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3

中國世家～獨享奢華悅榕庄、遨遊光明頂、世界遺產宏村、雲中漫步六日(無購物)

成團人數» 10 人成團
旅遊天數» 6 天 5 夜
團費說明» 訂金$5,000
含 2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3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TXNPB180427A

航班資料

另收費用» 簽證：台胞新證(台胞證) (自理)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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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黃山：悅榕庄(BANYAN TREE HUANGSHAN)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有線/無線，免費)
在黃山悅榕庄，其設計風格無不體現出徽派建築以及中國水墨畫的風格與韻味。仿木構的坡屋頂，粉牆，黛瓦，馬頭牆，
這些徽派建築特色讓悅榕庄與周遭環境完美融合，使建築更顯簡約、穩重。酒店各處都有視覺穿透的窗景，從而將山水靈
氣充分帶入室內。這處靜謐的度假村，古樸中又散發著現代的優雅氣息。大地色系的內飾令人倍感溫馨，玉色的點綴和摩
登的家俬讓人眼前一亮，木雕和竹雕刻畫著古老的故事，工藝品呈現著黃山攝人心魄的壯麗。

《黃山》是著名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素有《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天
下第一奇山》之稱。並與長江、長城、黃河並稱為中華民族的象徵之一。於一塊平坦岩石上，另人驚嘆不已，遊人站在平
臺邊緣上憑欄覽勝對面的《雙剪峰》及《雙筍峰》，就像一幅潑墨的山水畫。
★黟縣西遞村是安徽省南部黟縣東南西遞鎮的一個村莊。2000 年 11 月 30 日將中國皖南古村落西遞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
錄，這是首次把民居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西遞由於河水向西流經這個村莊，原來稱為「西川」。因在村西古有驛站，
稱「鋪遞所」，故而得名「西遞」，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稱。
★宏村，是電影《臥虎藏龍》外景拍攝場地。宏村古稱弘村，位於黃山西南麓，是古黟桃花源裏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
歷經八百年的風雨滄桑，至今仍完整的保存著明清古民居 140 餘幢，面積為 30 多公頃。自然景觀與人文內涵交相輝映，是
宏村區別于其他古民居建築佈局的特色，品味極高，全村現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 140 餘幢，是中國古代依據仿生學建
造的，整個村落呈"牛"型結構佈局，"山為牛頭樹為角，橋為四蹄屋為身"，被譽為當今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的一大奇跡。
★湖邊古村落，具有濃鬱徽州傳統特色的湖邊古村落，環境的幽靜秀美。體現了"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典雅意境，再
現徽州古村落的完美形態。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無車購。

