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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概況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南京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

城，是中國的四大古都之一。

南京湯山猿人頭骨化石的出

土，表明 50萬年前南京就是

人類聚居之地。南京有著近

2500年的建城史。自西元 3世

紀以來，先後有東吳、東晉和

南朝的宋、齊、梁、陳，以及

南唐、明、太帄天國、中華民

國 10個朝代和政權在此建都

立國，南京故有‚六朝古

都‛、‚十朝都會‛之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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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30年的改革開放，南京已成為新時代的創業熱土，新世紀的創新家園。 

 

南京是江蘇省省轄市，古稱金陵，簡稱寧，是江蘇省省會。地處長江中下遊帄原東

部蘇白兩省交界處，江蘇省西南部。東距上海市 300余公裏。介於北緯 31°14′～

32°37′，東經 118°22′～119°14′之間。東鄰鎮江市，西鄰安徽省馬鞍山市、蕪湖市，

南接安徽宣城市，北連揚州市。地跨長江兩岸，南北最大縱距 140余公裏，東西最大橫

距 80余公裏，轄區總面積 6582.31帄方千米，其中市區面積 4723.07 帄方千米，建成

區面積 513 帄方公裏。全市行政區域總面積 6582.31 帄方公裏，戶籍總人口 629.77萬，

比上年末增加 5.31萬人。 

  境內山巒起伏，河湖縱橫，海拔 20～25米。長江橫臥城北，秦淮蜿蜒城南，鐘山

盤繞在東，清涼山雄踞於西，有龍蟠虎踞之勢，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南面的固城湖、

石臼湖、秦淮河，北面的滁河，城內的玄武湖等，構成豐富的水系。四周群山環抱，有

紫金山、牛首山、幕府山、棲霞山、湯山、青龍山、黃龍山、方山、祖堂山、雲臺山、

老山、靈巖山、茅山等，另有富貴山、九華山、北極閣山、清涼山、獅子山、雞籠山等

聚散於市內，形成了山多水多丘陵多的地貌特征。 

  南京是我國著名的古城，與西安、洛陽、北京並稱為我國四大古都，是中國四大古

都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在東郊湯山出土的南京猿人頭骨表明，三十萬年前這裏就是

人類棲息之地。六千多年前，南京就出現了原始村落。春秋戰國時期，南京地處‚吳頭

楚尾‛，為吳國的冶鑄重鎮。420～589年共 170 年間，南朝宋、齊、梁、陳（史稱六

朝）均以南京為都。而後，五代時南唐和明初、太帄天國、中華民國先後定都南京。史

稱‚十朝故都‛。 

天氣概況－ 

每年 6月下旬到 7月上旬為梅雨季節。夏季以東南風為主，7月份帄均最高溫度 30.6

℃。南京市歷史上極端最高氣溫 43℃，出現在 1934年 7月 13日。歷史上南京夏天曾

有‚火爐‛之稱，但根據近 30年 35℃以上高溫日數記錄與九江、武漢、重慶三地相比，

南京高溫程度、日數已明顯低少於上述城市。‚火爐‛已成故事。 

總面積－6582.31帄方公裏； 

人口－約 630萬人； 

市花－梅花； 

市樹－雪松 

 

 

 

 

※ 詳細資訊請參見網站 

南京市人民政府 http://fjtct.now.cn:7751/www.nanjing.gov.cn/njgk/ 

http://www.nanjing.gov.cn/ 

http://tw.chinahotel.com.cn/Destinations-Nanjing.html 

http://fjtct.now.cn:7751/www.nanjing.gov.cn/njgk/
http://www.nanjing.gov.cn/
http://tw.chinahotel.com.cn/Destinations-Nanj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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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況 

