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3

和諧號～澳門.珠海.桂林陽朔豪華 6 日(五星灕瀑+無購物無自費+印象劉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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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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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LSNA805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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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醒：因目前內陸段動車均為實名制且為網路訂位，並需入正確台胞證號及效期，請提早一個月前辦理台胞證，以
方便後續作業。】【重要通知：2018/02/01 起訂購內陸段動車皆需附上有效台胞證之影本，敬請旅客提早辦理好台胞證，
謝謝。】
★特別安排【船遊灕江（楊堤-冠岩）】可觀賞到灕江之上的三處勝景奇觀秀山壁畫、半邊奇渡、張果老倒騎毛驢等，藉以
領略“江似青籮帶，山如碧玉簪“的灕江秀麗風光，品味兩岸秀麗山河所勾勒成的山水美卷…。
★特別安排觀賞【印象劉三姐大型實景秀】
由國際知名導演張藝謀斥資約三十億台幣，在陽朔創造一個由自然山水所構成的舞臺，搭配燈光音響及舞者曼妙的舞姿，
駕著竹筏在水面上舞動，第一幕出場的演出人數竟高達 600 多人，演出空間超過兩公里的水面與陸地，時空的交會營造出
一種，結合霧－雨－雲融合的神奇魅力，觀賞場地可容納將近 5000 人次。
※印象劉三姐若因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停演，將以現場退費方式，敬請見諒!!
★【諸岩之冠-冠岩】(含洞內電梯、小火車)+地下河夢幻浮橋+單程滑道車
冠岩外形象一頂古代皇帝的紫金冠，呈半園形，拔地而起，因此得名“冠岩”。洞內景區奇偉，從古至今吸引不少文人雅士探
幽觀賞。冠岩岩洞是一個三層的水洞旱洞相連的奇特地下溶洞，在冠岩上有電梯墜入瑤池，中有火車穿越峽穀，下有木舟
輕泛暗河，出洞有滑道觀景。冠岩岩洞內景觀各異，靜者幽深寥寂，千姿百態，動者洶湧澎湃，氣勢恢弘，海陸空立體多
方位暢遊其間，神妙之處莫可言喻。冠岩憑藉多樣化的立體觀光方式榮獲吉尼斯世界紀錄--觀光方式最多的岩洞。
★【世界溶洞奇觀～銀子岩】
銀子岩景區位於桂林市荔浦縣，景區宛如一個巨大的天然盆景，四周群山環抱，千畝桃林錯落其間，古寨依山而座，雞犬
相聞；田園風光，絕壁攀岩，湖光山色，美不勝收，有“詩境家園典範”之美稱。銀子岩貫穿十二座山峰，以“雄、奇、幽、
美”著稱。洞內幽幽森森、迂回曲折，彙集了不同地質年代發育生長的鐘乳石，閃閃發光，像銀子似鑽石、晶瑩剔透，潔白
無暇，在燈光的照射下，宛如夜空的銀河傾斜而下，被岩溶專家譽為“世界溶洞奇觀”。

桂林 ★★★★★灕江大瀑布飯店
地處桂林市中心“江山會景處”，與秀麗的灕江，碧波蕩漾的杉湖，城徽象鼻山，桂林的客廳——中心廣場，繁華的正陽步行
街親密接觸。出則繁華，入則寧靜，商務休閒，相得益彰。飯店獨有的“九天銀河”大型人造瀑布，上部寬 72 米、下部寬 75
米、落水高度達 45 米，是來桂遊客必看夜景之一，已經列入大世界基尼斯記錄。
陽朔 準★★★★★維也納酒店
維也納酒店毗鄰世界聞名的陽朔西街，交通便利，環境優美。酒店擁有豪華客房 218 間，全部按國家五星級標準裝修設
計，是一所獨特尊貴的商務和旅遊型高檔豪華酒店。酒店設施設備齊全，二樓多功能會議廳可容納 150 人；金匯 KTV 包房
23 間；一樓餐廳提供 360 人的團餐和自助早餐！酒店於 2013 年 12 月 27 日重裝開業！
★全程豪華高餐標美食 40~55 人民幣(非一般 20~30 餐標)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不上攝影★
※貼心說明：導遊推薦當地土特產試吃試用給貴賓當伴手禮，自由選購不強迫購買。
★好禮相送：每天每人一瓶礦泉水
■貼心資訊：A.桂林旅遊局官網 ; B.桂林天氣預報