★特別安排入住：
黃山悅榕庄，下榻中國第十間悅榕庄酒店，盡收中國古典水墨畫風光美景。
西海飯店，黃山最新落成的酒店，是目前黃山山上唯一的五星酒店。
★貴賓專享品嘗：五城豆腐乾、徽州小燒餅。
★貼心贈送：黃山登山手杖、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黃山山上恕無法提供)。
【飯店介紹】
黃山：西海飯店●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有線/無線，免費)
西海飯店位於海拔 1600 米的中國黃山風景區內。坐落在丹霞峰旁，西牽西海群峰，東臨獅子峰和始信峰，是西海大峽谷的
入口處，同時也是觀賞雲海、日出日落、奇松怪石的最佳場所，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距離黃山太平索道僅 1000 米。擁有套
房、單間、標間等各類房型 180 間。飯店智慧化系統共有客房智慧控制、樓宇控制、多媒體會議等八大子系統組成，特別
是客房控制系統能夠遠端控制客房空調溫度、熱水溫度、電梯運行狀態，大大提升了服務效率和舒適度。
屯溪：國際大酒店(或同級)●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有線/無線，免費)
黃山國際大酒店由黃山旅遊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中旅集團公司共同投資興建，坐落于風景秀麗的黃山市。風景宜人，
環境幽雅，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優越；面臨新安江，背倚小華山，古樸的徽派建築風格與古老的街市風光相映成趣；距黃
山屯溪機場 4 公里，距火車站 2 公里，是中外旅客下榻的理想場所。
太平：軒轅國際大酒店(或同級)●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有線，免費)
黃山軒轅國際大酒店是距離黃山風景區最近的五星級酒店，酒店由中國黃山旅遊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全額投資興建。酒店擁
有絕佳的地理位置，酒店位於黃山北麓，是距離黃山風景區最近的五星級酒店，距黃山南/北大門約 25 分鐘車程，距太平
湖約 30 分鐘車程，距離九華山約 1 小時車 程。典雅的設計，融合了徽派建築風格和現代建築設計，盡顯豪華與尊貴。擁
有各類客房 267 間套，房內配有免費高速寬頻和獨立的洗浴設施。
★【報名需知】
※凡團型出現【PAK】聯營出團 或 機位數不足 10 位 或 【可候補】，表示須向聯營中心 或 航空公司需求機位，東南並無
實際機位，需待回覆，敬請知悉，謝謝。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寧波～(車程 5 小時)屯溪～黎陽 IN 巷～屯溪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高雄小港國際機場，並以電話與我們領隊或機場服務人員報到，由我們為您準備登
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寧波。
黎陽 IN 巷：依託豐富的黃山旅遊資源，設計規劃的大型旅遊商業服務綜合體，專案主要有三條街區構成，分別是濱江酒吧
休閒街區、特色美食街區及徽文化體驗街區(黎陽老街);項目採用“保護、移植、創新”手法，以實現“升級黃山旅遊”。
【食】早餐：機上簡餐午餐：中式合菜(RMB.50/人)晚餐：屯溪風味(RMB.50/人)
【住】屯溪國際大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屯溪～黃山(雲谷纜車上)～始信峰～北海景區～飛來石～光明頂～黃山
黃山遊覽路線參考：雲谷纜車(白鵝嶺站)－（路程 20 分鐘）始信峰－（路程 20 分鐘）北海景區－（路程 40 分鐘）飛來石
－（路程 30 分鐘）光明頂－（路程 20 分鐘）酒店。
始信峰，彙聚了許多黃山名松，如：接引松、黑虎松、連理松、龍爪松、臥龍松、探海松等。石筍峰、上升峰左右陪襯，
成鼎足之勢，峰巔有渡仙橋，橋畔石隙有狀似接引仙人渡橋的接引松。石筍峰上可觀賞眾多奇石。其中：石筍矼號稱《黃
山第一奇觀》；《十八羅漢朝南海》惟妙惟肖，引人入勝。
峰頂有一平臺，古代文人雅士常登峰攬景，吟詩作畫，飲酒撫琴，故有琴台之稱。始信峰的特點是巧石爭妍、奇松林立、

