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女兒國～麗江.中甸.瀘沽湖８天(全程５★２大雪山.無購物8日) 

 參考航班(2017/10/11-10/18 日，8 天)正確飛行時間以出發日為主，敬請見諒  

航  空  公  司  出  發  轉  停   抵  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東方航空 MU-5092 桃  園  直飛  麗  江  14： 30 18： 30 

東方航空 MU-5091 麗  江  直飛  桃  園  09： 30 13： 15 

渾然天成 魅力雲南 
1.  暢遊雲南省麗江古城、摩梭族女兒國瀘沽湖、中甸香格里拉等地所有著名景點，

一次遍覽雲南的山光水色及歷史人文，行程豐富深入，保證不虛此行。  
2.  普達措國家森林公園是中國政府確立的第一個國家公園，公園至今保持完整的原

始森林生態系統，奧運火炬香格里拉站的傳遞就曾經在這裡進行。（含電瓶車）  

3.  安排搭乘玉龍雪山雲杉坪纜車上下，從海拔 3,750 米的高度欣賞雪山頂峰，置身
天國般的壯麗美景，絕對讓您驚歎及難忘。  

4.  搭乘豪華客機由桃園直飛麗江，遊覽時間最長，讓您此行順暢、舒適。  
5.  為使您充分感受當地生活，特別安排 4 項特色活動及歌舞表演：  
6.  （ 1）麗江：束河古鎮（ 2）麗江：印象麗江歌舞秀  

（ 3）瀘沽湖：摩梭家訪、篝火晚會  
7.  購物商店：全程無購物（保證不上攝影 .不上中藥資詢）  
8.  全程指派熱心、負責的隨團人員及大陸導遊，隨團服務。   
9.  貼心贈送：礦泉水無限供應。  

《酒店介紹》麗江--★★★★★ 大港旺寶國際飯店 
 麗江大港旺寶國際飯店座落於麗江市主幹道--香格里拉大道，按白金五星級標準設計和建造，

飯店坐落于麗江市區，東起吉祥如意的象山和碧波蕩漾的清溪水庫，西臨市區主幹道－香格里
拉大道，南眺 “世界文化遺產” 大研古城，北依神奇雄偉的玉龍雪山和古老的束河古鎮，賓
客無論在大研古城、束河古鎮，還是玉龍雪山，飯店都近在咫尺。 

 麗江是世界文化、自然和記憶遺產的積聚地，有“休閒之都”“幸福之都”“靈魂棲息地”等
美譽。麗江大港旺寶國際飯店位於麗江、三江並流、大香格里拉區域各大著名景點及各高爾夫
球場的中心位置，無論商務會議或休閒旅遊，下榻麗江大港旺寶國際飯店，均可享受到這神秘
聖潔土地上最尊貴的服務。 

   中甸--★★★★★香格里拉天界神川大酒店 (香格里拉市) 
  雲南迪慶香格里拉唯一一家五星級酒店，融合“人與自然和諧”、“各民族文化

交相輝映”的理念規劃設計建造而成。酒店位於香格里拉縣城最繁華的長征大道
165號，距香格里拉機場 7公里。是雲南省第一家採用地熱輻射式中央空調的酒
店，建築面積 38000平方米，外部造型藏漢結合，內部裝修融合了民族文化特色。
酒店擁有國際標準的高級客房 293間套，分別為總統套房 2間。商務標間衛生間採
用通透設計，藏式標間衛生間采用封閉式，內裝有空調，所有客房門鎖選用射頻
卡門鎖系統，為客人提供便捷和安全的服務，所有房間均免費提供寬帶網。餐廳
有中餐廳、西餐廳、茶餐廳、藏式酒坊、藏式風味廳和 12個不同民族風格的餐廳
包房。有香格里拉首座高壓氧艙，內設吸氧器 10個，在推崇綠色健康理念的同

