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資精緻~北越 雙龍灣五日 

 
 
 
越南以前是中國的領地、歷經五代的獨立王朝、法國殖民地、日本派兵進駐、
南北分裂的越戰、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是世界上唯一走過如此顛簸的歷
史的國家。到了首都河內，到處都可以感受到當時遺留的痕跡。因此，從傳
統技藝到歌劇院，越南的歷史及變遷，就遊您來親身體會囉。 
   

 

 

旅遊小語 



 

  



 



 

    



  



  



 

河內：Lotus Legend 或 Gallant 或興隆酒店或同級 

◎蓮花傳奇 Lotus Legend Hotel http://lotuslegendhotel.com/ 

◎Gallant - www.gallanthotel.com/ 

 

◎Hung long 興隆酒店 http://hunglonghotel.com/vi/trang-chu/  

 

下龍灣：珍珠或 NEW YORK 或 PLUS 或 LA STELLA 或同級 

◎PEARL  http://pearlhoteltuanchau.com/  

 

http://lotuslegendhotel.com/
http://www.gallanthotel.com/
http://hunglonghotel.com/vi/trang-chu/
http://calidashanoi.com/
http://calidashanoi.com/
https://www.sofitel-legend-metropole-hanoi.com/


◎NEW YORK 

 

◎LA STELLA   

 

◎Plus Hotel https://halongplushotel.com 

 
 

車購 : 土特產，讓你省去出遊費心思選購禮品的麻煩！ 



 

出發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抵達時間 

Day 1 越捷航空 VJ 949 清泉崗國際機場 河內內排國際機場 1735 / 1925 

Day 5 越捷航空 VJ 948 河內內排國際機場 清泉崗國際機場 1305 / 1635 

 

 

 

 

第 一 天 台中河內 

今日下午集合於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搭乘客機飛往越南首都-河內 

 

【河內（Ha Noi）】河內舊名昇龍城，早在1010年時，越南的李朝即定都於此，相傳當年李朝的開國英雄

李公蘊，在擊退中國宋朝的軍隊後，決定建都於此，當他在接近紅河平原時看到了一條飛龍騰空飛翔，

所以稱這地方為昇龍，而這塊土地命名為昇龍坡。但在法國殖民時期，法國人看到它被紅河圍繞，才更

名為河內。由於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故有許多法國建築，今日的河內是一座擁有不可思議歐洲風情的國

際性都市，河內的外貌充分地融合了進步與傳統 。 

 

隨後贈送精美可口道地的美食越南河粉給貴賓。 

 

 

 

餐  食：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贈送：越南河粉 

住  宿： 河內 Lotus Legend 或 Gallant 或 興隆酒店 或 同級 

一年四季旅遊渡假的好地點 - 河內、下龍灣氣溫~台灣南部相近 
►全程不進購物站，不買人頭費，保障品質，維護旅遊(客)尊嚴。 

►下龍灣遊船不上攝影，保障遊玩的輕鬆，沒有壓力。 

►下龍灣遊船不停海鮮浮台，保障您不被敲竹槓。  

下龍灣酒店升等：四星級 – 珍珠酒店(自 3/1-4/30) – 贈：VIP 水果盤/每房 

14 大贈送:  ★全程高速公路：河內 – 陸龍灣，為賓客創造舒適行車 增加遊玩休閒時間 

  ★下龍灣專屬 VIP 遊船  

 ★36 古街-電瓶車 

 ★遊船上-DIY 春捲 

 ★越南特有 – 風情斗笠一頂 /  每人  

 ★廚藝學院 

★陸龍灣每人椰子一粒 

★來回機上輕食（越竹航空） 

★下龍遊船簡易下午茶 

★深度之旅：鄉村田園鐵馬遊 

★越南百姓居家百用良藥 – 玉桂油 

★廚藝學院 - 授證證書 

◎航空：使用直航航班 – 無轉機之不便 

◎保險：500 萬履約保證險；200 萬旅責險；附加 10 萬意外醫療險。 

 

 