銀子岩風景區
景區集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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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了下洞、大廳、上洞三部、繪集了不同年代發育生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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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元珍珠等。

陽朔-維也納酒店(廣西店) 2013 年 6 月開業 -- 特別入住採現代風格裝潢，新穎寬敞的雙人房
由維也納集團投資管理的維也納酒店擁有豪華客房 218 間，全部按國家五星級標準裝修設計，是一所獨特
尊貴的商務和旅遊型高檔豪華酒店。酒店設施設備齊全，二樓多功能會議廳可容納 150 人；西湖樓中餐廳
11 間豪華廳房可同時容納 190 人用餐；金彙 KTV 包房 23 間；一樓餐廳提供 360 人的團餐和自助早餐；還
配有小商場和古玩店；免費的大型地上地下停車場等，酒店於 2013 年 6 月 1 日重裝開業，紳士般品位 淑
女般親切！

桂林 HTL-五星-灕江大瀑布酒店
定時外牆瀑布表演不可錯過

絕佳的地理位置，讓您步行即可逛桂林當地最熱鬧的商店街，加上

飯 店獨有的“九天銀河”大型人造瀑布，上部寬 72 米、下部寬 75 米、落水高度達 45 米，是來桂游客必看夜

景之一，已經列入大世界基尼斯記錄。各類客房 652 間。典雅大氣的風格，清新自然的色調、人性化的細
節關注，綠色健康的環保用材，數碼 e 放隨時網上，給每位客人尊貴舒適的體驗。
會展商務設施先進完備。多功能廳可容納 500 人就餐 600 人開會，內配六聲道同聲傳譯系統，另有三間分
會場兩間會見廳，不同類型的會議室，滿足不同需求。
飯店是廣西首批全國“金葉”級綠色旅游飯店，開業以來屢獲殊榮。實惠的價格，優質的服務，超值的享受，
無論觀光旅游還是商務發展，桂林漓江大瀑布飯店都會是您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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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高雄／澳門(兩關一檢)－珠海【中山故居+翠亨村】－廣州(和諧號-武廣鐵路)－「車程
約 2.5 小時」桂林
今日搭機前往澳門，午餐後，前往武廣鐵路客運搭乘『和諧號動車』前往桂林。
※如遇特殊狀況或其它不可抗力之因素以致於無法兩關一檢，則改為正常程序通關！敬請知悉！

