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貴州特別企劃-百里. 萬峰. 平壩花季專案 

貴州~壯麗黃果樹、百里杜鵑、萬峰油菜花、萬畝平壩櫻花 8 日 

★貴州位於中國西南部雲貴高原東部，面積 17 萬平方公里省會貴陽。是一個
由西向東傾斜的高原，大部份地區海拔 1000 米左右。貴州地形極複雜，山高
穀深，有千畝以上壩子（棗形地）300 多個。貴州具有巖溶、瀑布為主的自然
景觀和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巖溶形成不同類型的石林，蔚為大觀。白水江、
打幫河、霸陵河、王二河等有上千個瀑布，其中黃果樹瀑布居全國之首，其附
近陡坡塘、滴水灘、沖坑等爆布亦頗具氣勢。貴陽紅楓湖、花溪、黔東南河等
都以風光奇秀著稱。 
【精選景點】 
亞洲第一大瀑布【黃果樹大瀑布】 
黃果樹瀑布～中國最大的瀑布，1999 年被大世界吉尼斯總部評為世界上最大
的瀑布群，列入世界吉尼斯記錄。織金洞～以「大、奇、全」為特點，是中
國目前發現的一座規模宏大、造型奇特的洞穴資源寶庫。 
天星橋～天星橋是國家 4A 級風景名勝區,主要觀賞石、樹、水的美妙結合，
是水上石林變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區。 
最美峰林【萬峰林】~山峰密集奇特，造型和諧完美，明河暗流溝壑縱橫，
溶洞峰林此起彼伏，有著鬼斧神工人間仙境的韻味 
【萬峰湖】雲貴高原上的一顆平湖明珠 享有「萬峰之湖，西南之最，南國
風光，山水畫卷」之美譽。 
 馬嶺河大峽穀，走進地球大裂縫 ~地球上最美麗的疤痕」 
主要賞花點  
【百里杜鵑】最佳花期是在 3 月底至 4 月下旬。 
【西峰林】（電瓶車+八卦田）+油菜花（花期 2-3 月中） 



【平壩櫻花】最佳花期（3 月中至 3 月底) 
平壩農場·櫻花園的櫻花分為早、晚櫻花兩個品種，早晚櫻花的花期共能持續
一個月，這裡白色的櫻花屬於早櫻花品種，開花 10 天左右白色的櫻花就會凋
謝，而紅色的晚櫻花將陸續開放，花期為兩個星期左右。賞花最佳時間為:三
月初到四月上旬 ,每當櫻花盛放的季節，6000 畝櫻花齊開，燦若雲霞，壯觀
成愛你的形狀,讓你彷彿置身於花海一樣,美到讓人心醉,因此無論你是當地,
還是慕名而來的遊客,都有足夠的時間來一睹這裡櫻花的芳容。 
貴陽百里杜鵑——3 月至 4 月底最佳花期，百里杜鵑競相開放，紅、白、黃、
紫，如火如荼，若雲若霞， 
花的世界，絢爛花海形成一副宏偉壯闊的畫卷，有馬纓杜鵑、樹型杜鵑、狹葉
馬纓杜鵑、美容杜鵑、大白花杜鵑、露珠杜鵑、團花杜鵑、迷人杜鵑等等 41
個品種，占世界 5 個亞屬中的全部，花色多樣，有鮮紅、粉紅、紫色、金黃、
淡黃、雪白、淡白、淡綠等。最為難得的是一樹不同花，即一棵樹上開出不同
顏色的花朵，最多的達 7 種之多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園”。是迄今
為止中國已查明的面積最大的原生杜鵑林，總面積達 125.8 平方公里，百里杜
鵑以此得名。 

 

■全程不進購物站、無自費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臺灣桃園機場 貴陽機場 南方航空 CZ3022 12:00 15:30 

貴陽機場 臺灣桃園機場 南方航空 CZ3021 08:30 11:20 

航班參考* 以下為本行程預訂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每日詳細行程 

 第一天桃園國際機場 貴陽  (2 小時車程） 

集合於機場搭乘直航豪華客機前往號稱“森林之城、避暑之都、公園省”的貴州省省會
貴陽市。這裡山明水秀，四季如春，地形複雜多變，氣象萬千，省會貴陽在亞熱帶山地
自然條件下農林特產豐富多樣，自然風光秀麗；苗鄉侗寨的風土民情各俱風采，是中國
一處理想的旅遊區域。 