普吉島 

市區交通圖 

航班資訊 

行程資訊 



第 二 天 

河內陸龍灣(高速公路) 皇族黑寶石 贈送：田園鐵馬遊 椰子一粒  (高速公

路)河內 還劍湖 36 古街(贈送：電瓶車) 廣場 陵寢 總督府-外觀 一柱廟 車遊-大劇院

及領事館巡禮 

早餐後，前往寧平陸龍灣之【皇族黑寶石】生態保護區碼頭，（有別於一般市場上較混亂的寧平碼頭，
此至今保留著原鄉味，淳樸十分！）安排乘坐小鐵皮舟「2 人 1 艘」悠遊水域。皇族黑寶石水域(2 人 1
艘)：此處水域面積占地 2600 多公頃，是國家級的原生態動植物保護區，全球共有 72 種稀有動物，在
此處就有 13 種在日夜間活動，而最為珍貴的［葉猴］此處就有 40 餘隻，常在喀斯特岩層地貌上活動
覓食，也是遊客可以遠眺或近觀可見的，四周並且觸目可見到水鴨及珍奇的飛禽，小舟所行週遭可見蘆
笛、水笛、馬蹄、蘆葦（秋末整片蘆葦花季時，一片秋色真是壯觀！）水蓮、荷花（每年之 6–7 月正
逢賞荷之際，此處花團錦簇好不勝收！）這些都是您欣賞或拍攝的絕佳之地！ 
贈送：田園鐵馬之旅－1.5 小時：展開親近鄉間百姓實際的生活，安排騎乘自行車［1 人 1 輛］：由專業
的導遊帶領，探索純樸的寧平［陸龍灣］自然田園風光(敬請準備相機，遮陽斗笠，礦泉水) 有水田 水
塘 鴨群 赤(黃;水)牛 峰迴路轉的喀斯特熔岩……，，讓您可以十足的深入此處百姓的生活天地，並參
謁當地巧奪天工奇型各異的喀斯特熔岩山貌，盤環四處，廣闊的農家田園景致，飽覽道地十足的農家小
鎮風情，讓您零距離的接觸這裡。 加贈：清涼椰子一粒每人 
午餐後驅車前往河內，車程約 2 小時。 
【巴亭廣場】周圍有政府辦公機關同外國大使館，可容納 20 萬人，是河內人民集會和節日作用中的場
所。1945 年 9 月 2 日，胡志明主席在巴亭廣場上朗讀《獨立宣言》，宣佈越南民主共和國取得獨立，
脫離殖民統治。 
 
【胡志明陵寢-外觀】位於巴亭廣場上，是一棟灰色大理石為建材的四方型建築，有強烈的蘇聯時期色
彩，和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有些相似。胡志明先生一生貢獻越南革命鞠躬盡瘁終身未娶，生活儉樸、平
易近人等偉人風範，在一些平凡小事上處處體現了其超凡的意志和人格力量。領袖人物之所以偉大，除
了他所建立的不朽豐功偉績永載史冊外，更重要的是，還能給一個民族乃至世界留下自強不息的精神遺
產！《從外面欣賞》 
 
【總督府-外觀】又名《主席府》建於 1906 年的黃色法式建築，原是殖民時期印度支那的總督府，為
胡志明主席處理國政處。《從外面欣賞》 
 
【一柱廟】稱得上是河內地標，此祠廟建一根柱子之上造型獨特外型雖小，但卻是越南的代表古剎，而
寺廟立在蓮花池中的優雅姿態，廟身為木造，矗立於水中一根石柱上狀如蓮花。奉祀觀世音菩薩的廟宇，
據說是李朝皇帝因膝下無子，求神賜子，某夜夢見觀世音菩薩坐在蓮花座上，手抱一子賜予他，不久果
得一子。皇帝便建此廟供奉觀世音菩薩，以感謝神恩。如今是許多越南婦女前來上香祈求子嗣的廟宇，
香火鼎盛。 
 
【河內大劇院及領事館區巡禮】車遊: 河內大劇院，他的建築藍本是巴黎歌劇院，兩著同屬華麗的巴洛
克式建築，令人如同置身歐洲劇場一般。隨後前往建於 1906 年的黃色法式建築群，現今已為各國駐越
南的領事館區，街道兩旁古樹林蔭，法式建築夾隙期間。而後驅車帶您經最具法國建築特色的領事館區。 
 