三面臨空、懸崖千丈、雲蒸霞蔚、風姿獨秀。相傳，明代黃習遠自雲穀寺遊至此峰，如入畫境，似幻而真，方信黃山風景
奇絕，便題名《始信》。
北海景區，是一片海拔在 1600 米左右的高山開闊區域，面積 1316 公頃。北海景區以峰為體，彙集了峰、石、塢、台、
松、雲奇景，天工的奇妙佈局，琉璃色彩變幻，構成一幅幅偉、奇、幻、險的天然畫卷，是黃山的風景窗。北海景區是黃
山最重要的景區，這裏集合了黃山的四絕勝景，是遊客絕對不能錯過的景區。這裡的主要景觀包括：夢筆生花、筆架峰、
駱駝峰、上升峰、飛來鐘、姜太公釣魚等。
飛來石，高 12 米、寬 8 米、厚 1.5－2.5 米，重約 360 噸，形態奇特，此巨石豎立於一塊平坦岩石上，另人驚嘆不已，遊
人站在平臺邊緣上憑欄覽勝對面的《雙剪峰》及《雙筍峰》，就像一幅潑墨的山水畫。
光明頂，海拔高 1840 米，是黃山的第二高峰，其山頂高闊而平坦，前山和後山以此為界，站在光明頂可以統觀東海、南
海、西海、北海及天海，真可謂五海煙雲盡收眼底。故民諺說《不到光明頂，不見黃山景》。
註 1：山上遊覽以緩步為宜不可過速，一定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邊走邊看比較危險。
註 2：黃山山上無法攜帶托運行李，僅能攜帶隨身行李，因此需準備雙肩背包，放置輕便換洗衣物及隨身物品。大件行李寄
存，酒店將收取寄存小費，每件行李 10RMB/件，敬請旅客注意！
註 3：黃山山上景區範圍廣大，所包含景點眾多，由於山上無任何交通工具，完全需靠旅客步行到達每個景點及飯店，因此
所能欣賞到的景點需視旅客腳程及體力而定，若旅客有體力上的考量，亦可選擇遊覽一部份。
註 5：黃山山上所有酒店不提供衛生用品(牙膏、牙刷、梳子、浴帽等)，請您自行攜帶(個人盥洗用具及拖鞋)，以免造成您
生活上的不便。
註 6：雲谷/太平/玉屏三條登山纜車會有不定期維修狀況，團體操作順序以當時狀況為準。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RMB.70/人)晚餐：西海名人宴(RMB.170/人)
【住】黃山西海大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黃山～清涼臺～排雲亭～西海大峽谷(含單程地軌)～太平纜車下～太平
黃山遊覽路線參考：酒店－（路程 10 分鐘）清涼臺－（路程 20 分鐘）排雲亭－（路程 10 分鐘）西海大峽谷－（路程 10
分鐘）太平纜車(丹霞站)。
欣賞晨曦景緻，清涼臺是觀賞北海日出以及雲海的最佳處，故有黃山第一臺之稱。站在清涼臺還能看到眾多的巧石，如：
豬八戒吃西瓜、十八羅漢朝南海、觀音飄海等，再往上行便來到清涼峰，峰頂平坦，有一塊著名的巧石，形似猴子，名叫
《猴子觀海》。
排雲亭是西海觀賞黃山怪石、日落最理想的地方，故有"怪石陳列館"之稱。排雲亭前絕壁千丈，雲氣繚繞，也是欣賞雲海、
晚霞和奇峰幽谷的佳境。因為西海時有雲霧在山谷中升騰翻滾，撲至石亭前卻又消散，故名"排雲亭"。站在排雲亭放眼望
去，但見箭林般的峰巒，重重疊疊，每當雲霧縈繞，時隱時現，酷似大海之中的無數島嶼。
西海大峽谷走進原本只可遠觀的潑墨山水，西海大峽谷是由刀劈斧鑿般的峰林、無數尚未命名的怪石、以及許多不知名的
奇松所組成的懸崖幽谷景區，除非在山上時間充足，否則無法前往，跟其他動輒人滿為患的景區比起來，此地的環境清幽
絕對可以滿足喜愛深度之旅的黃山客。步行於高低起伏的峽谷棧道盤旋觀賞，偶然回頭遠望波瀾壯闊的峽谷雲海，以及變
幻無窮的綺麗彩霞，黃山之行再無遺珠之憾。註：山上若遇雪雨凍霜天氣，導致西海大峽谷路滑，景區為了安全起見，可
能會臨時關閉此景區(預計於 11 月底～3 月底關閉)，行程將以黃山其他景點替代，敬請見諒。
前往太平索道站搭乘纜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RMB.70/人)晚餐：軒帝宴(包廂 RMB.80/人)
【住】太平軒轅國際大酒店(5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太平～(車程約 1.5HR)黟縣～宏村～西遞～梓路寺～守拙園～悅榕庄下午茶～入住黃山悅榕庄
黟縣宏村：電影《臥虎藏龍》外景拍攝場地。宏村古稱《弘村》，位於中國安徽省南部黃山西南麓，是一座有著大量明清
時期歷史建築的古村落，至今仍完整的保存著明清古民居 140 餘幢，面積為 30 多公頃。自然景觀與人文內涵交相輝映，是
宏村區別於其他古民居建築佈局的特色，品味極高，全村現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 140 餘幢.是中國古代依據仿生學建造
的，村中還構建完善的水系和頗具特色的《牛》形佈局，是徽州民居的典型代表。宏村則是保存最完整的牛形古建築，全
村分為牛腸～清泉、牛胃～月塘、牛肚～南湖、南湖書院等。
西遞：始建於公元 11 世紀的宋朝的元祐年間，由於河水向西流經這個村莊，原來稱為西川，因在村西古有驛站，稱鋪遞