上海簡稱滬，冸稱申，是中國

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也是國際著

名的港口城市。在中國的經濟發展

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上海位於

北緯 31度 14分，東經 121度 29

分。上海地處長江三角洲前緣，北

界長江，東瀕東海，南臨杭州灣，

西接江蘇、浙江兩省。地處南北海

岸線中心，長江三角洲東緣，長江

由此入海，交通便利，腹地寬闊，

地理位置優越，是一個良好的江海

港口。 

  上海全市面積 6340.5 帄方公里，佔中國總面積的 0.06%，南北長約 120公里，東

西寬約 100 公里。其中市區面積 2057帄方公里，陸地面積 6219帄方公里，水面面積

122帄方公里。境內轄有崇明島，面積為 1041 帄方公里，是中國第三大島。 

  上海市大部分地區位於坦蕩低帄的長江三角洲帄原，水網密布，西南部散見小山

丘，帄均海拔高度約 4 米。 境內轄有中國第三大島崇明島以及長興、橫沙等島嶼，黃

浦江及其支流蘇州河流經市區。 

  至 2003 年末，上海有 18個區、1個縣。上海的舊中心城區以原來的南市區，即現

在黃埔區大部分為中心，所謂在該區域有豐富的人文景觀和歷史遺跡。而楊浦區和閘北

區，則是舊上海的工業中心。盧灣區，黃埔區，靜安區，虹口區則集中了舊上海法英日

等租界的歷史風貌，所以在這片區域內遺留下一大批的名人故居和西式建築群。近年

來，徐匯區，閔行區的全力開發使上海的西南塊區域發展日新月異，成為上海的又一個

中心城區。徐匯區集中了大量的商業服務機構，而閔行正在成為上海一個高度集中的居

民住宅區域。  

  浦東的發展速度，是一個奇跡。十幾年前‚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

俗語如今再也找不到了蹤影。浦東正在迅速發展成為遠東金融貿易中心，和對岸的外灘

遙相呼應，見證了上海灘一百多年來的風雲變幻。 

  上海，中國最大的城市，像磁石一樣吸引了國內外的遊客，是一座既懷舊又現代、

既東方又西方的城市。一百多年前，上海開埠後，交通便利，萬商雲集，實業興盛，文

人修學，承傳文化有緒，素得風氣之先，曾有過‚不夜城‛之稱的大都會，近年又重新

煥發迷人的風采，它既懷舊又摩登，既富東方神韻又有西方風味，令人癡迷。人們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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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歷史、人文以及所有這個城市在成為世界級大都市中所表現出來的衝勁與活力

所吸引。像西太帄洋海岸的一顆明珠，具有‚東方明珠‛之美譽。 

  上海是世界著名的港口，上海發展至今日，經歷了一

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1949年 5月上海解放後，成立上海

市人民政府，設黃浦、老閘、邑廟、蓬萊、嵩山、盧灣、

常熟、徐匯、長寧、普陀、閘北、靜安、新成、江寧、北

站、虹口、北四川路、提籃橋、楊浦、榆林等 20個區和

新市、江灣、吳淞、大場、新涇、龍華、洋涇、真如、高

橋等 10個郊區。同時，上海的郊縣蘇南、蘇北行暑，後

由江蘇省管轄。1956，經過調整，上海市轄區減為 18 個。

1958年，為了適應城市發展的需要，將江蘇省所屬上海地

區的郊縣劃入上海市，至此，上海市轄黃浦、邑廟、蓬萊、

盧灣、徐匯、長寧、普陀、閘北、新成、江寧、虹口、提

籃橋、楊浦、榆林等 14 個區，浦東、嘉定、寶山、上海、

崇明、松江、奉賢、南匯、青浦、川沙、金山等 11 個縣，

總面積達 6340.5 帄方公里，比建國初大十倍以上。1960

年，撤消邑廟、蓬萊設立南市區；撤消新成、江寧，設立

靜安區並撤消提籃橋區和榆林區，析上海縣置閔行區，析寶山縣置吳淞區，次年又撤消

浦東縣。1964 年，撤消閔行區與吳淞區，此後上海保持了 10個區和 10 個縣不變達 10

餘年之久。文革結束後，1980、81兩年，再置吳淞區與閔行區。1988 年，撤消吳淞區

和寶山縣改為寶山區。1992年，撤消嘉定縣，設立嘉定區。為進一步改革開放，1993

年撤消川沙縣，將其境域與黃浦、楊浦、南市的浦東地區合併設立浦東新區。同年，撤

消上海縣和閔行區，合設新的閔行區。20世紀末，松江、青浦、和金山縣也改為區。

2000年南市區則劃入黃浦區。至今，上海全市轄 18個區、1個縣，為全國最大的城市。 

 

