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安旅行社有限公司 行程單
南寧.德天瀑布.通靈峽谷.桂林陽朔.龍脊梯田8日
 旅遊天數：

8天7夜

 行程說明

升等國際５★酒店‧賞雙秀
★輕鬆出遊趣－市場獨家．南方航空雙點直飛航班《 桂林Ｘ南寧 》，行程不走回頭路，車程減至最短！
★遊醉心之選－《陽朔．船遊灕江》＆《德天瀑布竹筏》＆《明仕田園竹筏》＆《南寧．南湖遊船》
★訪經典之最－走訪廣西最具代表景點－《龍勝．龍脊梯田》＆《中越跨國．德天瀑布》
★賞精采之作－張藝謀執導之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 玄幻歌舞秀《山水間》
★暖心特企劃－全程晚餐安排包廂用餐．精選各地佳餚【人民幣８０-１００/人】
★溫馨特安排．桂林２晚保證入住國際５星酒店品牌－【喜來登大酒店．Sheraton HOTELS & RESORTS 或 香格里拉酒
店】
【住宿安排】
桂 林－ ★★★★★ 喜來登酒店．Sheraton HOTELS & RESORTS 或 香格里拉酒店 或 同級。
陽 朔－ ★★★★★ 碧蓮江景大酒店 或 新西街國際酒店 或 同級。
南

寧─準★★★★★ 永恆朗悅酒店 或 利泰國際酒店 或 同級。

德 天－準★★★★★ 廣西德天漫心度假酒店 或 同級。
明 仕－準★★★★ 明仕山莊 或 同級。
※大陸地區酒店安排房型為2人1室標準間（二張單人床），部分酒店大床房型需加價，如有需求大床房型，請於付訂時
告知您的業務是否加價需求大床房型，如不接受加價，將以「不加價大床房」向酒店需求，房況依團體入住當日為準，
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此團型『碧蓮江景大酒店』大床房型均需加價，恕無法提供「不加價大床房」，如貴賓需求大床房型，請向業務詢問
加價金額，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景點安排】

桂 林－堯山【纜車上下】、靖江王府+獨秀峰、日月雙塔公園(不上塔)、玄幻歌舞秀《山水間》。
龍 勝─龍脊梯田【古壯寨】。
陽 朔－興坪船游灕江＋興坪古鎮、銀子岩、陽朔西街、《印象．劉三姐》。
南 寧－名樹博覽園＋船遊南湖、東盟會址中心、廣西民族博物館、青秀山、文物苑。
德 天－德天瀑布【含單程電瓶車+竹筏】、中越53號界碑、船遊明仕田園【含竹筏】、明仕山莊下午茶。
靖 西─通靈大峽谷、鵝泉、舊州繡球街。

【德天瀑布介紹】

德天瀑布位於廣西南寧地區邊陲大新縣，在中越邊境交界處的歸春河上游，瀑布氣勢磅礡、蔚為壯觀，與緊鄰的越南板
約瀑布相連，是世界第二大跨國瀑布。瀑布迂回曲折，參天古木間花草掩映，站在瀑布之下，水氣蒸騰，上接雲漢，其
滾滾洪流，折而複聚，飛瀉而下，連衝三關。濤聲回蕩于山間，聲若巨雷。除了瀑布以外，德天景區一帶還有明仕田園
風光、沙屯的多級疊瀑、奇峰夾峙的黑水河，綺麗多姿的那岸奇景，雷平石林、恩城山水、中越邊境53號界碑等景點，
更有那雲霧飄渺的群英會德天五百里畫廊，遍布紅棉翠竹和民居水車的田園美景。瀑布水量依季節、降雨量而有豐水
期、枯水期之分，此為不可控之自然因素，敬請見諒。

【明仕田園傳說】

風景區在大新縣堪圩鄉明仕村。傳說，很久很久以前，南海有一條妖龍，因羡慕桂林山水之美景，便變作人形，到桂林
遊覽，返回時，它施了妖法，將桂林的一段迷人山水縮小，藏入袋中，然後乘雲南歸，欲帶回南海。誰知它的這一舉
動，被玉皇大帝知道了，玉皇大帝便派出雷公，用大斧將妖龍劈死妖龍死後，它口袋裏的那段山水便掉下來，剛好落到
明仕的地面上，所以，明仕的山水景色和桂林的一樣美。

【龍勝．龍脊梯田】

龍脊梯田始建於元朝，完工於清初，距今已有650 多年歷史，人們建設家園的智慧和力量，在這裡被充分地體現出來；
龍勝縣龍勝梯田群規模宏大，全部的梯田分佈在海拔300 －1100公尺之間，最大坡度達50度，一層層從山腳盤繞到山
頂，層層疊疊，高低錯落。其線條行雲流水，其規模磅因礡壯觀，是桂林旅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遇龍河漂流+魚鷹捕魚秀】