 ★★★★★ 貴陽保利國際溫泉酒店 或  同級 

xxx            機上餐食          黔味歡迎晚宴 RMB80 

 第二天 貴陽 車程 2.5 小時【百里杜鵑景區】觀賞杜鵑花(花期 3 月下旬-4 月下旬) 

織金（車程 1.5 小時） 

【百里杜鵑景區】位於貴州省畢節地區大方、黔西縣交界處，因整個天然杜鵑林帶寬 1
～3 千米，綿延 50餘千米（100 裏），總面積 125.8 平方公里而得名。百里杜鵑是「世界
上最大的天然花園」，有「地球的彩帶、世界的花園」的美稱。是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
國家生態旅遊示範區、世界唯一的杜鵑花國家森林公園、國家自然保護區；是全國低碳



旅遊實驗區、亞洲·大中華區十大自然原生態旅遊景區、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園；是中
國春觀花、夏避暑、秋休閒、冬賞雪等生態旅遊勝地。 

  

★★★★織金金玉龍城大酒店 或同心玉龍酒店同級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 RMB50  織金水八碗風味 RMB50 

 第三天 織金 (0.5 小時車程) –【織金古城】、遊覽洞中之王【織金洞+電

瓶車】--關嶺 

【織金古城】以位於古城中心的財神廟最為有名，是國內罕見的古建築，與日本大阪天
壽閣相似，不僅有顯著的地方民族特色，還具有上乘的文化品味，堪稱黔西北水西地區
絕無僅有的古建奇觀。古城周圍青山疊翠，孤峰棋布，織金河與貫城河穿城而過，有 100
餘處泉眼遍佈城區，素有“百泉古鎮”之美譽。 
【織金洞+電瓶車】織金洞原名打雞洞，是中國目前發現的一座規模巨集偉、造型奇特的
洞穴資源寶庫.洞中遍佈各種形狀的石筍、石柱、石芽、鐘旗等，形成千姿百態的岩溶景
觀。織金洞原名打雞洞，是中國目前發現的一座規模巨集偉、造型奇特的洞穴資源寶庫.
洞中遍佈各種形狀的石筍、石柱、石芽、鐘旗等，形成千姿百態的岩溶景觀。更是中國
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重點旅遊景區,在此也有”黃山歸來不看山，織金歸來不看洞的
讚譽！ 

  

準★★★★★關嶺天書酒店 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竹蓀風味 RMB50   RMB50 

 第四天 關嶺 【車遊北盤江大橋俯瞰花江大峽穀】遊覽【西峰林】(電瓶

車+八卦田)觀賞油菜花(花期每年 2 月初-3 月中) 遊覽【萬峰湖+遊船】、



東萬峰林+十萬大山【婚俗博物館】 

【北盤江大橋】該橋是一座斜拉式高架公路橋，號稱亞洲第一高橋！北盤江大橋飛越貴
州北盤江大峽穀、距水面高 405 米（101 大樓高 508 米），超過南昆鐵路清水河大橋，該
橋主跨 388 米。 
【花江大峽谷風景區(俯瞰)】花江大峽穀位於關嶺布依族自治縣，是貴州高原最大的峽
谷、景區沿北盤江分佈，滔滔江水咆嘯奔騰、切割出深一千多公尺的峽穀。山巒裸露著
青灰色的岩石、怪石嶙峋、充分表現出「地無三裡平」的貴州特性(此峽穀亦為一處軍事
重地)。風景區典型的喀斯特巖溶地貌（石灰岩地形），有奇峰絕壁、盤江奇石、河谷風
光、古生物化石、民族風情、文物古物、石刻壁畫等多個形態景觀。在這崢嶸的石海中、
還能看到幾處石頭房子所組成的村莊、和一些箝在 石縫中的土地、小巧玲瓏、竟然還長
著茂盛的莊稼，黔人與天爭地的韌性由此可知。最大的人為雕塑，是崁在絕壁上的盤山
公路，往來的旅客們對花江大峽穀的陡坡險路和壯觀的景色、在驚悸之餘也為他的美留
下由衷的讚嘆。 
【西峰林風景區+八卦田+電瓶車】西峰林風景區是一座座奇美的山巒，景區內奇峰如林，
田壩似錦，河水如帶，村寨如雲，充滿詩情畫意，恰似一幅樸素、清麗的布依族織錦。
而中南部納灰村一帶，只見一座座奇峰從錦繡田園中拔地而起，瑰奇挺秀，姿態萬千，
峰與峰之間若連若斷，錯落有致具有極強的透空感。夏天，遊人從觀峰道上往下望去，
一座座峰巒分佈於綠色秧田之，好像是碧玉巨盤上托起一個個碩大的翡翠。這一奇異的
峰林帶，幾乎包含了錐狀喀斯特地區所有的峰巒形態，其間還有河流、溶洞、伏流、漏
斗，就西峰林風景區大小漏斗就有三十多個，組成一漏斗群奇觀。這裏也是中國錐狀喀
斯特發育最典型、最完整、最集中的地方，並做為貴州錐狀喀斯特的典型代表已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中國喀斯特世界自然的遺產預選名單。 
【萬峰湖】特別安排搭乘遊船遊覽萬峰湖區，觀賞喀斯特的峰林景觀。萬峰湖是中國重
點水電工程，因天生橋高壩電站建成蓄水後形成人工湖，湖內上千座山峰構成了上千個
全島或半島，湖水環繞，峰巒參差，湖光山色盡收眼底。  
【東萬峰林】位於興義城南方向，是國家地質公園、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中國最美的
五大峰林、全國工農業旅遊示範點。萬峰林是中國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堪稱中國
錐狀喀斯特博物館，被稱譽為"天下奇觀" 。萬峰林分為東、西峰林，景觀各異。東峰
林以巍峨的喀斯特峰叢為特徵，西峰林是高原喀斯特景觀。 

