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饋特賣》深入麗江 8 日 

直飛麗江『東方女兒國．瀘沽湖』中甸香格里拉．雙雪山●升等國際５★君悅酒店．無

購物．無自費 

出發日期 : 12/4、12/11、12/18、12/25、1/1、1/8、 

1/15、1/22、1/29、2/5、3/5、3/12 

售價 : 26,900(含稅) 

   

行程特色 

◆◆◆萬眾矚目．睽違已久．２０１７直飛麗江．豐富行程．精彩體驗．許您一場美好旅程！◆◆◆ 

 

✔全程無購物站【無購物、無自費˙旅遊時間最充足˙許您一段美好愜意旅程！】 

✔訪雙世界遺產【《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世界記憶遺產˙東巴文化》】 

✔覽雲南雙雪山【《麗江．玉龍雪山》、《香格里拉．石卡雪山》盡賞雪山美景】 

✔賞東方第一景【中國高原明珠．摩梭女兒國．瀘沽湖】領您探訪遠離塵世無汙染美景 

✔獨家花現美酒【《玉龍雪山．玫瑰莊園》體驗製作鮮花餅、《香格里拉．紅酒庄》品嘗美酒】集美食、美酒體驗之旅程！ 

✔暖心特加碼．保證升等入住－【國際５★品牌．ＨＹＡＴＴ集團．麗江金茂君悅酒店．GRAND HYATT LIJIANG】１晚 

 
 

麗江金茂君悅酒店．GRAND HYATT LIJIANG，2014年 11月 25 日全新開幕，坐落於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古城－麗江，並緊鄰

束河古鎮。其建築融合現代時尚元素和民族特色的精華，置身其中感受麗江自然美景與文化底蘊。酒店備有 312 間豪華客

房，其中包括 50間套房及 8 棟別墅。客房面積約 48平方公尺，其設計將當地民族風格與現代舒適完美融合，每間客房特



別設計的陽臺空間，為您保留坐賞玉龍雪山美景的靜謐空間；早晨坐在湖畔旁與玉龍雪山美景共進歐陸自助早餐，美景與

美食的融合，為您的旅程留下難忘的美好。酒店內提供一系列完善的健身器材設施、室內恆溫游泳池(請貴賓自備泳衣、

泳帽等個人泳具)供入住房客免費使用。酒店內更有面積達 3,000餘平方公尺的多功能大、小會議室及活動場地，無論商

業、私人活動亦或旅遊度假，金茂君悅酒店都是您旅行麗江的首選。 

 

【東方第一奇景．中國高原明珠－摩梭女兒國．瀘沽湖】遠離塵世．無汙染美景 

 
 

瀘沽湖－摩梭語裡「瀘」是山溝，「沽」是里，連起來即是山溝里的湖，瀘沽湖是由斷層陷落而形成的高原湖泊，位於雲

南省西北部川滇交界處，湖面海拔 2690 公尺，湖域面積 50.3平方公里，平均深度 45 公尺，最深處達 93公尺，共有 17

個沙灘、14個海灣；湖面散佈 5個全島、3個半島、1個海堤連島，湖水水質純淨清澈，能見度達 12 公尺；生活在瀘沽

湖的摩梭人，其「阿注婚」屬全國獨一無二。世界各國民間所傳說的女兒國，僅存於今的即是摩梭人這族。雲南寧蒗彝族

自治縣境內這美麗的瀘沽湖，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湖畔，至今仍保留「男不婚、女不嫁、結合自願、離散自由」的母系氏族

婚姻制度。 

 

【搭乘大索道纜車．登上海拔 4,449公尺高峰．享受仁者樂山之氛圍－中甸香格里拉．石卡雪山風景區】 



 
位於香格里拉縣建塘鎮西南，是目前迪慶高原唯一具備纜車觀光條件的立體性生態文化旅遊景區。其北與納帕海自然保護

區相接，南與「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産千湖山景區毗鄰，東與噶丹、松贊林寺和獨克宗古城相望，西面神秘峽谷與奔騰