陽朔遇龍河是一卷畫軸，兩岸山巒百態千姿，河畔翠竹疊嶂，蕉臨四季常青，沿岸地稻田一年四季顏色不斷變化，田野
裏一片生機勃勃地綠，詩情畫意盡顯其中。而由於現在灕江魚比原來少了很多，所以『魚鷹捕魚』也開始走上了旅遊
線。遊人坐船近距離觀賞魚鷹捕魚。
【荔浦．銀子岩】

【南寧．青秀山】

【靖西通靈峽谷介紹】
通靈大峽谷位于靖西縣湖潤鎮新靈村，距縣城及德天跨國瀑布均為30餘公里。古龍山水源林自然保護區的南端。峽谷兩
邊奇形怪狀的拱形石崖上，凌空懸挂著千姿百態的巨大鐘乳石，峽谷內薈萃了奇特的地形地貌，有神秘的洞中瀑布、洞
穴奇觀、幽幽地下暗河、潺潺溪流，峻峭的絕壁上有古老的壯族崖葬遺址，通靈大峽谷最奇特的還是單級落差達160多公
尺，寬30 多公尺米的特高瀑布。豐水時節，凌空高懸的瀑布宛如千匹巨大的白簾從懸崖跌落深潭後不見蹤影，發出雷鳴
般的響聲，漫天白霧，飄向百米之外。
張藝謀執導《印象．劉三姐》【塑料椅背VIP座】

由國際知名導演張藝謀斥資約30億台幣，在陽朔創造一個由自然山水所構成的實境舞台，搭配炫麗的燈光、音響，舞者
以曼妙的舞姿駕著竹筏在水面上舞動。第一幕出場的演出人數高達600 多人，演出空間包括了超過兩公里灕江水域，場
面浩大，以廣西壯族傳說歌仙「劉三姐」為劇中故事主軸，並以灕江奇幻的山水實景營造出一種「霧、雨、雲」融合的
神奇魅力，前所未有的精采演出，被譽為專程坐飛機去看都值得。
※【印象劉三姐為室外演出，如遇氣候不佳，或其他因素停演，將以「夜間船遊四湖」替代，造成不便，懇請見諒。印
象劉三姐固定在每年農曆過年前一個月停演，並於農曆大年初三開演，停演期間劇場將進行設備保養，2018年預計於1月
18日~2月17日停演（實際停演區間將以官方公告為準）】
特別安排觀賞－玄幻歌舞秀《山水間》

《山水間》是應用國際一流舞臺技術、以歌舞雜技等表演藝術形式，為觀眾講述桂林山水故事的旅遊舞臺秀；演出從

『我想去桂林』的歌聲中開始，瞬間岩漿般的火光噴湧而出，全體觀眾仿若置身一個充滿神奇的洞穴中，隨劇情一起穿
越、進入一個魔幻奇妙的異度空間；全劇按「山之青、水之秀、洞之奇、石之美」四個篇章依次呈現，七星仙子翩然起
舞，長髮瑤女子嫵媚婀娜、顧盼生姿，高空翻轉、車疊羅漢、球形飛車等高難度特技隨聲光電的變幻輪番登場，令人目
不暇接，演員與觀眾頻頻互動，帶領觀眾共同經歷了一場為時70分鐘的玄幻神奇、驚豔刺激的山水穿越之旅。
精選風味餐 : 全程晚餐安排包廂‧餐標人民幣５０-８０

(1) 七星漁村‧海鮮宴 (人民幣 80)
(2) 味道製造 (人民幣 80)
(3) 野蕈火鍋 (人民幣 80)
(4) 椿記燒鵝 (人民幣 60)
(5) 龍脊風味 (人民幣 50)
(6) 荔浦芋頭宴 (人民幣 50)
特別贈送：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桂林風景明信片每人乙套
全身按摩60分鐘乙次(不含小費，建議人民幣20/人)
購物安排： 全程無購物、不上攝影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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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應國際油價波動，航空公司隨機票所增收燃油附加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中國南方航空

CZ3046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7:50

南寧機場

20:55

8

中國南方航空

CZ3019

桂林機場

15:30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7:30

 每日行程

第1天

臺北 ✈ 南寧

【南寧】南寧古屬百越之地，位於中國的南部，坐落在四面環山的小盆地中，盆地海拔在70~100公
尺之間，丘陵海拔多在200~500公尺之間，邕江貫穿市區，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首府、西部出海通
道的樞紐城市，也是廣西省的省會，有「花園城市」、「中國綠都」的美稱。因其地屬亞熱帶季風