【重要提醒:因目前內陸段動車均為實名制且為網路訂位，需入正確台胞證號及效期，請提早辦理台胞證，以方便後續作
業。】
◎【中山故居】是以孫中山故居為主體的紀念性博物館，坐落於廣東省中山市翠亨村，在中山市區東南方 17.6 公里處，廣
(州)珠(海)公路主幹道旁。北距廣州約 100 公里，南距澳門約 30 公里，隔珠江口水域與深圳、香港相望，陸地與珠海市毗
鄰。翠亨村傍山瀕海，氣候宜人。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優美的自然環境使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置身於林木蔥蘢、鳥語花香之
中。
◎【桂林】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東北部，是中國著名的風景遊覽城市和歷史文化名城，享有山水甲天下之美譽。以桂林
市爲中心，包含周圍十二個縣，有浩瀚蒼翠的原始森林，雄奇險峻的峰巒幽谷，激流奔騰的溪泉瀑布，天下奇絕的高山梯
田，有壯、瑤、苗、侗、仫佬、毛南等十多個少數民族。它是一個美麗的山城有著秀麗的自然風光及豐富的人文資源，山
青水秀、洞奇石美、自然天成，得天獨厚。
【食】早餐：X 午餐：名家私房宴 40 晚餐：澳門酒家 40
【住】★★★★★灕江大瀑布酒店／大公館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桂林「車程約 1.5 小時」－冠岩景區【冠岩(含洞內電梯、小火車)+地下河夢幻浮橋+單程滑道
車】－灕江精華游(冠岩碼頭上-楊堤碼頭下)－「車程約 1 小時」世外桃源－陽朔【印象劉三姐大型實
景秀(VIP 座)、夜遊洋人西街】
◎【冠岩景區】冠岩由於其山形如帝王紫金冠而的名,它是一個巨型的地下河洞穴,全長 12 公里,發源于桂林東 面的海洋山。
目前,已開發靠近灕江的一段,有地下河和旱洞兩部分,長約三公里。
◎【灕江精華遊】冠岩是一個風光秀麗的鄉鎮，這裏群峰環抱，依水穿流，田園似錦，江山如畫，到處都是詠不盡的詩，
作不完的畫。人們常讚美：春困時、秋北京、夜上海、雨桂林，煙雨灕江是灕江最美的景色，楊堤是欣賞灕江煙雨的最佳
地段。
◎【世外桃源】乘小機動船遊覽，沿途欣賞美景及觀賞山寨等活動，滿山遍野的綠草、山花、溶洞、木樓，以及風雨橋，
和漂流在翠竹之隙的歌謠，讓您錯以為走入傳說中的世外桃源。
★【印象．劉三姐(VIP 座)】欣賞國內最大規模的環境藝術燈光工程及煙霧效果工程，大型實景演出，著名導演張藝謀擔任
總導演。讓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交相輝，利用山峰隱現、水鏡倒影、竹林輕吟、煙雨點綴等漓江四季景觀，創造出如詩如
夢的視覺效果，營造出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
※印象劉三姐若因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停演，將以現場退費方式，敬請見諒!!
◎【洋人西街】不到一公里的陽朔西街，位於縣城中心，全長 517 米，寬 8 米，大理石路面，呈彎曲的 S 形，房屋建築古
色古香，地方特色濃厚。薈翠各種旅遊紀念品、小吃於街市。其充滿了異國情調的夜景更是風情萬種，風俗濃郁。
【食】早餐：酒店內自助早午餐：阿甘酒家 40 晚餐：啤酒魚風味 40
【住】準★★★★★維也納酒店或／碧玉國際酒店／新西街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陽朔－「車程約 30 分鐘」銀子岩景區－「車程約 1 小時」遇龍河漂流+魚鷹補魚－陽朔
◎【銀子岩風景區】其景區集自然、人文景觀於一體，岩內洞府分水陸兩層，特色景點數十個，其中“廣寒深宮”、“金銀群
塔”、“雪山飛瀑”…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岩中暗河潛山蜿蜒而來，迂迴曲折、神秘幽深，河水清澈、游魚可數，銀子岩景觀
以雄、奇、幽、美獨領風騷。
◎【遇龍河】遇龍河是一條美麗的河流，遇龍河素有“小灕江”之稱， 常年水質清澈，水流緩緩。遇龍河兩岸山峰清秀迤
邐，連綿起伏，形態萬千，江岸綠草如茵，翠竹蔥鬱，樹木繁蔭。遇龍河的水如同綠色的翡翠，清澈透亮，魚兒閒遊，水
筏飄搖，一一可見。
【食】早餐：酒店內自助早午餐：芋頭宴 40 晚餐：野菌風味 40
【住】準★★★★★維也納酒店或／碧玉國際酒店／新西街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陽朔－「車程約 1.5 小時」桂林【堯山含纜車上下、七星公園(桂海碑林+駱駝峰)、車遊兩江
四湖、榕杉湖景區(黃庭堅系舟處+古南門、唐景崧銅像、玻璃橋外觀)、日月雙塔(外觀)】
◎【堯山「纜車來回」】是桂林東郊唯一較大的土山，也是桂林最高峰，可搭乘 1.4 公里空中纜車觀賞桂林市景及漓江風
光。極目四望，山前水田如鏡，村舍如在畫中，千峰環野綠，一水抱城流的桂林美景盡收眼底，峰海山濤，雲水煙雨的桂
林山水就如同一個個盆景展現眼前。
※堯山纜車：全長 1416.18 米，高差是 423.3 米，設雙人吊椅和吊廂 175 個，上站位於山頂電視發射臺附近，下站位於王
