南門對面，面積達 72 萬平方米，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
宮殿建築群。這裡曾居住過 24 個皇帝，是明清兩代(西元 1368～1911 年)的皇宮故宮。1925 年成立故宮博物院，
被譽為世界五大宮之一(北京故宮、法國凡爾賽宮、英國白金漢宮、美國白宮、俄羅斯克里姆林宮)，並被聯合國
科教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第 10 天 2018/1/30 (二)
【宋慶齡故居】
位於什剎海。原為康熙年間大學士明珠宅第一部分，乾隆年間為和珅別墅，宋慶齡於 1963 年入住。原展覽分三
個展廳，第一展廳介紹了她從青年時代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於中國革命，直至 1949 年新中國成立，致力於民主
革命事業的生涯；第二展廳表現在新中國建設事業中活動成就；第三展廳生動地反映關懷、愛護少年兒童事蹟。
2009 年 5 月 31 日，位於宋慶齡故居文物庫一層的宋慶齡生平展正式對公眾開放。

【798 藝術區】
位於朝陽區東北，是老廠房改造的創意園區。現在已是北京的新地標和文藝青年聚集地，駐紮了很多畫廊、展館
和獨立藝術家，建築也都新銳時尚，設計感十足，還有不少特色店鋪，可感受文藝氣息的妙處。

帶著珍貴的友誼及難忘的回憶，從”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北京搭乘直航航班返回台灣!!

期待大陸志願者同學 2018 秋季抵達台灣回訪再次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