不息的金沙江，佔地面積約 65 平方公里。至高點石卡山主峰海拔 4,449.5公尺，最低點納帕草甸海拔 3,270公尺，高差

1,179 米，涵蓋滇西北「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産地亞高山帶和高山帶所有自然垂直帶立體生態景觀資源。 

 

【麗江．中國惟一擁有文化遺產、自然遺產、記憶遺產三項世界桂冠之國際旅遊目的地】 

 

【麗江古城．束河古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張藝謀執導之《印象．麗江》市價值 190 人民幣 

http://www.yx-lj.com/


 
 

《印象．麗江》由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大型實景演出。場景在玉龍雪山 3,200 米海拔處，世界上最高實景演出劇場—甘海

子藍月谷劇場，是個 360度的全角度劇場，可以容納 2,000人演出的場地，演出分爲《古道馬幫》、《對酒雪山》、《天

上人間》、《打跳組歌》、《鼓舞祭天》、《祈福儀式》等 6個章節。以玉龍雪山爲背景，呈現表演與大自然結合之美，

500名來自 10個少數民族的演員傾力演出，以他們最原生的動作、質樸的歌聲，與天地共舞，與自然同聲，帶給觀衆震

撼的表演。  

※印象麗江秀為室外演出，如因氣候或其他因素停演，將以大型歌舞《麗江千古情》替代，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景點安排】   

  麗 江─麗江古城、玉龍雪山風景區－雲杉坪【纜車上下】、《印象．麗江》、玉水寨、雪山玫瑰莊園、黑龍潭公園、

束河古鎮。 

  中  甸─石卡雪山風景區【藍月山谷、大索道纜車來回】、納帕海、獨克宗古城、虎跳峽、參觀【香格里拉酒業．紅酒

庄】。 

 瀘沽湖─瀘沽湖遊船【遊里務比島】、摩梭家訪、篝火晚會、瀘沽湖博物館。 

 

【住宿安排】 

  麗  江－    ★★★★★ 麗江金茂君悅酒店．GRAND HYATT LIJIANG 或 同級。(保證升等１晚) 

  麗  江－ 準★★★★★ 吉祥園酒店 或 子悅精品酒店 或 同級。 

  中  甸─  準★★★★★ 天瑞陽光酒店 或 同級。   

  瀘沽湖─  準★★★★   海境酒店 或 同級。 

  

註：(1)大陸地區酒店常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造、服務等格局皆比照

星級酒店標準，遇此況之酒店將以【準】字代表，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2)飯店房型安排標準房 2人一室(2張單人床)，如需求一大床房型，飯店則會視情況加收費用，造成不便，敬請見

諒。 

 

【餐食安排】優質風味餐＊全程餐標 RMB ４０-６０ 

 麗  江─納西風味、虹鱒魚宴、火塘鷄風味。               

  中  甸─藏式風味、達吉香巴拉土司宴。 

  瀘沽湖─摩梭風味。 

   

【貼心好禮】 

  (1)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購物安排】 全程無購物  

 

【自費活動】 全程無自費   

       

  

 

行程內容 

http://lijiang.grand.hyatt.com/en/hotel/home.html


第

1

天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台北 麗江 

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直飛雲南—麗江市。  

 

●【麗江】位於雲南省西北部雲貴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連接部位，北連迪慶藏族自治州，南接大理白族自治州，西鄰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東與四川涼山彜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接壤。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 12個世居民族，其中納西族、

彜族佔大多數，其在南宋時期就初具規模，已有八、九百年的歷史，自明朝時，麗江古城稱「大研（硯）廂」，因其居麗江

壩中心，四面青山環繞，一片碧野之間綠水縈回，形似一塊碧玉大硯，故而得名，清爲麗江府，雍正元年（1723），改土設

流，結束木氏土司元代以來的世襲統治，乾隆三十五年（1770），置麗江縣。麗江的文化在 1723年清朝改土歸流政策以

後，便成爲一個納西文化和漢族文化的綜合體。  

餐 食：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機上簡餐/敬請自理  晚餐／納西風味 (人民幣 50)  