【還劍湖】越南河內市中心主要湖泊之一，原名綠水湖。關於還劍湖有一則神話，傳說在十五世紀中葉，
黎太祖曾獲一把神劍之助而擊退中國大軍的侵略，戰後黎大祖遊還劍湖，忽見一隻大龜浮出水面，黎太
祖於是用此神劍擲向金龜，不料金龜竟銜著寶劍沈入湖底，從此消失無蹤，便說是神特地派金龜索劍，
因名還劍湖，這個故事流傳至今，使人們對還劍湖有一種尊崇的特殊情感。 
 
【三十六古街】贈送『搭乘電瓶車』深入暢遊河內最具特色『三十六古街』，約有一千年以上歷史的三
十六條古街，懷古風味的傳統古老商業區，位於還劍湖旁，以販賣的東西不同分別集中區域及規畫！據
說古代只有 36 種行業，因此每一條街所賣的東西都不同，為越南最重要的城市古蹟，至今仍是越南最
生動、熱鬧的地方之一，您可大肆採購越南當地物價廉物美的商品，亦可自由活動。  
(不含:小費越盾 2 萬/人,約 1USD/人)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農家羊肉風味 USD6  (晚餐) 中越式料理 USD7 

住  宿： 河內 Lotus Legend 或 Gallant 或 興隆酒店 或 同級 



第 三 天 
河內(高速公路)下龍灣 贈送：廚藝學院 百猜大橋 主教山 拜子龍風景線 升

等四星級酒店 贈送：VIP 水果盤(3/1-4/30 期間) 

早餐後，驅車前往下龍灣，車程約 4 小時 
 
【下龍灣】位於越南東北之廣寧省。省會下龍市，面積約 5,899 平方公里，屬於受海洋調節的熱帶季風
型氣候，廣寧省地理位置優越，氣候宜人，旅遊資源豐富。今晚可以請導遊特別為您安排一段自費 90
分鐘的越式古法按摩+天然蔬果敷臉。 
 
◎特別安排贈送：Joytour 廚藝學院：  
在精心策劃與積極推動下 本院成立，期望能將越南輕食的飲食文化，透過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交
流學習遞送給每一位貴賓，不僅豐富了旅程，更加深美好歡笑的回憶，將越南的美及純善，烙印在旅客
的腦海中。學苑的特色之處：特別選中下龍灣新開幕的四星級 - 酒店餐廳內，落在環境優雅、空氣清
淨的地理位置，學苑備有最新鮮食材，在器具、服裝 也格外用心，統一採用「Joytour 廚藝學苑」訂
製款，讓各位貴賓瞬間化身主廚身歷其境，換裝完畢，緊接著重頭戲由主廚+ 助手 展開廚藝教學及交
流，除了歡笑互動的氣氛中學習外，更棒的是賓客們親手學習做越南輕食菜，在完成一道道 色、香、

味的料理後，可以享受由各位貴賓組員料理的美饌佳餚！ 
 
贈送：【百猜大橋】+【鴻基島】+【主教山】+【拜子龍灣風景線】 
【百猜大橋】是北越最高的跨海大橋，又譯作白齋大橋和拜寨大橋，是跨越陸門灣和下龍灣之間的陸門
海峽，長久以來，下龍市鴻基與百猜之間的唯一交通方式是渡輪，在高峰時期總是壅擠不堪，百猜大橋
的投入使用，使得人們再也不用倚靠渡輪就可以來往兩方，解決了居民及越南國內外遊客的出行需要，
也結束了百猜輪渡數十年的運行歷史。 
 
【鴻基島】下龍市過去稱為鴻基市，是越南廣寧省的省會所在地。專車經跨海大橋 BAI CHAY 大橋，
跨越本島及最大離島，近年越南為了進一步提高下龍灣的知名度，將鴻基市改名為下龍市。鴻基島還是
越南著名的《煤都》，這裏蘊藏著豐富的煤炭資源，煤層埋藏淺，可露天開採，優質的鴻基無煙煤享譽
世界，大量出口日本、中國、韓國、俄羅斯以及東南亞等國家。 

