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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桃園  福州  哈爾濱                                           

起飛前 2 小時前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福州市】；三百萬人口，福建省會，

台商特多，再轉飛哈爾濱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 維景假日酒店  大陸品牌 ( 4星)                                                       
 
第 2 天  哈爾濱     漠河                               K7039 ( 17:33-07:25 )   

【索菲亞教堂廣場】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聖索菲亞教堂氣勢恢弘，精美絕倫。

哈爾濱的索菲亞教堂廣場,經兩次擴建改造，現在已經形成建築藝術展館與歐陸風情合

圍鋼結構、藝術磚廊展覽休閒區、噴泉娛樂遊藝區、金太陽精品購物區為一體的藝術

氛圍濃鬱的休閒廣場。 

【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是東北的商業一條街，中央大街始建於 1898 年，初稱"中國大

街"。1925 年被改稱為"中央大街"，沿襲至今。全街建有歐式及仿歐式建築 71 棟，並

彙集了文藝復興、巴羅克、折衷主義及現代多種風格保護建築 13 棟。 

【史達林公園】位於松花江南岸，是哈爾濱濱江公園的代表，園內植花草，花木扶疏，

並有各類藝術雕塑點綴其中。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料理 ¥50       晚餐：東方餃子 ¥50          

 
住宿: 夜宿火車                                                             

 

第 3天  漠河  北極村 (含電瓶車)   漠河     1.5hrs +1.5hrs 5+2hr                 

【北極村】是中國最北端的臨江小鎮。大興安嶺山脈北麓的七星山腳下，與俄羅斯阿

莫爾州的伊格娜恩依諾村隔江相望。（原名漠河村）在 1860年（清鹹豐十年）開始有

人居住。1997年開闢為”北極村旅遊風景區”，成為最北的旅遊景區。夏季，綠草叢

中奇花異葩，爭妍鬥豔，金色的野生罌粟花，粉色的野玫瑰，火紅的百合，白色的珍

珠梅等，流香溢彩。深秋，霜染群山，樹葉五彩繽紛，一片殷紅，一片淡黃，一片翠

綠，座座大山像天公用彩筆繪畫一般，號稱”五花山”。夏至前後，24小時幾乎都是

白晝，午夜向北眺望，天空泛白，像傍晚，又像黎明。如果您幸運的話，可以看到氣

勢恢弘，絢麗多彩的北極光。黑龍江裡盛產哲羅、細鱗、重唇、鰉魚等珍貴冷水魚。

江魚其味之鮮，無與倫比。 

【中國最北之家】黑龍江邊，漠河縣北極村最北部，是居住在中國緯度最北的中國第 

一戶人家，其居住房屋為”木刻楞”式的小木屋，面南背北。屋前有菜園，院大門朝 

天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 抵達地點 抵達 

第 1天 MF 880 桃  園 11:25 福  州 13:10 

第 1天 MF 8055 福  州 17:15 哈爾濱 23:20 

第 13天 MF 8001 北  京 06:45 福  州 09:30 

第 13天 MF 861 福  州 18:20 高  雄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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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居住房屋三間，其中一間為廚房，住房西側為倉房，主要存放雜物。 

【最北郵局】中國最北的郵局位於黑龍江省漠河縣，在中國最北的村落北極村之內。

這裡本是漠河鄉的郵政支局，較為閉塞，交通落後。隨著北極村的旅遊開發，來自世

界各地的遊客絡繹不絕來到北極村。 

【神州北極碑】神州北極石位於北極村北部，黑龍江南岸，此石為漠河縣政府於 1994

年 6月 2 0日所立。來北極遊覽觀光的客人，均會在此石前攝影留念，以證北極之約。 

【觀音山】漠河觀音山風景區，位於加格達奇漠河公路 547 公里處，是漠河觀光遊覽

的勝地。這裡山勢舒緩，山形俊秀。 

   
 

 早餐 : 飯店內用           午餐:當地佳餚 ¥50        晚餐：中式料理 ¥50        
 

 住宿 : 會議中心酒店     大陸品牌 (准 5星)                                
 