旅 館：準★★★★★吉祥園酒店 或 子悅精品酒店  或同級 

第

2

天 

(麗江－瀘沽湖 車程約 5 小時) 

 

麗江 瀘沽湖 摩梭家訪、篝火晚會 瀘沽湖 

★麗江－瀘沽湖路段，如因新路整修，將調整至原山路前往(車程約 8 小時)，原山路為山區路段，將以 2 部 17 人座旅遊巴士

載客，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瀘沽湖】位於雲南寧蒗和四川鹽源兩縣交界的萬山叢中，面積為 52平方千公尺，平均水深 45公尺，最深達 93公尺，透

明度高達 11 公尺，湖中有五個全島、三個半島，形態各異，四周青山環繞，山勢蜿蜒起伏，植被茂密，色彩碧翠，湖水清澈

透明；格姆女神山（獅子山）在湖北姿容端莊，而緩緩滑行在碧波中的豬槽船和徐徐飄浮于天水之間的摩梭民歌，使其更增

添幾分古樸、幾分寧靜，是一個遠遠離塵市，未被污染的處女湖。  

 

★【摩梭族家訪】摩梭人的「花樓」主要供母系氏族大家庭中的年輕女子居住，以便她們單獨結交男「阿夏」；摩梭人的婚

姻稱為「阿夏婚」，「阿夏」為摩梭人走婚生活雙方的互稱，確立了阿夏關系的，彼此互稱「阿注」，意為「親切的伴

侶」，不稱夫妻，在摩梭人家裡不宜問及子女的父親，只稱呼舅舅，女方的孩子也都是由舅舅撫養長大。  

 

★【鍋莊晚會】這是欣賞摩梭族的瀘沽湖傳統娛樂項目，是摩梭女人挑選自己情郎的佳期；晚會時男女手牽手圍成一圈，中

間燃起篝火載歌載舞，姑娘們穿戴整齊，所有飾品都戴在身，頭纏黑布大包頭，身穿白色百褶裙，高聲歌唱對情歌，再端上

一碗“蘇理瑪”酒，要情郎當眾誓言忠誠。 

餐 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人民幣 40)  晚餐／摩梭風味 (人民幣 50)  

旅 館：準★★★★海境酒店  或同級 

第

3

天 

(瀘沽湖－麗江 車程約 5 小時) 

 

瀘沽湖 瀘沽湖遊船 【遊里務比島】、瀘沽湖博物館 麗江 

★麗江－瀘沽湖路段，如因新路整修，將調整至原山路前往(車程約 8 小時)，原山路為山區路段，將以 2 部 17 人座旅遊巴士

載客，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瀘沽湖遊船】瀘沽湖整體狀若馬蹄，南北長而東西窄，形如曲頸葫蘆，瀘沽湖的美，美在纖塵不染，一年四季景色變幻

無窮；秀麗的山光水色與濃鬱的民族風情，充滿了神秘的色彩，身臨其境，水天一色，緩緩滑行于碧波之上的豬槽船和徐徐

漂浮于水天之間的摩梭民歌，讓人倍感古樸寧靜。  

 

◎【里務比島】摩梭人最早居住的一個島嶼，里務比島四面環水，綠樹成蔭，鳥語花香，風景優美，島上有寺－里務比寺；

里務比島的最高處，古時麗江納西族土司首領木生白曾建有一座古老的瞭望塔，後來被毀，僅存遺跡。  

 

 

餐 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人民幣 40)  晚餐／虹鱒魚宴 (人民幣 50)  

旅 館：準★★★★★吉祥園酒店 或 子悅精品酒店  或同級 

第

4

天 

麗江 玉龍雪山風景區－雲杉坪【纜車上下】、《印象．麗江》、玉水寨、雪山玫瑰莊園【體驗製作鮮花餅】 麗江 

●【玉龍雪山】在納西族心目中，玉龍雪山是一座神山，車一進入麗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玉龍雪山，它由 13座雪峰組成，

主峰扇子陡海拔 5596米，至今仍是一座未被征服的處女峰，且玉龍雪山主峰常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雲霧纏繞之中。  

 