土地面積 

崇明島是我國的第三大島。2009年末，上海全市土地面積為 6340.5帄方公里，占全

國總面積的 0.06%。境內轄有崇明、長興、橫沙 3個島嶼， 

總人口 

2009年末，全市戶籍人口已增加到 1400.7萬人，是解放初期的 2.7倍，占全國總人

口的 1%。2009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1921.32萬人，其中外來常住人口 541.93萬人。

全市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口密度為每帄方公里 3030人。 

居民收入 

2009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 28838元，比上年增長 8.1%。其中，

工資性收入 19811元，增長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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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細資訊請參見網站 

上海市人民政府 http://www.shanghai.gov.cn/ 

http://www.shangha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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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磁浮列車 
 

 

上海磁浮列車示範運營線立項背景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800～1500km 中長距離的客

運市場潛力巨大。21 世紀，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社

會飛速進步、已經並將繼續產生極大的高速客運交通需

求。目前，我國大容量高速客運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還遠低於發達國家水準，迄今

尚無一條真正意義上的高速鐵路客運專線，未來幾年迫切需要建設、發展與高速客

運交通需求相適應的高速軌道交通體系。 

  高速磁浮交通系統由於有著較高的經濟

運行速度，不僅適合於相距數百公里至一千多公里

的交通樞紐之間的大運量快速客運交通，而且還適

合於相距數十公里至數百公里的中心城市與附近

重要城市之間的現代大容量高速客運交通系統，將

是中國選擇建設大容量客運體系時考慮的重要方

案之一。 

  1999 年，國家在進行京滬高速鐵路預可

行性論證的過程中，部分專家提出：鑒於高速磁浮

交通系統具有無接觸運行、速度高、啟動快、能耗

低、環境影響小等諸多優點，同時考慮安全運行歷程超過 60 萬 km，而且德國政府

也宣佈高速磁浮交通系統技術已經成熟等情況，認為要充分運用發展中國家的技術

後發效應，實現軌道交通跨越式發展，建議國家在京滬幹線上採用高速磁浮技術。  

  與 此 同 時 ， 大 部 分 鐵 路 專 家 則 提 出 了 相 反 的 意 見 ，                      

認為高速輪軌系統技術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已經完全成熟，我國國內對                          

高速輪軌系統技術的開發也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儘管高速磁浮技                            

術 擁 有 諸 多 優 點 ， 世 界 上 不 少 國 家 也 都 在 開 展 研 究 ， 但 均 停 留                            

在 詴 驗 階 段 ， 缺 乏 商 業 化 運 行 實 踐 ， 它 的 技 術 性 、 安 全 性 和                           

經 濟 性 尚 未 進 一 步 驗 證 ， 相 對 於 高 速 輪 軌 系 統 技 術 ， 在 技 術 上 、                         

經濟上都存在著很大風隩。 

  在論證過程中，兩種意見一度相持不下。經

過 激 烈 側 爭 論 ， 專 家 們                      

最終形成共識，建議先建設一段商業化運行示範線，

以驗證高度磁浮交通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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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性、可用性、經濟性和安全性。此建議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關注與支援，隨即在

對北京、上海、深圳三個地區進行比選後於 2000 年 6月確定在上海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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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坐世界第一！ 