 

準★★★★★ 興義地標國際酒店 或湖景國際酒店 或 同級 

酒店內享用  菌王火鍋 RMB50  小吃風味 RMB50 

 第五天 興義【馬嶺河峽穀+上下行電梯】天星畫廊  (2.5 小時車程）【黃

果樹大瀑布+環保車+單程扶梯、水濂洞】 

http://www.baike.com/wiki/%E5%8D%97%E6%98%86%E9%93%81%E8%B7%AF%E6%B8%85%E6%B0%B4%E6%B2%B3%E5%A4%A7%E6%A1%A5


【馬嶺河峽穀】長約 15公里的峽穀中，兩岸峭崖對峙此地一個以雄、奇、險、秀為特色，
由彩崖峽、天賜石窟、彩虹鎖天、回峰崖、五裏幽谷、瀑布群、壁掛崖、龍頭島等景點
組成的自然風景區。馬嶺河發源於烏蒙山脈，是南盤江北岸的重要支流，由於水量充沛，
落差大，河水的下切能力強，竟在平川上沏出一條狹窄幽深的地縫峽穀。人稱此縫為"地
球上美麗的疤痕"，這種結構在全球極為罕見，因而馬嶺河峽穀有"天下第一縫"之稱。 
【天星畫廊】擁有集散、度假、會議、文化體驗、主題遊樂、養生養老六大功能，未來，
天星小鎮將建設成為集 5A 級景區觀景、天然溫泉浴養生浴場、金佛山博物館、健康管理
中心、跑馬場、高樂夫練習場、高山草甸、城堡酒店、養生主題酒店、江湖風雲、巴蜀
傳奇、渝秀、童話森林、頂級商務會所、高端旅遊度假休閒、原生態宜居別墅群及大眾
風情商業為一體的核心旅遊、休閒、度假、宜居目的地。 
【黃果樹+環保車+單程電扶梯】黃果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被評為國家 4A級景區，其中
的「黃果樹大瀑布」是貴州旅遊的主打品牌，每年都吸引著數百萬的遊客。黃果樹大瀑
布高 77.8 米，寬 101 米，雄偉壯觀、氣勢滂礴，十裏之外就能聽到它的咆哮，是世界上
唯一可以從上、下、前、後、左、右六個方位觀賞的瀑布，也是亞洲最大的瀑布。 
【水濂洞】位於大瀑布四十公尺至四十七公尺的高度，也是該瀑布後面的岩壁上有一個
溶洞，洞深 20 多公尺，長 134公尺，有六個洞窗、五個洞廳、三股洞泉和六個通道，橫
貫瀑布兩側，洞口常年被瀑布所遮掩。從洞中的開口處可以近距離觀察瀑布；在晴天裏，
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還能觀察到犀牛潭上空的彩虹。 

準★★★★★天書大酒店 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農家風味 RMB50  中式合菜 RMB50 

 

 第六天  【陡坡塘瀑布 、天星橋+纜車、水上石林、銀聯墜潭瀑布】 遊

覽【雲峰屯堡+地戲表演】        

【天星橋+纜車】位於黃果樹瀑布下游 6公里處，這裏有 3 個連接的區塊，即 「天星盆景區」、「天星洞
景區」、「水上石林區」。天星橋景區石筍密集，植被茂盛，集山、水、林、洞爲一體，被遊人稱讚爲：「『風
刀水劍刻就』的『萬傾盆景』，『根筆藤墨繪帛』的『千古絕畫』。」風景區是由地下河塌陷所形成，寬
約 300公尺的「天生橋」，上下奇壁、瀑布飛瀉、激流滾滾被暗河吞沒的。 