◎【玉龍雪山雲杉坪】雲杉坪其實是玉龍雪山主峰扇子陡半山腰的一個高山草原，海拔 3,240 米，面積有 1平方公里，就像

是一處隱藏在原始雲山林中的牧場，納西族稱雲杉坪為「舞魯的翠閣」是納西族神話理想中的「玉龍第三國」，夏秋芳草如

茵，冬春白雪粉妝，彷彿人間仙境，可慢步細細欣賞美景，也可自費搭乘環保電瓶車前往草原區。  

 

★【印象麗江秀】《印象．麗江》是由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大型實景演出。演出場景在玉龍雪山 3,200米海拔處，世界上最

高的實景演出劇場—甘海子藍月穀劇場，是個 360度的全角度劇場，可以容納 2,000人演出的場地，演出分爲《古道馬

幫》、《對酒雪山》、《天上人間》、《打跳組歌》、《鼓舞祭天》、《祈福儀式》等 6個章節。整個演出以雪山爲背景，

讓表演與大自然徹底結合，500 名來自 10 個少數民族的演員傾力演出，用他們最原生的動作，最質樸的歌聲，與天地共舞，

與自然同聲，帶給觀衆震撼的觀賞表演。  

 

◎【玉水寨】這裏是納西族的文化發源地，是納西族人祭神的聖地及東巴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可深入認識東巴傳人傳統的

生活和學習方式。  

餐 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雪廚自助簡餐 (人民幣 48)  晚餐／納西風味 (人民幣 40)  

旅 館：準★★★★★吉祥園酒店 或 子悅精品酒店  或同級 

第

5

天 

因香格里拉海拔較高，故請各位貴賓參加此行程不論任何季節，務必多帶件冬季厚外套及長袖服裝備用以免受寒。 

(麗江－中甸香格里拉 約 180 公里 車程 4 小時)  

麗江 參觀【香格里拉酒業．紅酒庄】 虎跳峽 中甸香格里拉－獨克宗古城 



●【虎跳峽】虎跳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峽谷，以奇險雄壯著稱於世，主要分為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 3段，共 18 處險灘，

江面最窄處僅 30餘米，江水被玉龍、哈巴兩大雪山所挾峙，兩座雪山的海拔分別爲 5596和 5396米，海拔高差 3900多

米，峽谷之深，位居世界前列。 

PS:(虎跳峽景點如遇大雨或是土石崩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基於安全考量導致無法前往參觀的話，將於現場退費，如有不變

請請見諒!!)  

 

●【香格里拉】『太陽最早照耀的地方，是東方的建塘；人間最殊勝的地方，是奶子河畔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迪

慶藏語，意思為「心中的日月」，這個美麗動聽而又遙遠陌生的名字，這個「世外桃源」與「伊甸園」的同義詞，如同一個

巨大的懸念，足足跟隨了人類半個世紀。  

 

◎【獨克宗古城】香格里拉古城的初始叫法是「獨克宗」，位於香格裡拉縣東南隅。唐儀鳳、調露年間（西元 676-679

年），土蕃在這裡的大龜山頂設立寨堡，名「獨克宗」，一個藏語發音包含了兩層意思，一為「建在石頭上的城堡」，另為

「月光城」。後來的古城就是環繞山頂上的寨堡建成的。古城它是按照佛經中的香巴拉理想國建成的，具有 1,300 多年歷

史，曾是雪域藏鄉和滇域民族文化交流的視窗，川藏滇地區經濟貿易的紐帶。西元 2001年，獨克宗古城被批准為雲南省歷

史文化名城。如今，在古城裡游走，你會發現人們多了些時尚的色彩和活力。 

餐 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人民幣 40)  晚餐／中式合菜 (人民幣 40)  