所，故而得名西遞，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稱。
西遞村中一條主道貫穿東西，與其兩側各一條與之平行的街道一起穿過很多窄巷，構成東向為主、向南北延伸的村落街
巷，村中街巷大多沿溪而設均用青石鋪地。在敬愛堂、追慕堂、胡文光刺史牌坊等公共建築之前有小廣場。現今保留下的
古民居從整體上保留下明、清徽派民居村落的基本面貌和特徵，主要包括古民居 124 幢，祠堂 3 幢等保護完好的明清古建
築群，大多數民居都對公眾開放。
梓路寺：位於安徽黃山市黟縣，隸屬古徽州轄地，毗鄰震旦中國第一名山，世界自然、人文雙遺產黃山景區。寺院坐落於
《中國畫裏的鄉村》世界文化遺產地宏村東北 3 公里的梓嶺山麓，背靠象鼻峰，前倚奇墅湖三千畝水面，山明水秀，風光
如畫，元氣融結。
守拙園：是古建築“異地搬遷”保護利用模式的典型代表，于 2013 年 4 月啟動，計畫投資 1 億元，規劃占地 84.9 畝，主要依
託對陶淵明文化研究、展示及衍生產業打造，在陶氏後裔居住地建設陶淵明文化展示區、陶淵明故居生活展示區、桃源文
化研究中心和管理區等四大功能區，打造集陶文化研究、休閒養生、非遺展示、旅遊觀光為一體的綜合性旅遊新業態。再
現陶淵明時代生產生活場景，在滿足都市人休閒、度假、尋幽訪古及鄉村養生需求。守拙園所在的陶村（赤嶺村）為東晉
著名詩人陶淵明次子陶俟之後裔陶庚四遷居地。村中至今仍保留大量歷史古跡和文化遺址，如保存完整的《陶氏宗譜》、
陶氏祖塋、陶家池塘、陶嶺古驛道、陶氏宗祠等。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桃藝私房菜(包廂 RMB.50/人)晚餐：中坤國際酒店內用(RMB.80/人)
【住】黟縣黃山悅榕庄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黟縣～(車程約 1HR)屯溪～湖邊古村落～徽州照璧～徽州文化藝術館～(車程約 3H)杭州
湖邊古村落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湖邊村，是《新安十景》之一。具有濃鬱徽州傳統特色的湖邊古村落。總建築面積
11000 平方米。古村落的承襲徽州古村落的設計理念，重視人與環境的和諧，生活空間的合理佈局，環境的幽靜秀美。體
現：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典雅意境，再現徽州古村落的完美形態。
徽州照壁徽州歷史悠久，人才輩出，徽文化是中國大陸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為深入挖掘、形象展示、傳承弘揚底蘊深厚的
徽州傳統文化和濃郁的古徽州地方特色，在這裏設置了下沉式廣場，廣場面積約 4000 平方米。廣場上設計了一組大照壁，
它由中間主照壁和兩邊分列照壁三塊組成，總長為 108 米，單面面積為 800 平方米，總面積為 1600 平方米，是迄今為止
中國最大的徽派照壁。
徽州文化藝術館：讓人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認識徽州文化。在原徽州地區博物館的基礎上建成的，原館址設在屯溪老街。多
年來，本館堅持社會效益第一的原則，面向全社會開放，充分發揮博物館的社會功能。曾經舉辦過《古近代畫展》、《徽
州古楹聯展》、《臺北江兆申先生畫展》、《黃賓虹書畫珍品展》等文物專題展覽，同時開展了多次國內外學術交流。現
有固定專題陳列《新安畫派書畫展》和《徽州三雕藝術陳列》。
註：徽州文化藝術館館內的自營小賣店，提供紀念商品銷售，非購物站，特此說明！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RMB.50/人)晚餐：杭州風味(RMB.50/人)
【住】杭州兩岸國際大酒店 或 馬可波羅花園酒店 或 梅子青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杭州～漫步西湖～淨慈寺(南屏晚鐘)～玉皇山+八卦田～南宋官窯博物館～京杭大運河～香積
寺～明清河坊街～機場／高雄
漫步西湖：西子湖是坐落杭州城西的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三面環山，一面瀕市，湖體輪廓近似橢圓形，面積 6.03 平方公
里，湖面上有白、蘇二堤，將湖面分成外湖、裏湖、嶽湖、西裏湖、小南湖五個部分，湖中有孤山、小瀛洲、湖心亭、阮
公墩四島，環湖山巒迭翠，花木繁茂。峰、岩、洞、壑之間穿插泉、池、溪、澗，青碧黛綠之中點綴樓閣亭榭、寶塔、石
窟，湖光山色，風景美如西子，被譽為《人間天堂》。
淨慈寺：又稱淨慈報恩光孝禪寺，位於浙江杭州西湖湖畔南屏山，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之一，西湖歷史上四大古刹
之一。淨慈寺初爲“慧日永明院”，爲五代十國後周顯德元年（954 年）吳越王錢謬爲永明禪師所建。北宋改爲壽寧禪院，南
宋又爲淨慈報恩光孝禪寺，簡稱淨慈寺或淨慈禪寺。被列爲禪宗五山之一。明、清以後屢毀屢建。南屏晚鐘：杭州西湖十
景之一，指南屏山下的淨慈寺的晚鐘。
八卦田：位於杭州西湖風景區東南側的玉皇山南麓，又稱“八丘田”，上面種著八種不同的莊稼，一年四季，八種莊稼呈現出
不同的顏色。在八卦田中心，有個圓圓的土墩，那就是太極圖。八卦田中有土丘、田塍、水溝排列整齊，面積約 90 餘畝。
據說這八卦田是南宋年間開闢的籍田，皇帝在此躬耕以示勸農。每逢春耕，皇帝就率文武百官到此犁田，以示對農事的尊

