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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共度这一季思绪漫延的秋天

秋风爽心
2017年秋季
Embracing the Autumn Breeze in Tongli Lakeside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崇本路8号 P.C.215217
No.8 Chong Ben Road,Tongli Town,Wujiang District,Suzhou City,Jiangsu Province,P.R.C
Tel  86-512-63337888 Fax  86-512-63322900 www.tonglilakeviewhotel.com

Freshing Autumn



入秋了，白天晴空一鹤排云上，到晚则天阶夜色凉如水，每逢这
样清爽却又带点萧瑟的时节，好多感受似乎容易却上心头。当你
在秋天来到同里湖，何妨让心中的滋味尽情翻腾，即使满溢出来，
广阔的同里湖总能提供心情安身之处。

捎一份问候吧。

如果你在秋天来到同里湖，不妨挑选一张江南美景明信片，寄给
远方思念的某人，或好久没有问候的家人朋友，告诉他们：我从
江南走过，心里装着你。若是您也喜好雅致，可在欣赏我们最新
一档文化特展“台湾雅石珍品展”之后，寄张免费提供的精美展
品明信片，给一样懂得“石不能言最可人”的那个朋友，让手写
的温度取代朋友圈的分享。位于大厅的雅集坊提供邮票代售及明
信片寄送服务。

留一份纪念吧。

当手机屏取代了书本的厚度，我们大概都忘记了小时候捡落叶夹
在书里当书签的那份诗意。秋天，正是枫叶转红、银杏变黄的时
节，同里湖大饭店散布着上百种植物，此时纷纷离枝落地，当你
漫步在湖畔树丛间，试着低头找找，总有那么一片让你最爱不释
手的落叶，将它夹在这本季刊里带回家，纪录曾在同里湖“一叶
知秋”的感受。如果是亲子同游，可爱的吉祥物更适合孩子做为
此次美好相聚的纪念，即使回家之后，每当宝贝抱着“呆呆熊”
或“萌萌兔”，总会记起在同里湖与爸妈共度的快乐时光。

照一张合影吧。

走在同里湖畔，在不经意的角落你会发现童趣的兔子家族雕像，
无论是甜蜜依偎的兔情侣，或是欢乐嬉游的兔家庭，它们正在邀
请你一起拍张照，把周边美丽的景色收进回忆里。或是在九曲桥
一侧发现的这座爱之墙，你＋我＝? 卖个关子，等候你来留下身
影。其实，秋天的同里湖气候宜人、色彩缤纷、风景如画，最是
适合做为拍照的背景，此时不宜独影，你可以尝试清晨欣赏朝阳
在湖上渲染的金光，或黄昏悠闲的划着皮划艇欣赏夕阳，或在达
观园里的每个角落发现江南诗意。

在同里湖过个不一样的秋天吧。温馨的、亲近的、怀旧的、生态
的、雅致的，可以记得很久、很久的秋天。

Memory, Missing and Message to your Beloved

秋天，回忆、想念与

问候的季节



It’s the Crabs
Feast Time!

蟹的季节

说到秋天的美食，大闸蟹是当仁不让的明星美

味，蟹黄丰腴红亮的母蟹，蟹膏如凝脂白玉的

公蟹，被五花大绑的端上一个个食客的餐桌，

坚硬外壳下的美好肉体，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

饕餮，吃蟹的艺术，是一种季节性的享受。

俗话说：“蟹味上桌百味淡”，太湖蟹传统吃

法有清蒸、水煮、面拖、酒醉、腌制等。在同

里湖大饭店，您不仅可以实现对大闸蟹美食的

各种美好幻想，更可以品尝到上等白兰地、陈

年花雕等佐料精心腌制而成的秋菊白兰地醉蟹，

口味咸鲜适中，芳香无腥，蟹味鲜美，快意人

生之感油然而生。

怡景轩中餐厅

预订电话：0512-63337888转5820

时价，敬请期待~

秋菊白兰地醉蟹 蟹粉清炖狮子头 酥炸软壳蟹沙拉 豆酱咸肉蒸大闸蟹



挥别夏日的暑气，秋高气爽，正是湖边派对开始的季节啊！
9/9日起，快点加入同里湖大饭店湖畔BBQ的行列，
在清爽的凉风中，黄昏的晚霞陪伴下，一起迎接满天星光的到来。
由驻唱歌手、派对DJ挑动你狂野奔放的心情，
在湖边享受五星名厨为您准备的丰盛餐点，
无论是碳烤牛排、或是大漠羊腿、各种生猛海鲜、烧烤等等，
保证让您大快朵颐。
不要犹豫，预约得尽早！

9/9起至10/28日 法定节假日及每周六
晚餐时间 17:00-21:00
户外生态广场等您一起High

成人 238元/位

儿童 119元/位（1.1-1.4米）

预定专线：0512-63337888-转5810/5942

湖边的美食派对
Enjoy the Gourmet Party on the 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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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一种火焰、刀工与食材的即兴艺术