旅 館：準★★★★★天瑞陽光酒店  或同級 

第

6

天 

中甸香格里拉 石卡雪山風景區─藍月山谷【含大索道纜車】 納帕海 中甸香格里拉 

★【石卡雪山大索道景區】又稱「藍月山谷景區」，位於香格里拉縣城西南部，距香格里拉縣城 7公里，交通便捷，有一條

四級油路直達景區，車程約 15分鐘。索道於 2006年 7 月份建成試營運，十一期間正式開通。全長 4,190 公尺，是目前雲南

最長的索道，索道將遊客從海拔 3,270 公尺的納帕草甸送到海拔 4,000多公尺的山頂，在山頂可以同時看見梅里雪山、玉龍

雪山，甚至四川稻城的三大雪山等幾乎所有的雪山景色。景區匯集了雪山、峽谷、森林、湖泊、花海、草甸等香格裡拉特色

的自然景觀和生物及民俗宗教文化，綜合體現了雪域高原特有的自然美景和民族風情。很多美妙的民間傳說和動人故事，讓

景區頗具《消失的地平線》一書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神韻。  

 

●【納帕海】納帕海自然保護區位於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縣。建立於 1984年。總面積 31.25平方公里，海拔 3

266 米，屬濕地生態類型保護區，主要保護對象為高原季節性湖泊、沼澤草甸，是黑頸鶴等候鳥越冬棲息地。AAA級旅游風

景名勝區，這裡是中甸最大草原，也是最富有高原特色的風景區之一。由於藏民的悉心愛護，每當秋季來臨，許多飛禽便來

到此地，如黑頸鶴、黄鴨、斑頭雁等在草原上空高飛低旋，景色惹人喜愛。 

餐 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達吉香巴拉土司宴 (人民幣 60)  晚餐／藏族風味 (人民幣 40)  

旅 館：準★★★★★天瑞陽光酒店  或同級 

第

7

天 

(中甸香格里拉－麗江 約 180 公里 車程 4 小時)  

中甸香格里拉 麗江－黑龍潭公園 束河古鎮 麗江古城 麗江 

●【黑龍潭公園】又稱作「玉泉公園」，位於麗江古城東北角的象山西麓，公園內有近 76萬平方米面積的湖泊「玉水龍

潭」。湖中心建有亭子，湖岸另一側有一珍珠泉出水口，過去的黑龍潭出水口為九眼洞，後將其改為五孔的石拱橋，即玉帶

橋。公園以龍潭倒映十三峰的景點最為著名，園內建有龍神祠、得月樓、五鳳樓、解脫林、一文亭、五孔橋等古樸典雅的建

築，也是欣賞重點之一。  

 

●【束河古鎮】是個古老寧靜的小鎮，位於麗江以北 4 公里處，又稱龍泉村。早在明代，這裡就已經是滇西北的重要交通樞

紐，南來北往的商人們在此交易。現今束河中心的集市廣場與麗江四方街非常類似，青石鋪陳的街道，周圍店鋪順次排開，



門口擺放著各種手工藝品供遊客挑選購買。  

 

●【麗江古城】始建於宋末元初，以不築城牆馳名，走訪以小橋、流水、人家為特色的四方街，四方街是古城的中心廣場，

廣場的形狀很像方形的知府大印，由土司取名四方街，取「權鎮四方」之意，也有人說是因為這裡的道路通向四面八方，是

四面八方的人流、物流集散地，所以叫四方街，走街入院，欣賞古城建築，古城建築全為古樸的院落民居，房屋構造粗獷，

而庭院佈置和房屋細部裝飾豐富而細膩，而麗江古城也在 1997年 12月 4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  

餐 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人民幣 40)  晚餐／火塘鷄風味 (人民幣 60)  

旅 館：★★★★★麗江金茂君悅酒店．GRAND HYATT LIJIANG  或同級 

第

8

天 

麗江 台北 

早晨帶著滿滿的回憶、愉悅的心情前往麗江三義機場搭乘直飛航班返回台灣。 

餐 食：早餐／飯店內 或 簡單盒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自理  

旅 館：溫暖的家   

★★★重要事項請詳細閱讀★★★ 

(1).可賣機位非成團人數，並依賣況及供應商調度而有增減。 

(2).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0 人以上(含)，最多為 38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3).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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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5).本行程為團體旅遊操作，全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需脫隊請於出發前提前告知，如未於出發前提出需求者，恕不

接受外站臨時脫隊；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景區門票、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視同個人放棄，不另行退