重，並祈禱來年五穀豐登。也有人認為這是南宋郊壇遺址，是皇帝祭天的地方。
南宋官窯博物館：位於杭州玉皇山以南烏龜山西麓，地處西湖風景區南緣，是中國第一座在古窯址基礎上建立的陶瓷專題
博物館。南宋官窯博物館陳列雅致、內涵豐富、環境清幽，自建成以來全方位展示了南宋官窯的風韻與特色，既突出官窯
的歷史、工藝和美學價值 ,又充分反映官窯與南宋宮廷文化及社會習俗的密切相關性。對弘揚中華陶瓷文化，普及陶瓷知
識，突顯杭州南宋故都歷史風貌起到了良好的展示和傳播作用。
註 1：南宋官窯博物館週一休館，因中國的博物館為國家所有，除原本固定休假日外會有某些特定因素不定期休館，但不會
事先對外通知，若遇此情況將無法安排參觀，敬請見諒！
註 2：南宋官窯博物館景區內自營小賣店，提供官窯紀念商品銷售，非購物站，特此說明！
京杭大運河(畫舫船遊)：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最古老的運河，與長城並稱為中國古代的兩項偉大工程。大運河南
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
水系，全長約 1794 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
大作用。京杭大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聞名於全世界，是中華民族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
香積寺始建於北宋年間，原名興福寺，北宋大中祥符年間，更名香積寺。元朝末年，香積寺被一場大火毀了，後來又重建
多次，但最終還是被災害毀掉。清朝康熙五十二年，香積寺內建了兩座寶塔。1963 年雙塔列為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8
年東塔被毀，僅存西塔。它曾是大運河湖墅地區著名的寺廟。當年大運河上船隻往來繁忙，是杭嘉湖一帶佛教信徒從運河
到靈隱、天竺朝山進香的必經地，在運河及杭州佛教界擁有很高地位。
明清河坊街：自古是杭州的繁華地段。河坊街新宮橋以東，是南宋時期宋高宗寢宮─德壽宮遺址。南宋時被封為清河郡王的
張俊住宅就在當時稱之為禦街的太平巷，故這一帶被命名為清河坊。全長 460 米的河坊街是杭州目前保留和開發較完整的
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市井民俗風情的歷史老街。
專車前往杭州蕭山機場，揮別為期六日的黃山江南之旅，搭機返臺。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杭州本幫風味(RMB.50/人)晚餐：中式合菜(RMB.50/人)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本行程注意事項：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貼心說明：
1. 以上行程順序可能因天侯、交通航班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
2. 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孩亦同。
3.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70 歲以上老人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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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錢另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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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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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沒有自然單間，整團包團的團體，即使是領隊單人房，也需補單人
房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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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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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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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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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地區素食飲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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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素食旅客前往中國旅遊，可準
備常用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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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自助式之餐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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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