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魅力嚴選】桂林山水灕江瀑布劉三姐無購物無自費五日
 團號：KWL4C191223A



滿

 升等五星灕江瀑布，印象劉三姐秀

 出發日期：

2019/12/23

 旅遊天數：

5天4夜

 報名截止：

2019/07/01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床

加床

嬰兒

單人房

NT$16,900

NT$16,900

NT$15,900

NT$16,900

NT$5,000

NT$20,900

 每人訂金：

NT$5,000

 包含項目：

含團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

不含小費,不含行李小費,不含簽證費用

 優惠方案

最美人間仙境~桂林山水甲天下~必遊景點
賞印象劉三姐、遊灕江+荔江灣雙船遊、品灕江瀑布酒店下午茶(吃到飽)

 行程說明

高規安排 尊榮享受
☑住宿升等： 新西街主樓+灕江大瀑布酒店
☑特別安排： 灕江+荔江雙遊船，灕江瀑布自助吃到飽下午茶
☑精彩演秀： 看張藝謀實景山水大秀《印象‧劉三姐》
☑餐食升等： 全程餐標RMB40，非一般促銷團體僅使用RMB30餐標
☑行程升等：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不同於低價促銷團，讓寶貴時間花在旅程上

陽朔～船遊灕江

陽朔～印象劉三姐

不遊灕江等於沒有來過桂林，桂林山水

由張藝謀導演的印象劉三姐大秀，是陽

甲天下，其美景就是來自於灕江山與水

塑山水作為舞台背景，隨著四季的景

的呼應，遊灕江 ，不愁天氣變化，晴

色、晴雨的不同變 化，呈現令人耳目一

天，看青峰倒影；陰天，看灕江煙雨，

新的視覺感受，是來陽朔必看的表演。

無論那一景都一幅幅千姿百態的潑墨山
水畫。

榕杉湖景區，是一個水體相連的連心湖。湖中坐立日月雙
塔，日塔為銅塔位於湖心，月塔為琉璃塔，兩塔以18米長
的水下水族館相連，其中銅塔均由鋼材所鍛造而成，是世
界上最高的銅塔建築 。

 航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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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3020

桃園國際機場

2019/12/23 18:35

桂林機場

2019/12/23 21:15

5

中國南方航空

CZ3019

桂林機場

2019/12/27 15:35

桃園國際機場

2019/12/27 17:35

 每日行程

 每日行程

第1天

桃園／桂林

請各位貴賓們依照本行程表集合時間，自行前往機場與團隊會合，在此您會看到旅行社特別安排此
團的領隊先生（小姐）穿著鮮紅亮麗的制服，親切且專業的為每一位團員處理登機事宜並解說行程
內應注意之事項。
【桂林】是中國大陸的旅遊熱點城市，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以風光奇秀而名揚天下，人稱
千峰環立，一水抱城，是世界各地觀光客公認的《中國十大名勝》之一的風景旅遊勝地，有山青、
水秀、洞奇、石美四大特點，難怪有人寫詩稱道願作桂林人，不願作神仙。
【陽朔】陽朔縣位於廣西東北部，名言:“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堪稱甲桂林”，陽朔的自然風光在
世界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屬地為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境內共有各種奇特的山峰兩萬多座，大小河流
16條，構成自然景點110多處，其中灕江流經陽朔縣境56公里，兩岸群峰林立、千姿百態，岸邊翠
竹叢叢、恬淡清新，奇峰和翠竹倒影在澄碧的江面上，形成一幅瑰麗的山水畫長卷。更有田園風光
如詩如畫，真切自然，醇美宜人。豐富的文化遺產、古建築、古橋樑、名人紀念地、摩崖石刻等，
點綴於山水之間，為山光水色又添神奇色彩。