【水上石林】此地露出水面的奇特景觀，在河中禿石上長滿了巨大的仙人掌，流水從石林上面分開，環
流兩側又在下面交會，把一座石林圍在水中；景區內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羅棋佈，露出水面，形成一
個奇特的景觀。 螺絲灘瀑布位於黃果樹瀑布下游 1公里處，由兩支水流組成：左支較高，右支平緩。 

【銀鏈墜潭瀑布】實際上是漏斗形瀑布，位於「水上石林」左上方，這裏河床成扇形，上寬下窄，上高
下低，落差 20餘米，由於長年累月的波浪衝擊和流水侵蝕，河床上形成無數小坑穴，流水漫頂而下，
宛若滾珠落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好似無數銀鏈墜入潭中而得名。 



【雲峰屯堡】貴州安順，聚居著一支與衆不同的漢族群體─屯堡人，他們的語言、服飾、民居建築及娛

樂方式都沿襲著明代的文化習俗，演義著一幕幕明代歷史的活化石；而安順屯堡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要

數西秀區七眼橋鎮以雲山、本寨、雷屯爲主的雲峰屯堡文化風景名勝區，雲山、本寨的明代古城牆、古

箭樓、古巷道、民宅、古堡等，保存良好，所以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旅遊價值。在屯堡內，隨處可見

身穿大襟寬袖、藍色長袍的人，在當地被稱作「屯堡人」，屯堡人是明朝洪武年間的屯軍後裔，600餘年

來，他們仍保留繼承著明代的生活習慣、文化習俗，頑強地堅守著他們祖先的傳統，他們的服裝服飾被

稱爲明代服飾的活標本。屯堡民間藝術極為豐富，最具代表性的是★【地戲】，俗稱「跳神」，又原難舞

的分支軍難演變而來，盛行於屯堡村寨，是集地戲、祀、娛樂於一體的古老戲種，屯堡人依村寨門前或

寨中空地爲戲臺，以憨直拙樸、粗獷自然的露天演唱形式，用唱、念、做、打的藝術手法作出表演，有

「戲劇活化石」之稱，戲劇古樸粗獷，演出能表現力度美。   

準★★★★★安順豪生溫泉度假酒店 或安順半山大酒店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土雞風味 RMB50  中式合菜 RMB50 

 第七天  安順--【平壩櫻花】(花期每年 3 月初-3 月底 ) 貴陽 【青岩古

鎮】、【黔靈公園】、弘福寺、地標性建築【甲秀樓】 

【平壩萬畝櫻花園】種植了 6000 餘畝共 50餘萬株名貴櫻花，櫻花林隨著微風吹過，花
瓣猶如雨一般的飄落下來形成“櫻花雨”，非常壯觀。園裡還有大片油菜花海，爭奇鬥
豔，美不勝收。(花期每年約 3 月中-4月初)  

【青岩古鎮】位於貴陽市的南郊，古鎮原為明清時期的軍事重鎮，這裏曾經集中了九寺、
八廟、三洞、二祠、一宮、一院、一室、一樓、一府、八牌坊；但經數百年歷史滄桑，
已有不少建築被毀、但遊客來到這裏，依然立即會感悟到悠悠古韻。數百年來多次整修
擴建，由土城而至石砌城牆、石砌街巷。於今青岩城成了一卒座明清風格的文化古鎮。 

【黔靈公園】占地 426 多公頃，是國內少有的城區大型公園公園依黔靈山而建。公園內
部森林茂密、風景秀麗。尤其是黔靈湖畔更是湖光山色，旖旎迷人。 

【弘福寺】位於貴州省貴陽市的黔靈山上，又名弘福寺、黔靈山寺、弘福寺;被譽為「黔
南第一寺」，公園大門有直達該寺的道路;因道路九曲，故得名「九曲徑」。 

【弘福寺】該寺建於明末清初，寺院佈局成甲字形、坐落於三座山峰相交的熔岩上、排
水性特佳、故再大的山洪亦安然度過。 

【甲秀樓】甲秀樓之於貴陽,就像是武漢的黃鶴樓、西安的大雁塔,該樓聳立在貴陽南明
河中的鱉基石上,有浮玉橋銜接兩岸,集山光水色與不遠兩岸對稱的高樓於一體的獨特魅
力更是貴陽的最佳旅遊地標。 