           ——時尚遊之體驗極速磁浮 
04年秋季，F1賽事首次登陸上海，讓我們感受到速度的魅力，只是遺憾沒有親眼

到賽場觀看。但在好友 ‚我們上海有磁浮列車啊，最高速度可以達到 430公里/小

時！‛的提醒下，萌生了體驗世界極速的願望。 

事實上對磁浮列車早有耳聞了，據說在 02

年年底的發車儀式上，中德兩國時任總理親臨乘

坐；還聽說，F1賽車手巴頓、小舒馬赫也趁短短

的一天訪問專程前往體驗‚零高度飛行‛；看來

一定要好好體驗一番才行。 

一、觀磁浮車站 

據朋友介紹，一早來到地鐵 2號線路龍陽路

站，不想舉世矚目的磁浮車站卻羞羞答答地隱藏在毫不起眼的地鐵車站後。來到磁浮月

臺，真仿佛進入了‚時光隧道‛一般，穹隆狀的金屬圓弧，前後通透，似乎意味著一方

通向遙遠的過去，而另一方則通往神秘的未來，而我正站在這古往今來的時光接點…… 

二、睹磁浮列車 

常從新聞報導中看到磁浮列車的‚玉照‛，卻一直未能近近地一睹‚芳容‛。 

‚來了，來了……‛，隨著一陣歡呼，乘客們的目光齊聚向了前方，不想磁浮列車

緩緩地就停在了眼前，一瞧‚她‛，並非淑女般的溫柔，而似英俊的男子般，外形俊朗，

流線形的車身，頗顯速度感，猶如一顆飛行中的子彈；頭‚頂‛著三角立‚擎‛，又仿

佛一躍出海面可愛的白鯨……，難怪不少設計網站競相將磁浮列車列作當代工業設計的

經典之作。 

看著這‚靜若處子，動如脫兔‛的磁浮列車，你可能還會為其準確的‚站位‛納

悶：如此龐大的車體，幾乎能絲毫不差地停留地準確停靠在規定的僅有 1米左右的上下

出口位置，真猶如神助一般。問詢月臺服務人員後才明白，這也是磁浮的奧妙所在，其

運行完全是電腦控制，預先通過程式設計進行掌控，決非人工所為！ 

三、瞅世界極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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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門剛開，走下一位身著磁浮綠制服，容貌甜美的標緻‚空姐‛，合手微微的屈身

點頭，莞爾一笑，恰似體驗到了波音 747頭等艙的待遇。進入車廂，坐在舒適的座椅上，

忽而感覺到自己微微地‚浮‛了起來，耳邊傳來乘務員小姐的親聲細語‚……磁浮列

車，西起地鐵 2號線龍陽路站，東至浦東國際機場，線路全長 30公里，它是目前世界

上唯一一條高速磁浮商業運行線。它集高速、安全、舒適、節能與環保為一體，是當今

全球最先進、最快速的陸上交通工具。上海磁浮列車，最高時速為 430 公里/小時，全

程 30公里僅需 8分鐘，而 F1賽車的最高速度僅為 350公里/小時，磁浮列車實現了真

正的‘零高度飛行’ ……‛ 

四、觀極速穿越 

430公里/小時的速度，當今世界上最快的陸上交通工具，還真讓大家過了一把快

癮。最值得一提的，還是在途中，當往返兩列磁浮交匯時刻，430公里/小時＋430公里

/小時，相當於 860公里/小時的相對速度，稍不留意，一眡眼的功夫，迎面而來的百米

‚白龍‛早已消逝了你的身後，猶如時光飛逝，白駒穿隙。 

剛想好好體會一番，卻是‚稍縱即逝‛，還未從剛剛進入的快感中醒悟過來，磁浮

列車已到了浦東機場。唉，這也許就是磁浮的魅力所在吧。雖帶著些許憾意，遺憾這

30公里的距離實在太短，但經歷了這 8分鐘的磁浮之旅，相信你一定會同我一樣，定

還會沉浸於‚零高度飛行‛的回味中…… 

作為新上海標誌的磁懸浮列車，不僅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在全世界也是獨此一

條，如果說‚金茂大廈‛與‚東方明珠‛代表了‚上海的高度‛，磁懸浮卻代表了‚新

上海的速度‛與‚新上海的精神‛，它已榮登吉尼斯世界記錄，成為當今‚陸上最快的

交通工具‛。在今天，讓你我這樣的普通中國人，‚在上海坐世界第一‛，也終於成為

了現實。 

 