區，陽光充足，雨量充沛，氣候溫和，年均氣溫21.7℃左右，所謂「草經冬而不枯，花非春而常
開」，優越的氣候條件使得這裏終年常綠，四季花開，一年四季皆宜旅遊。



第2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機上餐食



5★萬達嘉華度假酒店或同級

南寧 ( ܦ4H)靖西(通靈大峽谷、鵝泉、舊州繡球街) ( ܦ1.5H)德天

【通靈大峽谷】位於靖西縣湖潤鎮新靈村，古龍山水源林自然保護區的南端，距縣城及德天跨國瀑
布均爲30餘公里。整個景區由念八峽、銅靈霞、古勞峽、新靈峽、新橋峽組成，總長10多公里，各
峽谷間有巨大的地下暗河相通，念八澗依次穿越，峽谷兩邊奇形怪狀的拱形石崖上，淩空懸挂著千
姿百態的巨大鐘乳石，薈萃成了奇特的地形地貌，其中最奇特的還是單級落差達160公尺，寬30多
公尺的特高瀑布，在豐水時節，淩空高懸的瀑布宛如千匹巨大的白簾從懸崖跌落深潭後不見蹤影。
【靖西鵝泉】鵝泉又名靈泉，是靖西著名的八景之一，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是中國西南部的三大
名泉之一（包括大理的蝴蝶泉、桂平西山的乳泉），也是亞洲第一大跨國瀑布─德天瀑布的源頭，更
是中南地區母親河－珠江的源頭之一；鵝泉水四季不涸，水質清澈如鏡，周圍山峰如屏，景色優
美，花草樹木繁茂，各種植被豐富，主要以原生的石山灌木為主，人工種植則有馬尾體松、竹子
等。



第3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早餐
中式合菜50RMB
中式合菜80RMB(包廂)



準5★德天老木棉酒店或同級

德天(德天大瀑布【含單程電瓶車+竹筏】、中越53號界碑) ( ܦ1H)明仕(船遊明仕田園【含竹筏】、
明仕山莊下午茶【茶或咖啡+蛋糕一份】)

【德天大瀑布】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二跨國瀑布，寬100多公尺米，高80多多尺，三級跌落，數
十股瀑布，顯得氣勢磅礡，十分壯觀；瀑布上游，河水時急時緩，時合時分，迂回曲折，於參天古
木間，花草掩映，百鳥低徊；瀑布雄奇瑰麗，變幻多姿，碧水長流，永不孤竭。
【中越53號界碑】位於瀑布上方，於西元1896年滿清政府根據《中法天津條約》在此處立下中法廣
西安南所立的，將德天瀑布分為中越兩段；界碑歷經百年滄桑，見證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
【明仕田園-含竹筏】國家一級旅遊景點，百里山水畫廊，搭乘★竹筏漂流明仕河曲折盤旋，河之兩
岸層巒陳列、或群峰競秀、或峰林疏落、或平坦寬闊、山清水秀，素有「小桂林」之雅號。尤以明
仕橋一帶，翠竹繞岸、農舍點綴、獨木橋橫、稻穗搖拽、農夫荷鋤、牧童戲水、風光俊朗清逸、極
富南國田園氣息的美景風光。



第4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早餐
中式合菜50RMB
中式合菜80RMB(包廂)



明仕 (ܦ3H)南寧(青秀山、文物苑、東盟會址中心)

準4★明仕山莊或同級

【青秀山】被譽為「南寧市的巨肺」，位於南寧市區往東南約5公里處的邕江江畔， 又名「青山」，
「泰青嶺」，因林木青翠，山勢秀拔而得名，它海拔207公尺，佔地近800公頃，山上林 木茂盛，遮
天蔽日，清風吹過時，會發出海濤般的聲浪，因而成為青山著名的一景—「青山松濤」，青 山頂上
還有一座高高的寶塔。
【文物苑】主要陳列有壯、瑤、苖、侗等少數民族的民居建築，園內林林蒼翠，曼藤 縱橫，假山棚
架點綴其中，其小橋流水更添無限情趣....是您旅遊休閒的理想選擇。
【東盟會址中心】南寧國際會展中心占地面積600畝，是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會址，由德國GMP設計
公司和廣西建築綜合設計研究院合作設計，主建築設計獨具匠心，構思巧妙，依山而建，氣勢恢
弘。



第5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早餐
中式合菜50RMB
中式合菜(包廂)(80RMB)