掌握火候的关键技巧，精准保留食材最为鲜美的精华
为现场客人送上一份精致的餐点
多一分太过，少一分不足的完美熟度
是铁板烧名厨对自己厨艺的证实与骄傲
同里湖大饭店彩屋铁板烧  为您奉上难忘的铁板烧美食
诚心待您品鉴

秋季优惠：
凡于9/1至10/31期间，提前预定则每位赠送橄榄油醋酪梨金枪鱼卷一份；
同时双人或双人以上预定388元（含）以上套餐，即赠送价值138元约瑟夫红酒1瓶。
凡于11/1至12/31期间，提前预定则每位赠送鲍鱼旨煮一份；
同时预定388元（含）以上套餐，即赠送醉蟹一只。

秋季经典铁板套餐：
彩屋套餐：198元/套（法式明虾、香煎鳕鱼、蜜汁鸡排/法式羊排/S级菲力牛排）
松   套餐：268元/套（法式明虾、香煎鹅肝&银鳕鱼、菲力牛排薄切）
竹   套餐：388元/套（半只南非龙虾、香煎南极冰鱼、3A雪龙牛排） 
梅   套餐：588元/套（1只南非龙虾、鳕场蟹蒜烧、5A澳洲和牛） 
樱   套餐：788元/套（1只南非龙虾、2L大扇贝、5A松阪牛肉） 
澳龙套餐：988元/套（半只澳洲龙虾、2L大扇贝、5A松阪牛肉） 

预约电话：0512-63337888-5850（以上优惠法定假节日不可使用、不与其它优惠同时使用）



Water Activities in this Season

秋季水上活动

皮划艇心动体验
皮划艇作为我们的明星项目，给大家带

来了很多快乐，双人皮划艇更多了一份

浪漫色彩，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湖

面上两人共同驾驶着皮划艇，欣赏江南

湖面风光，共述人生佳话。

体 验 价：单人100元/30min

          双人200元/30min

营业时间：周末预约制（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

桨板开课啦
桨板是水上运动爱好者最热衷的运动项

目之一，于2009年带入中国，桨板易于

掌握，是非常易于平民接触的运动。同

里湖大饭店背靠同里湖，是理想的桨板

体验地点，无论是喜爱桨板运动的运动

达人，还是对桨板充满好奇的朋友，都

可以来我们的LIZI俱乐部体验一番。

自由体验   100元/30min

桨板小班   1000元/5节课

          120min/节（3-5人）

桨板私教班 300元/1小时 

          500元/2小时

          900元/6小时

开课时间：预约制

预约热线：0512-63337888-5500



瑜伽体验课
瑜伽（Yoga）是一个通过提升意识，帮助人类充分发挥潜能的体系。
瑜伽姿势运用古老而易于掌握的技巧，帮助人们调节身心，达到身体、心灵与精神的和谐统一。
同里湖大饭店LIZI俱乐部推出瑜伽体验课程，教学内容根植于印度传统瑜伽精髓与传承体系，
吸收古印度瑜伽真谛，以传统瑜伽教学为主，引导学员感受宁静悠远之美。

月卡 400元/人（每周三节课程，含节假日）   次卡 50次*50元/次 100次*40元/次（有效期一年）

季卡 900元/人（每周三节课程，含节假日）   年卡 2580元/人（每周三节课程，含节假日）

每周一、三、六晚19:30-20:30（课程请提前预约，5人以上正常开课） 

团操体验课
团操是健身房不可或缺的项目，有健美操、爵士舞、搏击操等，
通过各种团操的训练，不仅能够强健体魄，增加协调性及反应能力，
还可以让人在一个活力满满的氛围里释放压力，重拾自信，
找回该有的精神状态，提升生活质量。

月卡300元 季卡800元（每周两节课程，含节假日）

开课时间：每周二、四晚19:00-20:00

预约热线：0512-63337888-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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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东方香拓课程
透过按摩与穴位的刺激，精油渗入皮肤后能疏通淋巴组织，消除堆积的毒素，帮助分解脂肪，
排除体内多余的积水、毒素，并有紧致肌肤的疗效。
运用精油按摩的方法，可使身体肌肉更为紧致窈窕，赶走恼人的虚胖身材。
另外，利用精油按摩肌肤更有调整肌肤油质分泌的作用，保持肌肤的酸碱平衡，使肌肤的油脂不易堆积，
避免各种阻塞现象，避免肌肤出现老化现象。

草药包全身精油按摩   568元/90分钟

秋季养生足浴套餐
脚是人体穴位最密集的地方，脚上穴位可以对应所有经络和器官。
通过泡脚的方法，能祛除身体中的寒气湿气，舒舒服服过一年。
中草药泡脚利用热水促进人体的作用，借助水蒸汽扩张足部毛细血管，
使中药成分充分刺激足部穴位，通过毛细血管循环至全身经络，
运行到五脏六腑，从而达到内病外治，上病下治的作用。
同时具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神经的功能。

玫瑰足疗40min+中式按摩40min  328元/80min

营业时间：12:00-24:00

预约热线：0512-63337888-5500 



台湾雅石珍品展
人雅则石雅，观石即观人

Taiwan’s Viewing Stones Collection Exhibition

自2013年起连续举办[石头记]系列精品石展以来，
同里湖大饭店的奇石珍藏已引起海内外藏家的注意。
继黄龙玉、戈壁玛瑙石、巴林印石之后，
这个秋天迎来的第四档「台湾雅石珍品展」 ，
将呈现台湾特有的赏石文化。