第 4天  漠河  滿歸(沿途欣賞大興安嶺自然風光)  根河  130+210KM  3+4.5hr      

【滿歸鎮】屬寒溫帶原始林區，春夏秋氣候濕潤涼爽，空氣清新，特別適宜於旅遊休

閒渡假避暑，被譽為「中國第二北極村」，「不夜城」，位於大興安嶺腹地北部牙林

線終點，終年積雪的根河市最高峰 1524米的奧寇裡堆山的北坡，平均海拔高出漠河鎮

500多米，與漠河鎮經度相差 12度，緯度差 1度 24分。 

【大興安嶺】大興安嶺是中國東北部的著名山脈，也是中國最重要的林業基地之一 

。它北大興安嶺森林風光起黑龍江畔，南至西林木河上游谷地，是中國面積最大的林 

區，木材貯量佔中國的一半。北部漫山遍野都是密密層層、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鐵鍋燉魚 ¥60                                       
 

住宿: 藍莓小鎮酒店 或 會議中心酒店     大陸品牌 (准 5星)                        
 

第 5天  根河  額爾古納額 (含電瓶車)  满洲里        130+264KM+2.5+3.5 hr    

【敖魯古雅民族鄉】鄂溫克獵民的祖先居住在外貝加爾湖和貝加爾湖沿岸地區，敖魯

古雅部落位於根河市西郊的林中，是根河、潮查河、西烏齊亞河的交匯處，敖魯古雅

為鄂溫克語意為“楊樹林茂盛的地方”敖魯古雅鄂溫克族是中國最後一個狩獵民族是

中國唯一飼養馴鹿的少數民族。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習俗在這

裏進行了充分的展示。 

【白樺林帶】傳說成吉思汗的千軍萬馬途經此地時，認為這是吉祥的化身，並在這裡

駐足休憩，安營紮寨；而來這裡採伐的俄國人在讚歎她美麗的同時亦放下屠刀，於是， 



11 

 

 

 

 

 

 

 

 

 

 

 

 

 

 

一首優美動人的俄羅斯歌曲《白樺林》應運而生並傳唱多年。 

【額爾古納溼地保護區 ( 原名根河溼地 ) 】據說是中國最美的河谷濕地，清澈的根

河靜靜流淌，曲水環抱草甸，岸邊矮樹灌木叢生，綠意盎然，濕地上花草搖曳；這是

一個遠在天邊、融入自然的淨土，是一個曾經轟轟烈烈、而後歸於寂靜的聖地。 

【漫步邊境-額爾古娜河】黑龍江的正源，史稱"望建河"，是通古斯語（鄂溫克語）

honkirnaur 的音譯，意思為鄂溫克江。在《舊唐書》中稱之為望建河，在《蒙古秘史》

中稱之為額爾古涅河，自清代開始稱之為額爾古納河。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呼倫

貝爾地區，為中俄界河。上游是發源於大興安嶺西側吉勒老奇山西坡的海拉爾河，同

蒙古國境內流來的鄂嫩河在根河口彙聚(一說在黑龍江省漠河縣以西的內蒙古自治區

額爾古納右旗的恩和哈達附近與流經俄羅斯境內的石勒喀河(一般稱為黑龍江北源)匯

合)，向下稱為黑龍江。額爾古納河本為蒙古帝國時期中國的內陸河，西元 16世紀末，

俄羅斯南侵，康熙皇帝為了同衛拉特的噶爾丹爭奪蒙古地區的控制權，匆匆忙忙於 1689

年同俄羅斯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割地求和，將額爾古納河以西劃歸俄羅斯，成

為中國與俄羅斯的界河。額爾古納河全長 970公里，以海拉爾河為上源，全長 1666公

里。另說 1,620 公里，其中海拉爾河 622 公里。主要支流有克魯倫河。總流域面積 15

萬平方公里。 額爾古納河右岸為山嶺森林，又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故鄉。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東北鍋包肉 ¥50         晚餐：魚宴 ¥60                                        
 