準5★永恆朗悅酒店或同級

南寧 ( ܦ4H)荔浦(銀子岩) ( ܦ1H)陽朔(陽朔西街、晚上欣賞《印象．劉三姐》【塑料椅背VIP
座】》)

【銀子岩】銀子岩旅遊渡假風景區集自然、人文景觀於一體，千畝桃林錯落其間，呈現一派迷人的
田園風光。銀子岩屬層樓式岩洞、包含了下洞、大廳、上洞三部分，匯集了不同年代發育生長的各
種類型鐘乳石洞、特色景點數十個，以音樂石屏、廣寒深宮、雪山飛瀑、三絕、佛祖論經、獨柱擎
天、混元珍珠傘……等命名，皆栩栩如生、形象逼真。
【陽朔西街】晚上您可自行前往陽朔西街逛逛，街上有很多的PUB及精緻的手工藝品，您可在此充
分享受殺價之樂趣，或選個中意的PUB小酌一番，度過一個不一樣的夜晚！陽朔西街：雖然只是200
米的石板步行街，卻有1,400多年的歷史，現在這裡最多的有3種東西—老外、西式酒吧和手工藝品
小攤。西街上的小舖，可找到各式各樣的古物，還有各式美食餐廳，街上交雜著各國語言，西街揉
合了中西交融的風情，讓人玩味！
【印象劉三姐秀】斥資約30億台幣，由國際知名導演張藝謀在陽朔創造一個由自然山水所構成的實
景舞台，搭配炫麗的燈光、音響，舞者以曼妙的舞姿駕著竹筏在水面上舞動。第一幕出場的演出人
數高達600多人，演出空間包括了超過2公里灕江水域，場面浩大，以廣西壯族傳說歌仙「劉三姐」
為劇中故事主軸，並以灕江奇幻的山水實景營造出一種「霧、雨、雲」融合的神奇魅力，觀賞場地
可容納將近5,000多席次。



第6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早餐
芋頭宴50RMB
野蕈火鍋80RMB(包廂)



5★碧蓮江景酒店或同級

陽朔(興坪碼頭-船游灕江＋興坪古鎮、遇龍河漂流+魚鷹抓魚秀) (ܦ1.5H)桂林(全身按摩一小時)

【興坪碼頭．船遊灕江＋興坪古鎮】興坪古鎮，至今已有1730多年的歷史，位於陽朔縣城東北部，
是一條長約1公里的石板街。世界著名的灕江，如玉帶蜿蜒於興坪鎮的南部。鑲嵌於灕江畔的興坪古
鎮依山傍水，風景薈萃，歷史悠久，以山水秀麗及古色古香的小鎮建築特色而著稱，亦是中國旅遊
名縣－陽朔縣的旅遊重鎮。 灕江岸群峰壁立，峭拔神奇，河流依山而轉，秀麗山水相輝映，彷彿青
綢綠帶，盤繞在萬點峰巒之間，奇峰峽岸，碧水縈回，削壁垂河，青山浮水，風光旖旎，猶如一幅

綢綠帶，盤繞在萬點峰巒之間，奇峰峽岸，碧水縈回，削壁垂河，青山浮水，風光旖旎，猶如一幅
百里畫卷。乘船遊歷於奇山秀水之間，漫步在興坪古鎮的街頭，融合自然、古典與古樸，體驗另一
番人生境界。更能深切體驗 陽朔興坪旅遊景點，感受桂林山水之精華所在。
【遇龍河漂流+魚鷹抓魚秀】遇龍河是陽朔僅次於灕江的第二大河流，發源於臨桂縣古裏河，至穿岩
古榕景區青厄渡口處與金寶河匯合後流入灕江，流經陽朔三鄉鎮三十多個村莊，長年河水清澈，水
流緩慢，河中築有多處堤壩，不通航，是陽朔部分重點文物古蹟和主要田園山水風景所在地；陽朔
遇龍河是一卷畫軸，兩岸山巒百態千姿，河畔翠竹疊嶂，蕉臨四季常青，沿岸地稻田一年四季顏色
不斷變化，田野裏一片生機勃勃地綠，詩情畫意盡顯其中。特別安排竹筏漂流於江上，藍天白雲加
上青山綠水，讓人宛如置身於畫中的世外桃源，期間並可欣賞漁夫特別帶來的魚鷹捕魚秀，由於現
在灕江魚比原來少了很多，所以『魚鷹捕魚』也開始走上了旅遊線。遊人坐船近距離觀賞魚鷹捕
魚。 桂林】是全國溶研岩地形最達的地區之一，向來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四絕著稱。伴
著清澈澄碧的灕江，縈繞著萬座翠碧的奇峰，並蜿蜒流過城市，使得桂林有如一幅大型的天然山水
畫，可讓遊客親身體驗一個如夢似幻的奇妙世界。
隨後享貼心贈送★全身按摩60分鐘(不含小費，建議人民幣20/人)，讓您一掃旅途中的疲憊。