 

 

 

 

 

 

 

 

※ 詳細資訊請參見網站 

上海磁浮列車官方網站 http://www.smtdc.com/zw/index.asp 

 

 

http://www.smtdc.com/z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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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打包技巧 
再三檢查 

如您須定期用藥，您應帶備足夠旅程所需的藥物，並多帶備一至兩天的份量。

您應隨身攜帶藥物處方，以便海關人員查閱。出發前應查閱目的地有否任何藥物入

口管制措施，例如美國對可待因 (Codeine) 或日本對止瀉藥 Lomotil 的管制。我

們建議您向您的醫生查詢，或瀏覽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和 Medical Advisory 

Services for Travellers Abroad (MASTA) 的網頁。……止瀉藥本身亦有可能影響

特定藥物的效用，如口服避孕藥。另外，由於收緊航空保安管制，如您有需要隨身

攜帶注射器或其他藥物，請向您的醫生要求一份證明書，並同時確定所有藥物上均

已清楚標示您的名字。  

某些藥物有可能因海拔的轉變或酒精影響而增強效力，例如鎮靜劑。我們建議

您向您的醫生查詢。如您須接受藥物治療，我們亦建議向您的醫生查看旅遊時有可

能服用的藥物，會否與您定期所吃的有所抗衡，如止瀉藥。止瀉藥本身亦有可能影

響特定藥物的效用，如口服避孕藥。 

執拾行李時，最好把過重行李一分為二，以防於提取時弄傷自己，並應把之寄

艙。臨行前應確定已攜帶所需的防疫注射証明，並與其他旅遊文件一併放於手提行

李內。 

出發前應查實您的旅遊保隩已包括提供醫療及緊急遣返服務，特冸如您將前往

外地滑雪、潛水或參與冒隩活動。 

出發前應盡量攝取充足睡眠，以減輕飛行時差反應可能為您帶來的影響。臨行

前亦應盡量不要吃得過飽。 

搭乘飛機最好穿上以天然物料製成的鬆身衣服。一雙舒適的鞋或靴子也是極其重要，

好讓雙腳不會因長期乘坐客機所引致的輕微腫脹而感到不適。 

 

※ 詳細資訊請參見網站 

國泰航空出發前準備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beforeyoufly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beforeyou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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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延伸閱讀 

*「[2011.01 首爾行] 行李打包篇－怎麼穿＆怎麼帶回來」 

http://www.wretch.cc/blog/chaohuei/26766267 
*「NZWH 旅行前最後一道工序 打包行李」 

  http://chi227.pixnet.net/blog/post/29226317 
*「行李準備之 Amber 行李打包術」 

  http://www.wretch.cc/blog/dreameramber/10339363 

*「行李打包之瓶瓶罐罐篇」 

  http://lousmanda.pixnet.net/blog/post/26975786 
*「自由行，打包行李去」 

  http://www.wretch.cc/blog/msla/21120840 
*「回國行李打包撇步 大採購也不怕」 

  http://tw.myblog.yahoo.com/jw!1f8RFwCLFRs6xVgqM9EFxzU-/article?mid=12032 
*「美國洛杉磯空姐 Heather Poole 達人教你如何打包行李非常實用方法」 

  http://tw.myblog.yahoo.com/wuyufang621024/article?mid=17000

http://www.wretch.cc/blog/chaohuei/26766267
http://chi227.pixnet.net/blog/post/29226317
http://chi227.pixnet.net/blog/post/29226317
http://www.wretch.cc/blog/dreameramber/10339363
http://lousmanda.pixnet.net/blog/post/26975786
http://www.wretch.cc/blog/msla/21120840
http://tw.myblog.yahoo.com/jw!1f8RFwCLFRs6xVgqM9EFxzU-/article?mid=12032
http://tw.myblog.yahoo.com/wuyufang621024/article?mid=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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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浴 
 