公司 桃園市燙髮美容職業工會  主辦人員  楊文通、王勝進  電話  03-422-2360 

時間 2017年10月11日~2017年10月18日  人數  32 人/車  傳真  03-422-5825 

住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291號9樓 e-mail tybeauty@ms63.hinet.net  行動  0988-228-038 



時，兼備高原反應的救護能力。酒店還建有 1500平方米的精品商場。集餐飲、健
身、娛樂、購物、會務、旅遊等功能為一體的酒店。  

   瀘沽湖—準★★★★★銀湖島大酒店(面湖房) 

  位於風景優美的瀘沽湖畔，三面環水，面對萬頃碧波，俯視湖中諸仙島、仰觀雄偉獅子山；視
野開闊，坐擁瀘沽湖美景。 
瀘沽湖銀湖島大酒店格調高雅，配置高檔；以歐式風格為主，又不失地方民族特色。酒店擁有
總統一號樓和五棟單體別墅，共有百餘間客房；大多是臨湖的景觀房，可一攬瀘沽湖景。酒店
采用高科技的電熱膜地暖系統，外墻窗戶為中空斷橋隔熱雙層玻璃，並有客房智能控制系統、
監控安防系統， 可全面保障您的安全。 

 麗江：《印象麗江》大型歌舞劇  ~ 張藝謀執導  

演出場景選擇在玉龍雪山 3,200 米海拔處的天然圓形場地，可以容納 2,000 人的演出

場地被變成了 360 度的全角度劇場，用象徵著雲貴高原紅土的紅色砂石砌成了 12 米

高、迂迴艱險的「茶馬古道」，抬頭望去，離赤道最近的雪山—玉龍雪山就在古道盡

頭。演出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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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  麗江  (夜遊束河古鎮) 
 桃園國際機場集合，由隨團服務人員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客機飛往雲南省麗江

古城。  

《麗江》歷史悠久、風光秀美、自然環境雄偉，是古代羌人的後裔、納西族的故鄉。麗江古城海拔

2,400 米，是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中心城市，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

這裏地處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時候頻繁的商旅活動，促使當地人丁興旺，很快成為遠近聞名的

集市和重鎮。 

 抵達後專車前往酒店用餐養足精神準備【夜遊束河古鎮】迎接最美麗的雲南之旅。  

【束河古鎮】位於麗江古城北方，山腳下一片密集的村落，就是被稱為清泉之鄉的束河。村莊中

心長 33 米、寬 27 米的小四方街，與麗江古城四方街一樣可引水沖洗，街面上被人馬踩踏得光溜平

滑的石板，似乎還能照見往日的繁華。 

 貼心提醒 
1. 雲南地區屬低緯高原山地季風氣候，由於緯度低、海拔高，加上滇池、陽宗海調節溫濕度，

形成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四季如春，得天獨厚的宜人氣候。雲南雖然四季如春，但行程內



常有前往麗江或中甸香格里拉等海拔較高的地區、且日夜溫差較大(12~15 攝氏度)，仍建議
多攜帶保暖衣物如：毛衣、羽毛衣或禦寒大衣、衛生衣、手套、圍巾、帽子…等等，以備不
時之需。 

2. 雲南地處高原地區，平均海拔在 2000 公尺以上，海拔高、氣壓較低、空氣也較稀薄，尤其中
甸香格里拉、或雪山、德欽等地更是達到海拔 3000 公尺以上~4500公尺左右，為盡量避免高
原反應引起高山症，提醒您注意休息、不宜劇烈運動、放慢步調(勿急速行走或跑步)、洗澡
時熱水勿過熱、高海拔地區少飲酒，以免引起高原反應感到不適，破壞貴賓遊玩興致。 