陵旁，索道單向運行時間 20 分，來回一共需耗費四十分鐘的旅程。
註：若因維修或天候等因素，影響纜車無法正常營運，為確保旅客安全，將改成【電瓶車來回】替代，造成不便請見諒。
【七星公園(桂海碑林＋駱駝峰)】七星景區由普陀山的天樞、天璿、天璣、天權四峰與月牙山的玉衡、開陽、瑤光三峰組
成。北四峰象鬥魁，南三峰象斗柄，七峰並峙，幾乎在同一平面，排列佈局猶如北斗七星，故而統稱為七星山，景區也因
此而得名。景區具有典型的岩溶地貌景觀，集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四絕於一體。主要景觀有七星岩、花橋、普陀山、駝
峰、月牙山以及桂海碑林等，是人們的必遊地。景區也蘊藏著豐厚的歷史人文景觀。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就成為遊覽勝
地。歷史上形成了“北斗七星”、“棲霞真境”、“月牙虹影”、“駝峰赤霞”、“龍隱奇跡”等名勝。摩崖碑碣有 500 多件，為山水增
添了歷史文化的光彩。
◎【車游兩江四湖】灕江、桃花江、木龍湖、桂湖、榕湖、杉湖，謂之「兩江四湖」構成了環城風景帶，3 個主題景區。遊
賞兩江四湖，可觀襟江接湖、飛湍瀑流、七峰倒影、清波拍岸、芳草繽紛、佳木繁蔭，座座新橋，景趣相容，各呈異彩，
樓亭臺榭，錯落有致，相交輝映，更有船閘濟舟，山環水繞，名勝盡覽。為甲天下之桂林山水錦上添花，令中外遊客流連
忘返。
◎【榕杉湖景區】榕杉湖景區在環城水系中最能體現「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山水城格局。規劃分為二個子景區：池杉
落霞、榕湖春曉。古南門、古榕等共同構成榕杉湖景區的高潮景區"榕湖春曉"。榕湖北有榕蔭亭、"黃庭堅係舟處"記錄了這
位著名詩人 800 多年前 南謫的行蹤。
◎【古南門】位於桂林市榕湖北岸。是宋代桂林城南門，為宋代景定三年至五年間(1262 年～1264 年)朱祀孫主持建造，時
稱為威德門。上刻“古南門”三個字，為郭沫若所書。昔時城門上，生長一株古榕樹，樹根沿城牆盤錯而下，因此，又叫榕樹
門，城門樓叫榕樹樓。城門上的古榕樹，早已不存在了，湖畔的千年古榕樹，依舊枝葉婆娑，濃蔭灑綠。盛夏時節，榕蔭
涼風習習。“榕城古蔭”為桂林續八景之一。
◎【黃庭堅系舟處】黃庭堅系舟處位於桂林市榕湖北岸，古南門西側的繫舟亭下。 由繫舟亭、石船、詩碑、書藝長河（即
亭前的流水詩刻，玻璃鋼碑上鐫刻的是黃庭堅書寫的顏延之的“五君詠”）組成，是一處文化含量很高的景點。黃庭堅，北宋
詩人、書法家，因寫《荊州承天院塔記》，其中某些詞語為朝中權奸蔡卞、章惇所不容，被扣上“幸災謗國”的罪名，除名羈
管廣西宜州，於崇寧三年(1104 年)途經桂林，在南門外榕溪(今榕湖)北岸榕樹下系舟。並寫下著名的《到桂州》詩：“桂嶺
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
◎【唐景崧銅像】唐景崧同治四年（1865）進士，接吏部候補主事，任小京官 18 年，鬱鬱不得志。光緒八年（1882）法
國侵略越南北圻。上折言越事，自請赴越南聯絡黑旗軍抗法。奔走於順化、保勝、山西、北寧間，為劉永福策謀。團結各
方抗法，參與河內、山西兩戰。1884 年冬，得粵督張之洞支持，成立景軍，開赴西線和滇軍圍攻宣光，不克。中法戰爭後
調福建臺灣道，旋升臺灣布政使，署理臺灣巡撫。1895 年清朝割棄臺灣，臺灣軍民成立民主國，推唐為大總統領導抗日。
◎【玻璃橋(外觀)】位於廣西桂林市區內榕杉湖景區榕湖上，是中國第一座採用特種水晶玻璃承座體系的實用性橋樑，橋長
22.4 米，橋寬 2.64 米，橋平直，下有四孔，中段有互頂，整座橋都是由水晶玻璃製成。 白天，整座橋晶瑩剔透，和湖面
倒影呼應，與周圍的景致相襯托。
◎【日月雙塔公園(外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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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酒店內自助早午餐：曾三風味 40 晚餐：灕瀑合菜 50
【住】★★★★★灕江大瀑布酒店／大公館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桂林【訾洲公園(象鼻山觀景平台+單程電瓶車)、伏波山】－(和諧號-武廣鐵路)「車程約 2.5
小時」－廣州(珠海)
◎【訾州公園(含單程電瓶車)】這是一個集生態、休閒、運動、文化為一體的開放性生態公園，它與桂林的城徽，著名景點
象鼻山隔岸相望。大詩人柳宗元也稱讚其為桂林一大名勝，羡慕訾洲之景色，寫下了《紫家州亭記》一文，稱“桂山多靈
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贊訾洲美景“勝甲天下” 。
◎【象鼻山】是桂林山水的代表，桂林城的象徵，因整個山形酷似一頭駐足灕江邊臨流飲水的大象而得名，簡稱象山。象
山海拔 220 米，長 108 米，寬 100 米。高出水面 55 米，由 3.6 億年前海底沉積的純石灰岩組成。