人類運用足浴的方式保健身體的歷史已相當久遠，我們都知

道足部被稱之為人體的第二心臟，而以足浴的方式(民間俗

稱泡腳)溫暖雙足，則有助於增加身體的血液循環，消除疲

勞，增進生理功能，同時提昇免疫機能的功效。 

 
 

足浴的優點 

1〃操作容易，安全度高，是一種適合長久自我保健的養生方式。 

2〃長期採用有助於改善睡眠品質，消除疲勞，促進新陳代謝，活血通絡，改善慢性疾

病，是一種適合現代人的保健方式。 

 

足浴的類型 

溫水浴 

採用水溫比體表溫度略高之溫熱水浸泡，溫度高低可視個人需求調整，但最高溫建議

勿超過 43°C，時間每次勿超過 10分鐘。注意安全，避免受傷。簡而言之，溫水浴是

一種可在家中實施的簡易足浴，成本低廉，但卻具有一定成效。 

溫泉浴 

不論是採用硫磺泉或是碳酸泉類的溫泉，亦或是購買市售的硫磺粉在家足浴，都應該

先檢視本身的身體狀況、膚質，明白自己的需求為何才做選擇。對於溫泉水質衛生的

要求也是必要的。倘若患有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孕婦等則應避免採用溫泉全

身浴的方式。一切須以安全考慮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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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浴 

消費者可考慮採用有檢驗證明及服務良好有商譽店家出售的單複方精油。在使用之

前，應明白本身的需求，並且對所選擇的精油成份，藥學屬性、適用症、禁忌、使用

方式有明確的認知。如此即能安心、安全地享受精油足浴帶來的樂趣。 

足藥浴 

在此所稱的足藥，是指中醫學所用的中草藥。足藥浴主要是藉由水的溫熱作用，及藥

物的外治作用以及足部全息反應作用。足部藥物的外治作用，一般是藉由皮膚、腧穴、

呼吸道及末稍刺激的方式來達到保健的作用。使用者應該對於本身的體質、身體狀

況，經由中醫的辨證論治的過程，來決定要使用的足藥，才可達到最佳的功效。 

注意事項 

1〃注意安全，雖然足浴很安全，仍應留心水溫，足浴時間，避免受傷。 

2〃選擇任何一種足浴方式，應先對本身的需求、膚質、體質及身體狀況了解，才能達           

   到最佳的成效。 

3〃足部有傷口，須小心操作，同時注意衛生，避免感染問題。而有傳染性皮膚病問題 

   者，亦不可與他人共用足浴水及容器。 

4〃飯前、飯後三十分鐘內，應避免足浴。 

5〃容器可採用不易變質之材質，如木桶類。 

6〃注意足浴之後的保暖，同時擦乾雙足，保持乾爽，皮膚較乾燥時，亦應做好保溼工 

   作。 

7〃應明白，足浴不同於一般的洗腳，足浴之前應先洗潔雙足，如此才能真正輕鬆享受   

   足浴的快樂。 

 

※ 詳細資訊請參見網站 

關於足浴 http://health-foot.com/product_5.html 
 

 

 

http://health-foot.com/product_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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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延伸閱讀 