 
參觀小山坡上的【主教山】於此除了有特殊的教堂式的建築外，亦有聖經點及內事蹟人物的雕像，同時
您可以於此，俯瞰與下龍灣相鄰的，大自然綺麗的山海風景盡入眼簾。 

 
晚餐後，稍事休息後，您可以自費享受一段非常舒適而舒筋活血的–[全身＋腳底按摩-1.5 小時]，足以
讓您恢復今日旅途的勞累。(一大享受呀!)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廚藝學院自製自創料理 PACKAGE 

(晚餐) 下龍海灣餐廳 USD6 

住  宿： 下龍灣 NEW YORK 或 PLUS 或 LA STELLA 或 升等 4 星珍珠 或同級 

第 四 天 下龍灣驚訝洞天堂島(越式 DIY 春捲、下午茶) 

【下龍灣 Halong bay】是越南最著名的風景區，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目錄，同時是世界七大奇景之ㄧ。
根據越南的神話傳說，很久以前，有一條母龍降落在這個海灣，擋住了洶湧的波濤，使這一帶人民安居
樂業，因此人們便把這個美麗的海灣稱為《下龍灣》。由於下龍灣中的小島都是石灰岩的小山峰，且造
型各異，景色優美，奇山怪嶼尤勝普吉攀牙灣，又名『海上桂林』；沿途觀（狼狗石、貓頭石、香爐山、
帆船石、鬥雞石、拇指石）星羅密佈，大船飄泊於下龍灣海面，全程遊歐洲水域。「您可以-自費安排：
快艇 + 小船，約 45 分鐘 進入【月亮湖】帶您參觀 1997 年上映的『007 系列“明日帝國“，巨星楊
紫瓊、皮爾斯˙布洛斯南』曾在此洞穴取景拍攝而聞名。 



時隔十幾年過去了，今天的下龍灣，已經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旅遊目的地，不復有往日的寧靜。由於
洞穴的入口很小，遊船無法進入，改坐 6-20 人【小船】由專人划進月亮湖，從入口的小洞進入之後，
裡頭就是一個完全與外界隔絕被峭壁環繞的世界，彷彿海面上的世外桃源，讓你隔離塵囂，達到十足的

寧靜與平和。由於陽光的角度，所以裡頭有暗面與亮面，光影構成的反差，比起單純在外面看到單面受
光的景象要精采得多，如果天氣好的話還會看見猴子出沒。沿途經（烏龜岩、人面石、蝴蝶洞、蓮花石、
遺世獨立的天井洞）快艇飛嘯【馬鞍山】底部那一剎那著實令你感到驚訝與刺激。」 
 
接著帶您至【驚訝洞】登陸島上一窺究竟，您會發現天然奇特鐘乳岩洞穴，…等，最大者可容納三千餘
人，洞內充滿鐘乳石奇景令人嘆為觀止。午餐於船上享用花蟹海鮮餐，特別贈送越式 DIY 春捲教學，餐
後，船停【天堂島】，這個美麗的小島擁有一彎漂亮的月芽狀沙灘，島上的制高點有一涼亭，您可以拾
階而上，登上觀景台從這裡俯瞰下龍灣的景象，正是越南公路上，下龍灣廣告的取景處。這裡是您府瞰
世界七大奇景～下龍灣絕佳之處，此時美景盡在您的眼簾。 
 
贈送:遊船上越式下午茶，讓您有一個清閒悠哉的午後 (註：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全)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花蟹海鮮餐 USD6 (晚餐) 四星酒店內 USD6 

住  宿： 下龍灣 NEW YORK 或 PLUS 或 LA STELLA 或 升等 4 星珍珠 或同級 

第 五 天 下龍灣河內 西湖 鎮國寺啟程地 機場贈送：法國麵包一條 

【西湖】西湖是河內最美最大的一座湖泊，總面積達 500 公頃，盤據在河內市區北邊，緊臨在旁的是白
竹湖，兩湖相通。西湖水一望無際，波光粼粼、煙霞繚繞，舟楫遊曳。它是河內第一大湖，昔日的西湖
畔建有不少皇室宮殿，但悉數被毀，僅存開國寺與鎮武觀。 
 