3. 依個人體質之不同，您也可自行準備預防高山症的藥品(因個人體質狀況完全不同，請依您個
人醫師指導使用，領隊是不提供內服藥給客人使用的)。 

4. 雲南地處雲貴高原，海拔高、日照紫外線較強，長時間在戶外活動，請注意防曬，備妥防曬
用品。 

5. 雲南當地少數民族較多，在雲南您可體驗到不同於城市喧囂、屬於民族風情的質樸，請尊重
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與信仰，避免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當地民情因素或許當地服務人員講
話比較直接，部分特色餐食或許不一定合您的胃口，來到雲南就請貴賓們放寬心情好好享受
雲南獨有的特色吧！ 

6. 搭機時間：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約３.５小時→麗江機場 
  車程時間：麗江機場→搭車約４０分鐘→麗江市區 

餐  食  早 // 敬請自理         午 // 機上簡餐      晚 //麗江虹鱒魚宴 RMB80 

旅  館  5                大港旺寶國際飯店 Wonderport International Hotel 

第二天   麗江  瀘沽湖  (摩梭家訪→篝火晚會) 
 早餐後搭專車前往古老而神秘的【女兒國】─瀘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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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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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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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2 年以來，高原明珠瀘沽湖正式開始接待國內外遊客，短短幾年間，她便以其獨

特秀美的自然風光名揚天下。世界各國民間傳說中的女兒國，存在至今的，恐怕只有摩

梭人這一族了；在滇西北高原川滇交界處的雲南寧蒗彝族自治縣境內，摩梭人世代生活

在瀘沽湖畔，他們至今仍保留著「男不婚、女不嫁、結合自願、離散自由」的母系氏族

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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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了阿夏關係的

彼此互稱「阿注」，意為「親切的伴侶」，不稱夫妻；母系社會的獨特性也成為看點。 

【篝火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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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程時間：麗江→瀘沽湖車程約 4-5小時 (之前約 8-9小時) 

第三天 瀘沽湖（豬槽船遊湖-里務比島） 麗江     

 早餐後，前往湖畔搭乘摩梭人的獨木舟遊覽瀘沽湖 

【瀘沽湖遊船】這種獨木舟又稱為「豬槽船」，是摩梭人傳統的交通工具，特別是沿湖阿夏

走婚的幫手。摩梭少女的風姿、獨木輕舟的典雅，此起彼伏的漁歌，廣為中外遊客留戀、讚

嘆，被稱為「湖上三絕」，成為瀘沽湖遠近聞名的獨特風光。 

瀘沽湖海拔約 2700 米，是由斷層陷落而形成的高原湖泊，面積約 50 餘平方公里，湖水平均

深度約 40 米，最深處達 73 米，在雲南省的湖泊中，深度僅次於撫仙湖，居第二位。整個湖

泊狀若馬蹄，湖中有五個全島、三個半島、一個海堤連島、十七個沙灘、十四個海灣，湖泊

周圍山巒起伏，東北方有峭拔壁玉的肖家火山，西北有狀若雄獅蹲踞的格姆山。湖東，有條

山梁蜿蜒而下直插湖心，彷彿蒼龍俯臥湖中汲飲甘泉，形成瀘沽湖上一個美麗的半島。我們

將前往里務比島，它是湖中五個全島中面積最大，植被最好的一個。 

【里務比島】島上的寺廟屬於黃教喇嘛寺院，始建於西元 1634 年， 1989 年在羅桑益世活佛

的倡導下，由縣旅遊局重建，成為當地人的信仰中心。在此更可眺望著名的「瀘沽三島」，

200 多年前的《永北府志》就將瀘沽三島列為勝景之一，許多人慕名遠道來遊，這裡絕妙的

景致引起人們的驚嘆。 

餐  食  早 // 旅館內         午 // 中式合菜 50    晚 //納西風味 RMB80 

旅  館  5                大港旺寶國際飯店 Wonderport International Hotel     

第四天 麗江  中甸 
(遠眺長江第一灣→虎跳峽→小布達拉宮~松贊林寺【含電瓶車】) 
【香格里拉】『太陽最早照耀的地方，是東方的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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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眺長江第一灣】長江第一灣不僅是麗江的重要風景名勝區，還是進入老君山景區和三江並流