赏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一环，但在不同的文化圈发展出不同的样貌—在中国内地称为“观赏石”，
台湾称为“雅石”，日本称为“水石”，韩国称为“寿石”，从名称也略为看出各地对赏石文化重点之不同。
台湾注重石与人的独特缘分，以石展现藏者个人品味及特质，玩石者自己上山下海捡石、在家清理配座养石、
透过布置展示来呈现个人的“雅” 。

本展与私人藏家合作，展出台湾专产的西瓜石、南田石、金瓜石、铁钉石、黑胆石、龟甲石、玫瑰石、梨皮
石、文石、黑石、梅花玉、丰田玉、年糕玉、蓝宝石……等多样石种，并呈现台湾特有的雅石布局展演型态，
造景山水、琢其形趣、赏其瑰丽、观其图纹、感其意境。

2017年9月15日开展，免费参观

开展时间：每周五、六、日及例假日10:30-12:30、13:30-15:30开展，其余时段需预约

来达观园玩艺
节日宴游、周六文化市集陆续上场

Daguan Garden – Traditional Festival Events 
& Saturday Culture Market

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六月六日(天贶节)、
七月七日(七夕节)，同里湖大饭店的私人园林
达观园里都特别热闹，大小朋友们共同参与宴
游活动，体验许多在现代几乎已经被遗忘的传
统习俗——斗草、画额、贴五毒、藏水、洗浴、
晒红绿、乞巧、承露、染指甲等……在21世纪，
重新感受古人们怎么过这些节日。

「达观园节日宴游系列」在重要的中国传统节
日都会举办，过去如上巳节曲水浮卵、中秋听
曲赏月、元宵彩绘灯笼、冬至画九九消寒图…
等活动，以有趣的方式传递深厚的文化内涵，
深受欢迎。接下来即将上场的还有中秋、重阳
及冬至的宴游活动，敬请期待！

节日以外，达观园还在每周六下午开展文化市集，包括各种类型的工艺体验、具有吴地特色的专题展览、具
有文化逸趣的小商品、手作DIY课程、当令点心及茶饮等，为您的同里湖之旅添上浓厚的文化气息。

周六达观园活动

14:00-17:00 周末文化市集地点：达观园全区，免费参观

19:00-20:30 亲子国学读经活动。地点：织娘居，150元/组(亲子2人)

平日活动 (9:00-17:00，周一休馆)

暗香烧陶艺制作、香氛蜡烛DIY、微景观制作、数字油画。地点：织娘居

预约专线：0512-63337888 转5551/ 13795291148

共同主办：苏州海德文化、同里湖大饭店



RMB 228/盒[8颗装]
最精致隆重的上选礼盒  只献给最重要的人～
经典蛋黄莲蓉月饼（全蛋）125g*1        经典豆沙月饼  125g*1          山核桃海苔月饼  125g*1 
桂花龙井茶梅月饼  125g*1                  精选紫薯月饼  125g*1          奶黄月饼  80g*1
云南滇式火腿月饼  80g*1                    私房奶椰月饼  125g*1      

礼盒圆 月 富 贵
买十送

二

RMB 138/盒[8颗装]
把深深的祝福，蕴含在精致典雅的礼盒中～
这份情感～ 您懂！
经典蛋黄莲蓉月饼（半蛋） 80g*1         经典豆沙月饼  80g*1
云南滇式火腿月饼  80g*1                    精选紫薯月饼  80g*1
桃山咖啡扁桃仁月饼  80g*1                 花生香芋月饼  80g*1
桃山酸乳酪柠檬月饼  80g*1                 山核桃海苔月饼  80g*1

礼盒皓 月 情 浓
买十送

二

RMB 15/盒[4颗装]
四种口味，四季平安的祝福～
相思红豆沙月饼  60g*1           加州紫薯月饼  60g*1
金沙绿豆蓉月饼  60g*1           花生香芋月饼  60g*1

礼盒明 月 如 意

月圆情盛
同里湖大饭店
  精选月饼礼盒

订购电话：0512-63337888-5857

同里湖畔的玻璃殿堂
Visit our New Romantic Glass Church on the Grass
天堂仙境般的同里湖畔，一座梦幻的玻璃殿堂即将诞生
晶莹剔透的玻璃殿堂 安静的矗立在同里湖畔
映着波光 云朵 彩霞
像是一个绝美的梦境

同里湖大饭店正在筹设
苏州地区第一座湖畔玻璃殿堂
将带给所有结婚的新人
一个前所未有的婚礼体验
您可以幻想着那美丽的画面
从湖畔玻璃殿堂走出的新娘，宛如水中女神一般
在青翠的草坪上，在百花的点缀下
许下一生的承诺，完成终身大事…

请和我们一起期待，在苏州，在吴江，在同里湖这座即将诞生的美丽殿堂~

2018.2.14 情人节与您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