【鎮國寺】鎮國寺是河內最古老的寺廟。建於 541～548 年之間，關於其始建年代存在不同的說法 但
至少距今也有 500 年的歷史，歷朝歷代這裡都是皇家寺廟，並先後有過『開國寺』、『安國寺』、『鎮國寺』
諸名，可見其重要性，如今鎮國寺仍是河內最大的廟 不僅是西湖邊最漂亮的古建築，也是香火最旺的

寺廟，寺內佛道皆奉，以佛教為主，供有臥佛、千手觀音、彌勒佛、指天地佛。 
 
贈送挑戰舌尖 味蕾 品嘗【美國總統 歐巴馬-烤肉米線】而後前往機場，再送每人法國麵包一條。 
結束此一次美好的五天假期！祝福所有嘉賓：健康 平安 快樂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歐巴馬烤肉米線 或 河粉  

(晚餐) 機場贈送：法國麵包一條 

住  宿： 溫暖的家 

 

 
1. 下龍灣：全身+腳底按摩 1.5 小時 NT700/人（含小費） 

2. 下龍灣快艇巡弋(天景洞.人面島.蜘蛛島.馬鞍山) + 小船搖櫓 – 007 明日帝國拍攝地 – 月亮 NT. 800/人  

3. 鴻基島 百猜大橋 主教山 龍先廟 拜子龍灣觀光線 NT300/人 

4. 反轉下龍灣 – 水上飛機 NTD5500 / 人 

5. 下龍灣皇后雙層纜車+下龍之眼-摩天輪+水上木偶戲 NTD800/人 

6. 下龍灣 精典酒店下午茶 NT300/人 

7. 河內：全身按摩＜河內黑石按摩＞90 分鐘 NT1000/人(含小費) 

8. 河內下午茶 NT500/人 

 



 
【以下提供需付服務費，敬請參考】 

1. 床頭服務費，每間每天美金１元(20,000 越盾) 

2. 旅館行李服務費，每件每間美金１元(20,000 越盾) 

3. 領隊 導遊及司機團體小費：人數 15+1 每天／每人 NT200，若則無領隊人數 10 - 15 人者，每
天／每人共 NT200；人數低於 10 人者，每天／每人共 NT300 

4. 桶船 20,000 越盾/人；三輪車 20,000 越盾/人；按摩師小費 100,000VND/人 

 

 
1. 越南簽證應備資料（需 6 個工作天）：1. 兩張二吋白底彩色相片 2.護照影本-有效期 6 個月以

上 3.持外國護照，需護照正本。 

此一專案：落地簽證費新台幣 1500 元/人(自付-需統一交由公司辦理)。 

2. 申辦護照應備資料（需 6 個工作天）：1. 兩張二吋白底彩色大頭照(露眉耳)  2.身分證正本  3.

男生須退伍令正本  4.辦理護照之申請表格。  

【附註】護照尚未過期需附護照正本，護照過期須提供護照影本 

【附註】第一次辦護照者，需持身分証正本及二吋白底彩色大頭照片兩張至戶政事務所做人別認証。 

【附註】護照遺失者，需附上警察局遺失證明，並填上遺失過程及親筆簽名 

 
1. 本行程報價已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旅遊責任險」。 

2. 本行程全程無購物。可推自費跟車售。 

3. 中南半島廁所休息站，皆賣當地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點。 

4. 越南:嚴禁出家眾(和尚、尼姑)前往旅遊.請注意。 

5.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

賓，希望有家人或友人同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6.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持中華民國護照)於台灣出發同行參團有效；越南當地人士、或越南

出生(含越南新娘)、或越南工作、或設廠台商、或越南當地 JOIN 者，不接受參團。 

7. 未滿２足歲之嬰兒費用已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旅遊責任險」，不含行程之餐食且不