景區的咽喉重地，地點位於麗江縣石鼓鎮、距離麗江縣城約 50公里的地方，奔騰而下的滾滾長江被

海羅山崖阻擋，不得不急轉一個「V」形大彎，折頭向東北流去，這個「V」形大彎就是聞名的萬里

長江第一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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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 // 旅館內         午 // 中式合菜 50   晚 //摩梭風味 80 

旅  館  准               銀湖島大酒店 (湖景房-當地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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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贊林寺】又稱歸化寺，位於香格里拉以北 5公里的佛屏山下，是公元 1679年五世達賴和清康

熙皇帝敕建「十三林」之一，它不僅是雲南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群落，還是川滇一帶的黃教中心，
被譽為『小布達拉宮』，該寺依山而建，外形猶如一座古堡，集藏族造型藝術之大成，有『藏族藝
術博物館』之稱；每年農曆十一月二十九日，藏民在此舉行以「跳神」（面具舞）為主的格冬節，
氣氛神秘而熱烈。 
貼心提醒 

車程時間：麗江→搭車約２.５小時→虎跳峽、遠眺長江第一灣→搭車約２小時→中甸 

 

 

 

 

 

第五天 中甸  石卡雪山（又稱藍月山谷、含纜車上下）→普達
措景區、彌里塘草原、碧塔海、屬都湖 
【石卡雪山景區】+大索道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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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條四級柏

油路直達景區，車程約 15分鐘。索道於 2006年建成開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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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達措國家公園】▲含電瓶車普達措國家公園位於香格里拉東 22公里處，是中國第一個國家
公園，爲世界自然遺産「三江併流」風景名勝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拉姆撒國際濕地的重要組成
部分，風景絕美；公園的大門設在「香格里拉第一村」霞給村的村頭，由碧塔海與屬都湖生態旅遊
區組成，園內有明鏡般的高山湖泊、水美草豐的牧場、百花盛開的濕地、茂密的原始森林，而「碧
塔海」、「屬都湖」兩個美麗的淡水湖泊更素有「高原明珠」之稱。  
【碧塔海】碧塔海隸屬於普達措國家公園，距香格里拉縣城約 32公里，海拔約 3539 米，是雲南
省海拔最高的湖泊。「碧塔海」是藏語，意思是「象牛毛氈一樣柔軟的海」，湖水常年澄澈碧綠，
清麗不俗，長年棲息著許多動植物，還有被生物學家稱爲「碧塔重唇魚」的珍稀魚類，5、6月時這
裏還可以看到老作家『馮牧』筆下的碧塔海奇景「杜鵑醉魚」。  

【屬都湖】屬都湖藏語「屬都措」，「屬」意爲奶子，「都」意爲彙集，屬都湖即彙集奶子之
意，屬都湖隸屬於普達措國家公園，位於香格里拉東北部 35公里處，距碧塔海十多公里，湖水清
澈，水底小魚悠遊，最獨特的是一種名爲「裂腹魚」的珍稀魚類，這種魚腹部有一條細細的裂紋，
魚肉細膩鮮美。屬都湖畔也是香格里拉最好的牧場，這裏草場廣闊，水草豐茂，每年春夏之際，成
群的牛羊遊弋於湖畔，牧棚星星點點，置身湖畔，背負青山，面臨綠水，牛群點點黔黑，牧笛聲聲
入耳，讓人深切地感受到高原人閑放、悠遊的生活情趣。自費行程:中甸--詩畫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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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中甸  麗江  (萬古樓→麗江古城+四方街) 
【萬古樓】 