費。 

(6).大陸地區行程景點內若有旁人要求燒香、拜拜、或捐款等事，請勿隨便答應，應堅定立場婉轉拒絕，以免後續產生

詐騙金錢糾紛。 

(7).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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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遇自助式之餐食(早午晚餐皆同)，將以餐廳所提供之菜色內

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8).大陸餐廳，廁所休息站，皆賣絲綢字畫、雕刻性茶壺、茶葉....等等藝術品及當地土產，並非特定購物點

(SHOPPING 站)，這種情形為全大陸性，如造成不便，請見諒，此為不可抗力之因素。 

(9).酒店說明: 

   A: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如其軟硬體設備皆達同星等酒店標準，酒店標示

將以加【準】字來代表。 

   B:大陸地區部分酒店需求大床或加床，需另行加價或酒店內無需求之房型，且此類特殊需求須以酒店排房為準，並

不一定保證，如遇上述情形，敬請見諒。 

   C:部份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無開放予團體入住之旅客免費使用，如需使用則需另外收取費用，請見

諒。 

   D:本行程之酒店住宿依 2 人 1 室標準房型(2張單人床)安排，若遇單數報名請洽客服人員。 

(10).遊覽車巴士說明: 

大陸遊覽車狀況，絕不能跟歐美，紐澳以及東北亞及東南亞線甚至是台灣當地相提並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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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土地大，城市景點的車程皆較遠，遊覽車的保養也較不重視，甚至司

機的服務及熱忱也較為保守含蓄，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做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

有美好旅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喔。 



(11).其他說明: 

     A:此行程價格已經分攤７０歲以上老人優惠票價差，旅途期間景區如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示檢查(如麗江玉

龍雪山景區)，另價格恕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 

     B:本行程為團體旅遊性質，行程內容皆為團體共同行動，嚴禁於外站臨時脫隊，若需脫隊請於出發前提前告知，

如未於團體出發前提出脫隊需求者，恕不接受外站臨時脫隊需求，如有不便，敬請見諒，謝謝合作!! 

     C:昆大麗行程為高海拔地區，山區溫差氣候變化大，早晚溫差也較大，建議準備禦寒衣物(夏天請攜帶薄外套)及

防曬品(帽子或雨傘或防曬乳)、護唇膏(保濕乳液)、感冒、暈車藥或頭痛藥品、防滑鞋等以備不實之需，或是準備一些

甜的糖果或黑糖等隨身備用，以減少高山反應(因客人體質不同，因此效用不保證)。 

     D.按摩活動等自費或贈送行程，請貴賓視服務人員狀況酌給小費以示鼓勵及獎勵辛勞(每人約 10元人民幣左右)。 

(12).此航班為包機操作，付訂金後因故需取消者，則需付訂金全額及實際產生的費用敬請見諒！！ 

(13).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保額新臺幣 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 15 歲或 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保額為新臺幣 200萬元。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8/01/01 一 中國東方航空 MU5092  桃園國際機場  14:30  麗江三義機場 2018/01/01 18:30  

2018/01/08 一 中國東方航空 MU5091  麗江三義機場  09:30  桃園國際機場 2018/01/08 13:15  

   

簽證 

卡式台胞證新辦所需資料： 

(1) 護照正本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未滿 14 歲附戶口名簿影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已滿 14歲則請務必附上身份證正反

面影本) 

(3) 2 吋彩色人頭照 1張(需為 6個月內之照片並與護照規格一樣之大頭照，不可著白色上衣) 

(4) 有效期之舊台胞證影本(若舊台胞證已過期則免附) 

(5) 辦證天數為 7個工作天 

註：以上需附之各證件影印本皆需與原件 1:1之比例 

   

小費 

(1).支付小費為國際基本禮儀，爲慰勞司機導遊領隊的辛苦，建議每人每天付小費：新台幣 200元，小孩亦同。請交於

領隊統籌處理。 

(2).國際電話費、飯店洗衣費、酒店內冰箱食物費用，敬請自理。 

(3).房間床頭小費以及行李小費(以每一件行李計算)敬請自理，約人民幣 5-1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