 住  宿: 會議中心酒店     大陸品牌 (准 5星)                                                        
 

第 6 天  满洲里 阿爾山                                       480km  6.5hr           
 

【滿洲裡】為倫貝爾大草原的一部分，因為有一個四季噴湧不止的泉眼，被當地蒙古

牧民稱之為「霍勒金布拉格」，意為「旺盛的泉水」。滿洲裡市位於內蒙古呼倫貝爾 

大草原的腹地，東依興安嶺，南瀕呼倫湖，西鄰蒙古國，北接俄羅斯，是一座獨領中 

俄蒙三國風情、中西文化交融的口岸城市，素有「東亞之窗」的美譽。滿洲裡市的旅 

https://baike.so.com/doc/839458-887844.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7985-1563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7985-1563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2778599-29327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23545-58361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7571973-78460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839458-88784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122585-4321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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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資源得天獨厚，魅力無窮，被譽為「北疆明珠」。這個不大的城市就是為夜色而建

而燦爛的。華燈 初上的夜晚，喧鬧了一天的小城開始了夜間的繁華。霓虹燈下、人行

道旁隨處可見匆匆趕路的身影；酒店商場、公園廣場到處都是休閒消遣的人群。色彩

繽紛的燈飾把這做小城裝扮得妖嬈多姿。 

【套娃廣場】俄羅斯套娃廣場，三國風情－滿洲裡套娃廣場是滿洲裡標誌性旅遊景區，

廣場集中體現了滿洲裡中、俄、蒙三國交界地域特色和三國風情交融的特點。套娃廣

場獲得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世界最大套娃和最大規模異型建築基尼斯紀錄」。 

【呼倫貝爾大草原】呼倫湖，當地牧人稱它為紮來諾爾，位於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西

部，是內蒙古第一大湖，與貝爾湖為姊妹湖。從滿洲裡乘車南行，車過陳巴爾虎旗旗

府巴彥庫仁鎮 10公里，一個湖泊便闖進了你的眼簾，這就是呼倫湖。呼倫湖也是中國

北方地區重要的鳥類棲息地和東部內陸鳥類遷徙的重要通道，這裡有天鵝、海鷗、鶴、

鴨、鷺等二百多種珍稀鳥類；每年「五一」前後，是很多野生鳥類過境停留的時間，

此時泛舟湖上，靜觀鳥飛魚躍，不失為一件愜意十足的事情。每次出去旅行，總是人

山人海，想躲個清靜卻找不到地方，不過，幸好呼倫湖的面積很大，相對來說人員還

是很稀疏的。沿著湖邊行走，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鋪下墊子或躺在草地上，感受著

風和水的聲音吧。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當地特色餐 ¥50         晚餐:當地特色餐 ¥50         
 

住  宿: 阿爾山成悅大酒店     大陸品牌 (准４星)                              
 
第 7天  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         90km  1.5hr                                  

【哈拉哈河】中國同蒙古國的界河被當地人稱為“愛國”、“母親河”河水波光粼粼，

河岸植物繁茂，如同畫卷。阿爾山杜鵑湖：湖邊杜鵑花燦然怒放花樹相間，紅綠分明 

湖面浮萍田田,迎風搖曳，清香撲面，似江南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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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峰】位於阿爾山市正北方約 25公里，當地又稱紅石砬子 。山體由花崗正長岩

或紅色砂岩組成，總體呈紅褐色，故 

名紅石砂子。因長期地殼抬升，經強烈的河流切割侵蝕和寒凍風化作用，形成峰嶺嵯

峨、險穀縱橫的地貌景觀，十幾座陡峭的山峰參差錯落，造型各異，巍峨壯觀。玫瑰

峰名字的由來，能從歷史的殘片中發現蛛絲馬跡，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是從大興安嶺起