第2天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點心



睿吉西山商務 或 中水國際酒店 或同等級

陽朔【船遊灕江(興坪碼頭)、興坪古鎮、印象劉三姐歌舞秀】

【船遊灕江(興坪碼頭)】灕江的美景令人完全沉浸在山水墨畫的世界中，沿途山水舉世聞名。遊灕
江，有一個絕妙之處，就是不愁天氣變化，因為不同天氣灕江景色有不同特點：晴天，看青峰倒
影；陰天，看漫山雲霧；雨天，看灕江煙雨；甚至是陰雨天，但見江上煙波浩渺，群山若隱若現，
浮雲穿行於奇峰之間，雨幕似輕紗籠罩江山之上，活像一幅幅千姿百態的潑墨水彩畫，正是「桂林
山水甲天下，絕妙灕江泛秋圖」。
【興坪古鎮】興坪，是灕江上一顆璀璨的明珠，位於陽朔縣東北部， 20元人民幣的背面圖景就是在
興坪。各類磚瓦結構的古建築大部分保存完好，城牆輪廓尚清，隨處可見古磚瓦陶瓷殘片，呈現出
一派青山幽幽、村舍幾座的肅靜氛圍。
【印象．劉三姐】劉三姐為國內最大規模的環境藝術燈光及煙霧效果的工程表演，大型的實景演
出，著名導演張藝謀擔任總導演。讓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相交輝映，利用山峰隱現、水鏡倒影、竹
林輕吟、煙雨點綴等灕江四季景觀，創造出如詩如夢的視覺效果，營造出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
※印象劉三姐秀如遇天候不佳或政策性因素停演,則以桂林千古情夜秀替換，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每年固定停演日為 1月~2/01，正式變動會依公告為主。

每年固定停演日為 1月~2/01，正式變動會依公告為主。



第3天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桂林風味餐RMB40
晚餐： 啤酒魚料理餐RMB40



陽朔新西街主樓 或同等級

陽朔【荔江灣(船遊)、天宮岩、銀子岩、陽朔西街】

【荔江灣】景區分為六大觀光區，荔江兩岸群山各異，山水相連，景色秀麗，這裡生活著一個古老
的民族，至今時而還穿著古老的服裝，頭戴斗笠，身披蓑衣，集體勞作，他們以漁為生，以洞為
居，平日裡撒網打魚，過著悠然自足的田園生活。
【天宮岩】是一個特殊的地質構造斷層岩，岩頂平整壯觀！岩洞與地下暗河相連通，經暗河水沖刷
而成。洞內水潭、湖泊星羅棋布，倒影成輝，奇妙無窮！層層湖面錯落有致，彷若九層天界！景色
美到極致！洞內有一處地下暗河水流穿岩而過，在落差處形成的巨大瀑布，它高10米，寬20多米，
形成了罕見的溶洞瀑布奇觀！
【銀子岩】集自然、人文景觀於一體、千畝桃林、錯落其間、呈現一派速人的田園風光，銀子岩屬
層樓式岩洞、包含：下洞、大廳、上洞三部、繪集了不同年代發育生長各種類型的鐘乳石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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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柱擎天等自然景觀。
【陽朔西街】“不逛洋人街，等於沒到陽朔來”。如今的陽朔西街已經不是一條單純意義上的旅遊
街，而是一個享譽海內外的知名街道，別小看這長1180米，寬僅8米的街道，它的名氣並不亞於紐
約的華爾街、倫敦的唐寧街、巴黎的香榭大街，或者是北京的東西長安街、王府井大街，以其獨特
的風情、無窮魅力吸引著國內外無數賓客前來朝聖。



第4天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芋頭宴風味餐RMB40
晚餐： 野菌宴風味餐RMB40



陽朔新西街主樓 或同等級

陽朔-桂林【伏波山、遊榕杉湖景區、古南門、黃庭堅系舟處、日月雙塔(不上塔)、瀑布酒店自助下
午茶吃到飽

【伏波山】為《灕江保護神》，位於市中心灕江邊一座孤傲挺拔的絕秀山峰，半枕陸地半插灕江。
伏波山素以岩洞奇特、景致清幽、江潭清澈而享有《伏波勝境》的美譽，又因位於城中心，交通便
捷，成為歷代人們推崇備至的遊覽勝地。
【榕杉湖景區】榕杉湖景區，是一個水體相連的連心湖。以陽橋為界，東為杉湖，西名榕湖，因湖
岸生長的榕樹、杉樹而得名，榕湖常與杉湖一起合稱榕杉湖。有一日月雙塔座落在杉湖中，日塔為
銅塔，位於湖中心。兩塔之間以18米長的水下水族館相連。銅塔所有構件如塔什、瓦面、翹角、門
拱、雀替、門窗、柱樑、天面、地面等均由鋼材鑄鍛而成，並以精美的銅壁畫裝飾，整座銅塔了三
項世界之最--世界上最高的銅塔，世界上最高的銅質建築物，世界上最高的水中塔。
【古南門】古南門為桂林城門之一，位於榕湖北岸、榕蔭路南端，面對古榕雙橋，相傳為唐代將