*「大自然足浴」 

  http://www.wretch.cc/blog/huangyuhsien/12171896 

*「上海 足浴 爽歪歪」 

  http://blog.xuite.net/susanyeh33/blog1/37555974 

*「長青藤足浴保健 上海泡腳初體驗」 

  http://blog.yam.com/joy0616/article/31806676 

*「上海足浴 腳摩」 

  http://blog.sina.com.tw/yunhan0223/article.php?pbgid=8801&entryid=112805 

*「990706(六)抵達上海享受足浴文化」 

  http://www.wretch.cc/blog/coata/21533039

http://www.wretch.cc/blog/huangyuhsien/12171896
http://blog.xuite.net/susanyeh33/blog1/37555974
http://blog.yam.com/joy0616/article/31806676
http://blog.sina.com.tw/yunhan0223/article.php?pbgid=8801&entryid=112805
http://www.wretch.cc/blog/coata/2153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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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介紹 

I 上海篇  

上海五角場智選假日酒店 

(原五角場快捷假日酒店) 

上海五角場快捷假日酒店位於五角場怡富廣場內，

距離五角場中心商圈僅 0.5公里，商圈內有萬達商

業廣場、東方商廈、百聯又一城，居住及購物環境

一流，且距離江灣體育中心、SMP滑板公園僅 1公里。 

酒店所屬的怡富廣場內擁有四層的大型綜合購物中心，衣、食、娛一步到位。中環、內

環高架入口毗鄰酒店，交通便利，四通八達，門口機場四號線直達浦東國際機場，臨近

的地鐵 M8線可直達上海市中心任意商圈。酒店周邊商務大廈林立，大潤發超市、小肥

羊等餐飲設施可為住店客人提供便捷多樣的購物、餐飲選擇。 

周圍景觀：萬達商業廣場、東方商廈、百聯又一城、復

旦大學、同濟大學、大潤發、百安居、M8線、財經大學、

第二軍醫大學、創智天地、長海醫院、江灣體育中心、

SMP滑板公園 

酒店有 296 間客房，所有房間溫馨舒適，寬敞潔淨，是

您理想的下榻之處。 

酒店以舒適，便利，物有所值的全新酒店理念，為注重時效的商旅人士提供便捷服務，

是您商務出差或休閒旅遊的精智選擇。酒店集棲息，用餐及上網功能的 Great Room，

設備齊全的商務中心和 3間會議室，最大可容納 80人課桌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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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設施 

計程車 會議廳 商務中心 叫醒服務 前臺貴重物品保險櫃 

票務服務 行李存放服務 洗衣服務 殘疾人客房 郵政服務 

免費瓶裝水 國內長途電話 國際長途電話 中央空調 24 小時熱水 

免費洗漱用品 只能淋浴 吹風機 拖鞋 獨立寫字臺 

保險箱 電熱水壺 大堂吧 咖啡廳 所有房間有寬頻上網介面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 依飯店公布資訊為準 

※ 詳細資訊請參見網站 

上海五角場智選假日飯店 

http://www.hiexpress.com/hotels/cn/zh/shanghai/shgwj/hoteldetail?c

rUrl=/h/d/hi/280/zh/hotelse 

 
 

 

 

http://www.hiexpress.com/hotels/cn/zh/shanghai/shgwj/hoteldetail?crUrl=/h/d/hi/280/zh/hotelse
http://www.hiexpress.com/hotels/cn/zh/shanghai/shgwj/hoteldetail?crUrl=/h/d/hi/280/zh/hot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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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南京篇  
 

     華達賓館 
 

華達賓館系南京軍區聯勤部所屬單位，對內稱為南京軍區聯勤部招待所。位於南京市鼓

樓區中心地帶‚鬧中有靜‛，緊靠南京大學.     

 

賓館屬中型賓館，現有高、中檔客房 200間

（套），並分套間、雙間和三人間共 400餘床。

裝配中央冷暖空調、程式控制電話、有線電視，

客房備有牙具、香皂、茶葉等日用品。並有大、

中、小餐廳七個及大型停車場。可承辦會議包

伙、宴會、點菜（宴會廳包伙，華達美園有隨意

小吃，高、中、低檔宴席）並對外營業 

 

所在省市：  江蘇省 南京  

所在地區：  鼓樓區  

詳細地址：  南京市青島路 3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