 

★★★★★ 保利國際溫泉酒店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  古鎮風味 RMB50  歡送晚宴 RMB80 

 第八天貴陽 桃園機場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臺北。結束此次貴州八日遊行程。  

★★★★★最溫暖的家 

酒店盒餐    機上餐食        XXX 

 

 

團票說明  

．團票限制需團進團出，一經開票不接受改名、改期或更改航班或轉讓，亦不可退票。（一切依航空公司規

定之）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旅客需與主團體一起辦理機場報到手續。 

．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若持團體機票旅客以特惠加價方式升等至商務艙座位時，恕不提供機場貴賓室服務，且託運行李重量仍依

經濟艙標準計算。（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詳情請洽詢服務人員。） 

．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 

特別說明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 32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華東地區各式名產，您可依您實際所需向導遊訂購，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

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人 1室(兩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另

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或加床；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需另行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



情況，尚請諒解。 

．大陸一般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依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為三菜一

湯，四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團員之旅遊權益，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 70歲以上之貴賓或長

者欲參與本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個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或友人隨同參團，且經貴我雙方確認後，確實

並無不適於參加本團體行程之虞者，方可接受報名，非常感謝您的配合。亦建議行動不便、年滿 70歲以上、

未滿 2歲之貴賓(之隨行家長)或長者，可依個人需求選購 MINI TOUR、自由行、親子團或其他為貴賓們量身

打造之旅遊商品；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

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敬祝旅途愉快！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大陸遊覽車狀況絕不能與歐美、紐澳、及東南亞線相提並論，因大陸經濟特殊，且文化背景較一般不同，

對觀光事業的認知及重視有限，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作認識，這樣一

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哦！ 

．大陸餐廳、廁所休息站，皆賣絲綢字畫、雕刻品茶壺、茶葉…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點

(SHOPPING 站)，這種情形為全大陸性。 

．大陸旅遊禁止事項：不得嫖妓，不得攜帶水果、古董及報紙入出境，儘量不要談論政治及相關話題避免無

謂之麻煩。 

．民航總局發出公告，為確保民航飛行安全、保護旅客的生命財產，民航總局經認真研究並借鑒國際上有關

做法，對旅客隨身攜帶液態物品乘坐民航飛機作如下規定： 

 (1.)每名旅客每次最多共可攜帶１公升（每瓶容積均不得超過１００毫升）液態物品，經開瓶檢查確認無

疑後，方可隨身攜帶乘坐飛機；其他超出部分一律托運。旅客不得隨身攜帶酒類（瓶裝、罐裝）。如確需攜

帶，每人每次不得超過２瓶（１公斤），且必須托運，包裝須符合民航運輸規定。 

 (2.)因特殊原因需要隨身攜帶的液態物品，如患病旅客攜帶的液態藥品、帶有嬰兒的旅客攜帶的嬰兒飲用

品等，經開瓶檢查確認無疑後，可予攜帶。旅客因違反上述規定造成誤機等後果的，損失自負。 

 (3.)政府規定自 87.10.01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萬至 5

萬元罰款。 

．大陸民航總局規定，旅客搭機時，部份攜帶物品有個別條件限制如下： 

 (1.)行動電源：僅能放置隨身行李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且無標識、無說明、無廠家標示的產品，

禁止攜帶，規格 20,000mAh以下准予隨身攜帶，20,000 ～30,000mAh需經航空公司核可方可攜帶上機，

30,000mAh 以上則嚴格禁止攜帶上機，且每名旅客不得攜帶超過兩個行動電源。 

 (2.)鋰電池：需隨身攜帶上機，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 

 (3.)打火機：不得攜帶打火機上機。(臺灣出境可攜帶一枚，需隨身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防風式

打火機則全面禁止攜帶) 

 (4.)充電式手電筒全面禁止攜帶(托運或隨身攜帶皆不允許)。 

 (5.)冬季如有攜帶暖暖包者，在大陸搭機時不可托運也不可隨身攜帶。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

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每名須補收 NTD3500 非優惠價差。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70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

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

便之處，敬請原諒。 

以上報價包括  

．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 20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以上報價不包括  

．新辦卡式電子臺胞證（費用請洽服務人員）。 

．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元（小孩亦同）。請交於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

的導遊及司機。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航空公司規定，託運行李以每人一件(20公斤)為限，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貼心說明：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0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

民幣 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