【古南門】古南門為桂林城門之一，位於榕湖北岸、榕蔭路南端，面對古榕雙橋，相傳為唐代將
領、桂州總管李靖建造。明朝洪武八年，桂林城南擴至今桃花江一帶，榕湖被包在城內，附近城牆
拆除後，留下此城門。
【黃庭堅系舟處】在榕湖北岸，古南門前，榕蔭亭側。崇寧二年(1103)北宋大詩人黃庭堅被謫宜
州，途經桂林，遍覽名山，泊舟此岸。南宋理學家張知靜，在繫舟處建榕溪閣，以志懷念。1955年
在舊址建榕蔭亭，其後又立碑其側，題為"黃庭堅繫舟處"。
【日月雙塔】桂林日月塔又稱金塔銀塔、情侶塔；日塔別名叫金塔，月塔別名叫銀塔，所以也有金
銀塔之稱。日月雙塔坐落在桂林市美麗的杉湖中，日塔為銅塔，位於湖中心，高41米，共9層，月塔
為琉璃塔，高35米，共7層。兩塔之間以湖底一條10米長的湖底隧道相連。



第5天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粵菜風味餐RMB40
晚餐： 阿甘風味餐RMB40



準5星 灕江大瀑布大酒店 或同等級

桂林【正陽步行街、東西巷】／桃園

【東西巷】東西巷是桂林明清時代遺留下的唯一一片歷史街巷，是桂林古歷史風貌的觀景區，包含
了正陽街東巷、江南巷、蘭井巷等桂林傳統街巷。體現了桂林的歷史文脈。因此東西巷歷史文化街
作為桂林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傳統居住、傳統商業、文化體驗、休閒旅遊等主要功
能為基礎、融合景區遊賞，以市井街巷、名人府邸特色，同時體現時代發展的多元文化及歷史風貌
區。
到此已結束此次所有行程，即將搭機返回臺灣，回到自己溫暖甜蜜的家。衷心感謝各位貴賓參加此
次的行程，希望藉遊此行程能帶給大家一個深刻的感動及美好的回憶。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 --



溫暖的家

 附加項目
卡式台胞證

TWD 1,800



備註:
1.護照正本(有效期需半年以上)
2.身分證影本(1份)
3.尚有效期之舊台胞(1份)
4.六個月內正面拍攝之2吋白色背景彩色照片(背面請填妥申請人姓名且照片規格請參閱備註欄)(1份)
5.六個月以上效期之護照影本，簽名欄需本人簽名，不可有塗改的痕跡(1份)
6.個人基本資料(1份)
※個人基本資料的內容請提供：姓名、公司單位、職務、聯絡電話。
※照片規格：六個月內正面拍攝之2吋白色背景彩色照片、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3.2至3.6公分、頭髮不得遮蓋到眉毛、需露耳、脫帽、圖像清
晰、背景無景物、單一顏色、光面像紙、相片不修改。勿著白色上衣、配戴飾品。
※護照及身分證影本規格：(1)不接受傳真本、拍攝本。(2)資料、人像、圖案都要影印清楚。(3)以1：1比例影印不可縮小或放大。(4)不能註明文字。
※14歲以下未領有身分證者，附上戶口影本或3個月內申請之戶謄正本。年滿14歲者一定要附上身分證影本，不接受戶口影本或3個月內申請之戶謄正
本。
※更改姓名或個人身份資料者，另附上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可省略空白）正本及舊台胞正本。
※凡1949年以後出生，出生地為大陸省市或身分證號碼第二位數字為9 的申請人，多數為大陸赴台取得台灣居民身份者，請提供大陸戶口所在地的公