佔機位；行程中景點、秀場（除有年齡限制外）等亦可入場但不佔座位，另可不必支付領隊、

導遊、司機小費，提醒旅客須自行準備嬰兒餐食。 

8. 本行程最低成團人數為 10 人以上、最高團體人數為 39 人以下(上述人數不含領隊)，當地配備專

業導遊解說行如果是客製包團，可以單團客戶決定人數上限， 15 人（含）以上另派台灣專業

領隊隨團服務。當參團人數 10-14 人時，本公司可徵求旅客同意將團體更改為 MINI-TOUR 型

態照常出發，台灣無領隊隨行服務，但當地仍配備專業導遊進行解說及服務。＂提醒您，本團

可賣數量非成團人數，本團可賣數量會隨著航空公司釋出機位或收回機位而有增減變化，尚祈

鑒諒。" 

9. 本行程未包含並建議每名旅客支付「台灣領隊＋當地導遊＋當地司機」之小費，每日新台幣 200

元五天共合計新台幣 1,000 元整。 

【附註】若為 MINI-TOUR 6-12 人，每位貴賓支付導遊小費，小費 NTD 300 元/人。 

【附註】若育團隊人數不足不派領隊，在導遊須兼領隊業務情形下，每位貴賓人須支付導遊每

天新台幣 200 元小費。 



10. 本行程為顧及旅客之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於團體進行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建議您另

行選購本公司其他自由行套裝商品。 

11. 行程景點、水上活動、食宿均包含於行程費用中，如自行放棄均無法退費或轉讓他人使用。 

12. 行程所示之飯店、景點、餐食等圖片為本公司自行拍攝或官方網站提供之檔案，實際情況以現

場呈現為準，本公司網站所提供之圖片僅供參考。 

13. 有特殊餐食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三工作天（不含國定假日）通知承辨人員，以便立即為

您服務處理，並以實際回覆為準。 

14. 若您未報名或報名超過 24 小時且未繳付訂金，本公司保留因匯率、燃油附加費、更改活動辦法

等因素造成之調整售價的權利且恕不另行公告，敬請見諒。 

15. 本行程乃以團體為報價模式，所有機票、餐食、景點、住宿、車資等成本費用並無兒童、年長

者 或其他特殊身份之優惠，亦不適用於上述元件各自推出之針對個別旅客所進行之優惠活動；

詳細售價與特惠方式以各行程標示為準，本公司不再進行任何退費與折扣。 

16. 旅遊本為增廣見聞與體驗和平日不同之生活經驗，東南亞各國餐食、住宿、水質、交通、氣候、

巴士、風俗依各國觀光發展程度各有不同。建議各位旅客報名前適時瞭解當地狀況並入境隨俗，

避免與期待認知產生極大之誤差。另各旅遊地區景點與食宿皆為全球旅客所共用參觀之權益，

本公司團體行程無法迴避您所顧忌的任何國籍、種族、宗教之其他旅客，請您支持與體諒。 

17. 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清艙、企業同盟、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

特惠活動，因此並不保證同團旅客售價皆相同一致，一切以您報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18. 如遇景點之部份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因維修或其他因素而關閉之情形，旅客不得對於該關閉

之遊樂設施或展覽項目請求權利。 

19. 本公司保留因當地氣候、交通、航班、罷工、訂房狀況或其他因素而針對景點、餐食、住宿或

其他行程內容進行前後順序調動之權利。 

20. 團體所使用之餐食與餐廳基本上以行程內容所標示為主，因此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素食），菜

色會較正常餐食少及簡單，建議旅客可備素食泡麵或罐頭以備不時之需。 

【附註】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用蔥、薑、蒜、蛋、奶等，除

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

餐廳使用自助餐，一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

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

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21. 行程合菜餐食，當同一團之旅客人數（不含領隊及導遊）為 8-12 人（一桌）、13-23 人（兩桌）、    

24~31 人（三桌）、32~40（四桌）、41~50（五桌）；實際桌數與菜量依當團實際用餐人數而定。 

22. 若為迷你小團時菜量依人數而定，2-4 人（四菜）、5-7 人（五菜）、8 人以上（七菜或八菜以上）。 

23. 團體所使用之車子，當同一團之旅客人數為 3~7 人以下(用 15 人座)、8~14 人(用 25 人座)、15~22  

人(用 35 人座)、23 人以上(用 45 人座)。整團報名若需求指定大車每人+500 元，若指定新車會 

依車況不同而另有加價，請出發前三天工作天需求及詢價。此需求僅限整團，無法依個人需求 

作業，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