飛的英雄，而成吉思汗漠北鐵騎的搖籃就是處於大興安嶺森林向草原過渡的阿爾山地

區哈拉哈河上游一帶，玫瑰峰下一條軍事通道就是成吉思汗闕奕壇之戰的戰場。 

【三潭峽】三潭峽位於阿爾山林業局天池林場境內，由映松潭，映壁潭，龍鳳潭三個

深潭組成。峽穀長約 2公里，由河流切割而成。湍急的哈拉哈河從河谷穿過，珠飛玉

濺，火山熔岩佈滿河床，水深處波平如鏡，難見其底，水淺處人可踏石涉水而過。峽

谷南壁陡峭。險峻，北壁由巨大火山岩堆積而成古人詠贊三潭峽：神奇靈秀三潭峽，

清泉汨汨繞山崖噴珠濺玉何處去，魂系遙遙東海家。分臥牛潭、虎石潭、悅心潭潭水

透明，清澈見底，如仙境之感。 

【阿爾山火車站】阿爾山站建於 1937年年，是一幢東洋風格的低簷尖頂二層日式建築，

一層外壁周圍是用花崗岩堆砌的亂插石牆，樓頂用赭色水泥塗蓋。這可能是中國小火

車站中最漂亮的一個了，讓你有種置身於瑞士的錯覺。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 50      晚餐: 中式合菜¥50              

 
 

 住宿: 阿爾山成悅大酒店     大陸品牌 (准４星)                            

第 8 天  阿爾山  奧倫布坎  烏蘭浩特  40KM+6.5hr                        

【奧倫布坎風景區】是目前中國未受人類侵擾的森林，僅占中國森林總面積的 250平

方公里，它們僅存於四川西部的山地、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緬邊境地帶、西藏雅

魯藏布江大拐彎處、內蒙古最北端的阿爾山大興安嶺以及新疆的阿爾泰山。而阿爾山 

 

 

 

 

 

 

 

 

 

 

 

https://baike.so.com/doc/5779390-599217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79390-5992172.html
https://baike.so.com/doc/981776-1037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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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倫布坎旅遊景區恰好處於阿爾山大興安嶺的腹地，除了大興安嶺的壯美景色和世界 

上現存不多的大面積、千年無人進入的原始森林，更有世代生活在密林當中的神秘原

始部落和他們漸漸失落的遙遠文明。 

【烏蘭浩特】在蒙古語中的意思是“紅色的城市”，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發展前景很

廣闊，無論是土地資源、水資源、農畜產品資源還是礦產資源，在北方的各個城市中，

烏蘭浩特都有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這裡的自然風光有著濃濃的蒙古風格，城市也在

細節上彰顯著它的與眾不同……不管怎樣，這是一座一旦了解她就會愛上她的城市。

位於大興安嶺南麓，內蒙古自治區東部，是興安盟的行政中心，內蒙古自治區最早的

首府。科爾沁草原腹地。總面積 865.15平方公里，建成區面積 23平方公里。總人口

32.71萬人。康熙三十年，札薩克圖旗第三代郡王鄂齊爾在今市區內修建家廟，當地群

眾稱"王爺廟"，並把該廟所在地亦稱為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區）。 

【赤峰】赤峰境內被國家考古界命名的原始人類文化類型新石器早期的興隆窪文化；

趙寶溝文化；新石器中晚期的紅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北方青銅器早期的

夏家店下層文化。從考古發掘出來的石器、骨器、陶器、青銅器等生產生活器物證明，

早在 8千餘年前境內的原始先民已經過著原始農耕、漁獵和畜牧的定居生活。20世紀

70年代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距今 5000餘年前的大型玉龍，更在全國引起轟動，

被譽為"華夏第一龍"。證明赤峰地區的古文化和中原地區一樣，是遠古中華文明的重

要源流之一。 

 早餐 : 飯店內用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當地特色餐 ¥60                                      
 

 住宿: 百悅國際大酒店     大陸品牌 (准４星)                               
 

第 9 天  烏蘭浩特  黄崗梁  熱水                           454 km  7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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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崗梁國家森林公園】。黃崗梁是大興安嶺的餘脈，由 27座山峰組成，其中的黃崗