※更改姓名或個人身份資料者，另附上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可省略空白）正本及舊台胞正本。
※凡1949年以後出生，出生地為大陸省市或身分證號碼第二位數字為9 的申請人，多數為大陸赴台取得台灣居民身份者，請提供大陸戶口所在地的公
安局或派出所的戶口注銷證明正本。若確認除籍者，可以不用附上。
如需回大陸親自辦理戶口注銷者，因個人狀況不同，請先打電話至海基會詢問（TEL：02-25327885）可辦理落地簽證之口岸，允許入境一次辦理除
戶證明後，回台附上證明方可申請台胞證。
請留意！若辦事處查詢到申請人持有大陸戶口，若無法提供戶口注銷證明正本，台胞證之申請將不獲核准、資料不退還、費用也不予退費。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需通報境管局，可上網申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須持正本申報書送往出入境管理局通報。
※申請者若在大陸境內則無法辦理。
※辦事處有權評估並要求申請者出具更多的其他輔佐文件。

中華民國護照10年效期

TWD 1,500



說明:以出發日期算起需滿六個月效期，否則請重新辦理護照 *當事人應繳交最近半年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鏡，眼、鼻、口、臉、兩耳輪廓
及特殊痣、胎記、疤痕等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足資辨識人貌，直4.5公分，橫3.5公分，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3.2公分及超過3.6
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相片1張，不得使用合成相片。相片背面註明姓名、國民身分證號碼。規格如下：（相片樣張登載內政部網站：
http://www.ris.gov.tw）*
備註:
1.身份證正本(1份) 2.尚有效期之舊護照(1份) 3.服完兵役的男性需附上退役證明正本(1份) 4.已滿14歲以上的女性需加附監護人之身分證正反影本
一份 5.填妥並簽名的普通護照申請書。(1份) 6.六個月內正面拍攝之2吋白色背景彩色照片(照片規格請參閱備註欄)(2份) 7.改過名者請同步提供戶
口謄本正本 8.聯絡人之電話及緊急聯絡人之電話 9.年滿7歲未達14歲未領有身分證者需加附有照片的健保卡正本

 護照及簽證
項目

辦證工作日

護照效期

可停留當地天數

說明

卡式台胞證

7天

5年

--



中華民國護照10年效期

5天

10年

--



 其他說明
出團備註

【以上報價包括】：
＊桂林來回經濟艙機票。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四千萬履約保障險、兩百萬責任險及二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以上報價不包括】：
＊新辦護照及卡式台胞証費用。
＊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天NT200X5天=NT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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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燃油稅開徵日期及加收金額，以航空公司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證照費用，以相關單位公告
日期及價格為主)

【售價注意事項】：
小孩不佔床扣大人團費NT1,000、單人房差NT4,000元、嬰兒NT5,000元 (已含稅險燃料費、不含簽證
費)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1.購物站：無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1.購物站：無
2.自費行程：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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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發後於行程中途脫
隊，視同自願放棄行程恕不退費。於行程中自行脫隊者將補收NT8,000元/次之責任險費。
4.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需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及台胞證）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每人須補收
NT5,000元非優惠價差。
5.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前後更動或更換觀光景點; 遇季節性變化或
餐食變更情形，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及餐食內容之權利。
6.若出團人數未達16人時，本公司有權利調整出發日期。為確保品質，每團名額有限，故本公司保有接
單及付款方式受理與否之權利
7.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2-3道為主，敬告素食客
人如前往中國旅遊，請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8.特別說明：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團員旅遊權益，本行程年滿70歲以上及行動不
便之貴賓，須有同行家人或友人報名，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9.※本商品售價已經均攤65歲以上長者及12歲以下兒童之優惠票價, 如遇現場景點門票有價差產生,將不
另行退還。
10.敬請注意：為響應環保，酒店即日起撤除酒店內所有一次性日用品。（包括牙膏、牙刷、洗髮水、
沐浴液、拖鞋)。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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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表日期：2023/01/09
國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65018

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綜字第2103號
聯絡電話：(02) 27772366

https://www.etholiday.com

品保協會編號：第北1493號

地址：中山區八德路二段260號11樓

服務信
箱：ryan_lee@etholiday.com;sky_teng@etholiday.com;edwin_fang@etholiday.com;chaoyaya_chao@etholiday.com;ping_hung@etholida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