萬古樓位於麗江縣城獅子山頂，樓共五層，斗拱重簷，是中國木結構建築第一樓。登上萬古樓，可

以將整個麗江壩盡收眼底，腳踏獅子山漫漫林海，北望玉龍十三峰，東俯麗江古城以及氣勢輝煌的

仿故宮建築群—木府，風景實為壯觀。 

【世界遺產】麗江古城(大水車+大石橋+四方街) 

麗江古城始建於南宋，距今約有 800年的歷史。歷代均為滇西北的政治，軍事重鎮和納西，漢，藏

等各民族經濟文化交往的樞紐。元初，忽必烈南征大理，革囊渡金沙江進入麗江，曾在古城一帶駐

軍整訓，至今仍留下許多相關的納西語地名。自費行程:麗江--麗水金沙秀 

 

第七天 麗江  玉龍雪山風景區（雲杉坪景區+含纜車上下、甘
海子、白水河、玉水寨、印象麗江秀、藍月谷+電瓶車） 
 享用旅館早餐後，展開今日的旅遊。 

【玉水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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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景區內欣賞 2－3曲宣科納西古樂演出，中國唯一僅存

的唐宋宮廷音樂～納西洞經古樂。（如遇停演懇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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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峰常年大部份時間都在雲霧纒繞之中。 

【甘海子】 

甘海子位於玉龍雪山東麓，是一個天然的大牧場，距離古城 23公里，海拔 3100米，屬高山草甸，

三面環山，空間開闊，環境寧靜。從這裡欣賞玉龍雪山，別有一番景緻。每年春夏之交，百花齊

放，這裡成了一個巨大的花苑，整個草甸充滿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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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杉坪索道＋環保車＋纜車上下】乘索道至雲杉坪，沿途可欣賞森林景觀。雲杉坪是玉龍雪山主

峰扇子陡半山腰的一個高山草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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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納西族神話的「玉龍第三國」，可慢步細細欣賞美景，搭乘環保電瓶車前往草原。 

【藍月谷(含電瓶車)】 
藍月谷又稱玉液湖、鏡潭湖、藍月湖、及聽濤湖。這裡湖岸四周植被繁茂，遠處雪峰背襯。湖水是

透明的藍，近乎凝固的湛藍中，些許的綠意點綴其間。於湖心四顧，白雲連橫，浮於山際，倒影在

湖面，如夢如影，疑是仙境。 

【白水河】是一條由玉龍雪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匯程的河流，沿著山谷層疊而下，水清澈墨綠，因河

床由沉積的石灰石碎塊組成，呈灰白色，清泉流過，遠看就像一條白色的河，因此而得名。據說白

水河的水來自玉龍之口，帶有靈性，還是一處愛情聖地。 

【印象麗江秀】繼桂林「印象劉三姐」之後再次推出的大型實景歌舞表演，上篇為「雪山印象」，

下篇為「古城印象」，創作人員為印象劉三姐原班人馬所組成。整部作品以雪山為背景，在海拔

3,100 米的世界最高演出場地，共 500多位有著黝黑皮膚的非專業演員，用他們原生的動作與質樸

的歌聲，帶給您心靈的絕對震撼。 

溫韾小提醒：觀賞印象麗江歌舞秀，由於欣賞秀區域在室外，麗江氣候不穩定，常有下雨情況，請

自行擕帶帽子、小雨衣。（園內有附帶，因長期使用，整理不妥，故有些些的黴味，▲觀秀禁止撐傘） 

車程時間：麗江→搭車約１小時→玉龍雪山風景區→搭車約１小時→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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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天 麗江  桃園    MU-5091 0930/1315 
      飯店餐盒早餐，而後前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結束這難忘的香格里拉麗江之旅～～ 
 貼心提醒 