峰是大興安嶺最高峰，海拔 2029米。黃崗峰兩側有第四紀冰川作用形成的冰斗、冰川、

U形谷、冰磧角峰、漂礫、條痕石、中積體等。黃崗梁林區是西遼河支流木石匣子河和 

錫林河的發源地，處在蒙古植物、華北植物以及東北植物區系的交匯地段，生物呈多

樣分佈，有重要的保護價值。崇山峻嶺中以天然林分佈為主，森林和草甸景觀優美。

這里山高林密，獐、狍、豹、狐狸、野豬等野獸 30餘種，鬥雞、山雞等山禽十幾種， 

是理想的休閒狩獵之所。這裡有大片落葉鬆或雲杉林，樹木生長旺盛，森林氣氛濃郁，

是塞北地區罕見的天然森林群落。 7 月開遍，深秋層林盡染，可以說是去阿斯哈圖石

林路上最美的風景。主要景區有大鵝頭、圓圓蛋子山、十三道灣、七星湖、西吉台森

林草原等。後前往熱水鎮入住酒店，洗去一天的疲勞 

 早餐 : 飯店內用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當地特色餐 ¥50                                     
 

 住宿: 龍沐灣酒店       大陸品牌 (准４星)                                  
 

第 10天  热水  阿斯哈圖石陣 热水          180+180km   2.5+2.5hr                 

前往擁有世界上獨有的奇特地貌景觀，具有“中國北石林”之稱的世界地質公園: 

【阿斯哈圖石陣】。抵達後參觀電影《無極》拍攝現場、賞幽靜美麗的白樺林。阿斯

哈圖是蒙語，漢譯為“險峻的岩石”，石陣以石多而聞名，景區範圍廣袤，形態萬千，

如飛禽走獸，像人間萬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其中代表性的石景有：月亮城堡、

七仙女、拴馬樁、鯤鵬落草原 “鯤鵬展翅九萬里，棲居草原不思歸，”翹首而臥的鯤

鵬與藍天、草原相諧成趣，構成一幅優美的花卷。站在石陣之巔，使您不禁感嘆到大

自然造物的神奇，在這裡可以使您忘卻城市的喧囂，投入自然的懷抱。它處於大興安

嶺餘脈向西部草原過渡的地帶。草原上群山呈現出典型的丘陵地形地貌特徵，四周險

峻，而山頂平緩起伏，冰石林在這平坦的丘陵地帶顯得格外突出。據專家分析，阿斯

哈圖石林主要是由冰蓋冰川的創蝕、掘蝕和冰川 融化時形成的大量冰川融水的沖蝕作

用下形成的，所以叫又稱“冰川石林”。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當地特色餐 ¥50          
 

 住宿: 龍沐灣酒店      大陸品牌 (准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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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天  热水   玉龍沙湖   赤峰             180+120 km   2 hr  + 1.5hr          

早餐後乘車赴“中華第一龍的故鄉”【紅山玉龍沙湖國際生態文化旅遊區】。抵達後

徒步沙漠，讓您感受茫茫大漠、沙丘滾滾，連綿起伏的雄渾與壯美，金黃色的沙坡掩

映在藍天白雲下，有一種茫茫沙海入雲天的壯麗景象。景區內您可根據自己的喜好，

可參與沙漠越野車、沙漠駱駝騎行等娛樂活動。 

【玉龍沙湖】水面之大堪稱翁牛特第一湖。玉龍沙湖名字的由來源於當地一個美麗的

民間傳說。相傳四、五千年以前布日敦嘎查這一帶並沒有湖，風沙肆虐，旱魔猖獗，

河流乾涸，大地龜裂，寸草不生。一天玉皇大帝的兩個女兒路過這裡，她們為生靈塗

炭而憂心如焚，動了惻隱之心，變成兩個美麗的姑娘下凡，帶領人們鬥旱魔，戰風沙，

使這裡的山變青了，水變綠了，昔日荒無人煙的地方變成了魚米之鄉。據當地老人們

說，其甘湖和布日敦玉龍湖就是她們姐妹倆點化而成。人們稱之為“龍女湖”。每當

八月中秋月圓之時，有人在湖邊見到她們婀娜多姿的身影，聽見她們甜美圓潤的歌聲。 

【中華第一龍】1971年在朝格溫都蘇木三星塔拉出土紅山文化的玉龍，通體為墨綠色，

長 26 釐米，體捲曲，呈“C”字型。對於研究龍的起源和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具有重