第7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早餐
啤酒魚宴50RMB
海鮮宴80RMB(包廂)



5★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桂林 ( ܦ2H)龍勝(龍脊梯田【古壯寨】)  ܦ桂林(日月雙塔公園、觀賞玄幻歌舞秀《山水間》)

【龍脊梯田─古壯寨】龍脊梯田位於龍勝縣東南部和平鄉境內，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梯田群，梯田如鏈
似帶，從山腳盤繞到山頂，其線條行雲流水，瀟灑柔暢，規模則磅礡壯觀，氣勢恢弘，有「梯田世
界之冠」的美譽；行程特別安排前往◆【龍脊古壯寨】是壯族梯田的發源地，目前有300戶人家，
1100多人口，是具有較高人文觀賞價值和梯田觀賞價值的壯族古老村寨，歷史悠久，清明時就以盛
產茶葉而聞名。，龍脊古壯寨梯田文化觀景區最高海撥1300米，最低海撥350米，這裡的梯田其規
模和氣魄之大，巍峨、雄渾，像巨龍一樣綿亙不絕，至今還保留著的清朝潘天鴻的廉政碑和康熙兵
營舊址等文物古跡。
【日月雙塔公園】日月雙塔是兩江四湖環城水系中最著名的旅遊景點，因爲與桂海碑林中的宋代雕
刻日月神菩薩隔河相對，又因爲雙塔高聳入雲，直指日月，故名日塔、月塔。象山是桂林的城徽，
而雙塔則是新桂林的標識。日塔、月塔與象山上的普賢塔、塔山上的壽佛塔，相互呼應，相互映
襯，有「四塔同美」之說。
【山水間秀】玄幻雜技歌舞秀《山水間》時長70分鐘，以桂林繽紛多彩的山水和獨具魅力的少數民
族文化為背景，以一名遊客的經歷來敘述在灕江畔、象山下詩歌般的田園生活，分為「山之青」、
「水之秀」、「洞之奇」、「石之美」四個篇章，展現了迷人的南國風情以及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相
處，將桂林『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和生活趣味融入到跌宕起伏的藝術表演中。



第8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早餐
龍脊風味50RMB
味道製造80RMB(包廂)



5★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桂林(靖江王府+獨秀峰、訾州公園＋遠觀象鼻山) ✈ 台北(桃園機場)

【靖江王府、獨秀峰】位於桂林市灕江之畔，景區內自然山水風光與歷史人文景觀交相輝映，有
「城中城」的美譽。【靖江王府】又稱為「靖江王城」，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姪孫朱守謙被封為
「靖江王」時修建的王城，共住過14位藩王，是我國目前保存最為完好的明藩王府第。【獨秀峰】
位於王城內，海拔216米，直例如柱，四面絕壁，有「南天一柱」的讚譽，主要的景點有讀書岩、太
平岩、月牙池、雪洞、中山紀念塔、獨秀亭等。
【訾洲公園＋遠觀象鼻山】位於桂林市區中心灕江東岸水濱的訾洲上，和象山隔江相望，是桂林最
年輕,又是最古老的公園。這裏江山會景，人文薈萃，濃縮了桂林山水及歷史文化的精華，是一個集
生態、文化、旅遊、休閒為一體的綜合性公園。 隨後搭乘專車前往桂林兩江國際機場，帶著愉快的
回憶、滿滿的行囊直飛回台灣，結束這秀麗廣西山水之旅，期待再相逢！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早餐
椿記燒鵝60RMB
機上簡餐



溫暖的家

 其他說明
出團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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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以上（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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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團員之旅遊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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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出境可攜帶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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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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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壓

中國：
220V，50Hz

電話通訊

中國：
網絡制式；GSM／GPRS／EDGE（2G）、LTE（TD-LTE、LTE-FDD）／LTE-A（4G）、5G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大陸
台灣國際冠碼＋大陸國碼＋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002 ＋86 ＋ 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例:從台灣打電話到上海為002 + 86 + 21 + 25610875

人在大陸，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台北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00＋ 886 ＋ 2 ＋台北家中電話
例:00 + 886 + 2 + 25610785

人在大陸，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行動電話0以後的號碼
例:00＋ 886 ＋ 932.......(0932....不撥0)

簽證護照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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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售價及出團日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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