1. 辦理登機手續前，請再次檢查您的行李：無論是行動電源、及電池(無論手機或相機機等)，

皆無法拖運唷！ 

2. 大陸民航局對於行動電源另有頒布限帶令：明定行動電源功率不得超過 160Wh，若超過 100

到 160Wh之間，需經航空公司批准(100瓦時相當於 2萬毫安培)；也不可帶超過兩個。且行

動電源上需標示清楚所含功率；如未能清楚標示，可提供檢驗認證影本；否則恐遭海關沒

收。 

3. 根據中國民用航空有關打火機、火柴之規定，旅客不得隨身攜帶與放在手提行李或托運行李

中，若旅客隨身攜帶或放入手提行李、托運行李中等，請旅客取出並自行處置。否則旅客可

能面臨公安機關 RMB5000 元以下罰款或拘留等行政處罰，由此造成的其它損失，將由旅客自

行承擔。 

4. 車程時間：麗江機場→搭車約４０分鐘→麗江市區 

搭機時間：麗江機場→搭機約３.５小時→桃園國際機場 

餐  食  早 // 飯店餐盒          午 //機上簡餐               晚 // X    

    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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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飯店皆為二人一室，大陸沒有自然單間。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旅客，需補單人

房差，敬請見諒。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人 1室(二張單人床房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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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
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此行程機票為團體機票，不能更改日期及延回及退票，一但開票後取消敬請補足機票款。 
 使用全素客人，因大陸一般餐聽的素食餐，菜色變化少及質量也較差。敬請見諒。飛機上若有

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五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行程以含觀光局履約責任險 500萬 20萬醫療 10萬元特別費用 65歲以上適用 200 萬+20 萬+10萬 

 此行程價格已經分攤老人優惠票價差，旅途期間景區如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示檢查，恕
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 
 

 出發日:2017年 10月 11日-10月 18日,經典五星八日 團費:NT$43500 現金價 
 
（以上報價最低人數為 32人，若不足 32人並開放 JOIN!!） 
 
注意事項：  

1、以上報價依目前航空公司公告票價與稅金估價之，若遇調整需補足差額，亦不含酒店漲價。（機位狀況，以實際訂位回覆為準。）  

2、全程空調旅遊巴士：32人採用45座三年內遊覽車。 

3、使用全素客人與飛機上若有特殊餐食者，於入名單同時(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方可為您處理。 

4、以上報價不適用於持非本國籍護照者，非本國籍者參團需加收NTD3500元/人。 

A:個人單房差:NT:10400元…若遇自然產生報名單人入住飯店須補單房差NT:10400元。 

B:訂金:每位 $10,000元於 付訂時,請繳護照+台胞證 

費用包含:1.行程表所列之交通、餐食、景點門票等各項費用 2.二地機場稅金、燃油附加費、行程表所述門票費用 3.導遊、司

機、隨團服務人  員.小費NT$200/每人/每天，8日行程共NT$1,600元 4.行李小费 5.工會點對點機場來回接送…贈送黑牌威士忌9

瓶+紅酒6瓶。 

費用不包含: 1.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參觀費用。 2.旅客私人電話費、行李超重費等，個人性質

費用........ 3.護照(NT$1500) 、台胞(NT$1600) 4.床頭小費。 

新辦護照所需資料: 

1.護照申請人別確任表格(僅限第一次申辦需到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2.申辦人市話或手機                  

3.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市內及手機擇一)     

4.遺失證明(警察局報案三聯單)       

5.退伍令正本,除役免附    

6. 近一次過期護照 

7.戶籍謄本 1 份(適用於未成年子女父母雙方離異需附或更改姓名需附) 

8.身分證正本(年滿14歲以上國民都需申辦身分證)     

9.相片6個月近照(白底2吋 大頭 需露眉毛、耳朵) 2 張 

10.戶口名簿正本(適用於未滿14歲無身分證未成年子女)  

11.未成年子女需附家長任一方身分證正本(未滿20歲子女如父母雙方離異需 附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卡式台胞證新辦所需資料： 

護照正本一份須要有6個月效期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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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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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效期之舊台胞證影本(若舊台胞證已過期則要附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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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