要價值，被譽為“中華第一龍”。翁牛特旗也因此被人們譽為“玉龍之鄉”，成為中

國古代北方文明發源地之一。為了弘揚玉龍文化，1999 年朝格溫都蘇木政府建築“中

華第一龍”雕塑，通高 12米，其中玉龍雕塑 2米，龍頭高揚，淩空欲飛，成為度假區

第一道文化景觀。 
 

 

 

 

 

 早餐 : 飯店內用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當地特色餐 ¥50      
 

 住宿: 天王國際酒店     大陸品牌 (准４星)                                
 

第 12天   赤峰  赤峰博物馆  北京                 480km   6hr              

早餐後參觀【赤峰博物館】（每週一閉館），博物館將赤峰地區新石器時代、北方青

銅文化、遼金時期及蒙元時期的幾次文化高峰，用專題展的形式進行陳列展示，突出

了赤峰地區考古學文化、歷史文化特色，全面反映了每一時段的文化特點。赤峰市博

物館設有四個基本陳列：日出紅山、古韻青銅、契丹王朝、黃金長河。日出紅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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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境內新石器時代各文化類型，以紅山文化為主；古韻青銅展示青銅時代赤峰市

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契丹王朝展廳展示了契丹民族和遼代文物；黃

金長河展廳介紹了金代至清代間蒙古族和其它北方民族的文化。接著搭車前往北京。 

 

 

 

 

 

 

 

 早餐 : 飯店內用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當地特色餐 ¥50                                      
 

 住  宿: 福朋御龍酒店     大陸品牌 (准４星)                                  

第 13 天   北京  福州  高雄  101kmx2  1.5hrx2                           

一早搭機飛往福州，接著前往名列最具魅力 127中國古鎮中的嵩口古鎮是中國歷史文

化名鎮位處閩清、尤溪、德化三縣交通要衝，昔日是閩中重要的內陸商埠。大樟溪貫

穿古鎮，南北貨物墟市匯集，水路碼頭前的天后宮與德星樓，見證過去一頁繁華，而

且古鎮中還保留著相對完整的明清建築群，僅在嵩口鎮區，就有 60多座明清時期古民

居，而在嵩口各村，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達百座以上。從宋代到清朝共出四十一位

進士，也是宋代著名詞人張元幹、閭山派道教宗師張聖君的故里，在這千年深厚的歷

史人文底蘊下，還處處發現古蹟、碑記、寺廟、街區、宗祠、寨堡、雕飾…等，以及

一百六十多座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建築，尤其是鶴形路儼然成為地標，不管是數量上還

是保存程度上都算是奇蹟。古鎮歷史上曾出過一位狀元、兩位尚書、四十八位進士，

演繹了「父子六人六進士、六子同朝、子孫三代十八條官帶」的傳奇。誕生了南宋著

名愛國詞人張元幹、閩台最大農業神張聖君、《說岳全傳》修訂者金豐、「中國杉木

之王」俞新妥等。民國初年，嵩口進入鼎盛時期，形成關帝廟街、米粉街、橫街、直

街等街市，長約千米，大小商鋪 120餘家。再返回福州機場搭機飛返國門。 

 

 

 

 

 

 

※ 09/15~27       全程無購物、 無自費  

刷卡價:  NT$63,000元整  付現金退 1500 (不含證照費用)   

內含:1. 高雄/桃園 高鐵票  返回 NT$1500 

        2. 司機導遊 領隊行李等小費………..NT$3000  

        3. 港通卡(已翻牆 LINE ; 暢言無阻)..NT$5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5%B1%B1%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E%B6%E5%BA%97%E4%B8%8B%E5%B1%A4%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E%B6%E5%BA%97%E4%B8%8A%E5%B1%A4%E6%96%87%E5%8C%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