◎【伏波山】灕江邊上一座孤傲挺拔的絕秀山峰，半枕陸地、半插灕江，被譽為「灕江保護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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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酒店內自助早午餐：火鍋風味 50 晚餐：燒鵝風味 40
【住】金棕櫚酒店／君怡國際酒店／寶冠假日酒店／城市中心酒店／鳳凰谷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珠海【石景山公園(含纜車)、園明新園+福海遊船】－(橫琴關或拱北關)澳門【大三巴牌坊、議
事亭、民政總署、盧家大屋、官也老街、威尼斯人渡假村】／高雄
◎【石景山公園（含登山纜車）】石景山公園依山傍水面海，風景精緻迷人，是珠海市區內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十
分優良的公園，是集觀賞石景，登高望遠，兒童遊樂，體育極限遠動和娛樂高科技成果展示為一體的花園式公園。
◎【圓明新園】圓明新園于公元一九九七年二月二日正式建成並開放，它坐落于珠海九洲大道石林山下，佔地面積為１.３
９平方公裏，以北京圓明園為原稿，按１：１比例精選圓明園四十景中的十八景修建而成，投資６億元人民幣，是中國首
批４Ａ級景區之一。它以其濃厚的清文化、精雅別致的亭、臺、樓、閣和氣勢磅薄的大型舞蹈表演吸引了無數國內外遊
客。
★【大三巴牌坊】是聖保祿教堂的前壁遺跡，澳門著名的名勝。教堂原本由一名義大利籍耶穌會神父設計，以日本工匠鬼
斧神工的技術協助建成。1602 年奠基，1637 全部竣工，教堂前一段長石階則於稍後完成。當年的聖保祿教堂建築，糅合
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與東方建築的風格而成，中西合璧、雕刻精細。務求使遊客突破地域界限，體驗不同地區的感受。
★【議事亭】由當年來自葡萄牙偉大水手所建設而成的歷史舊城區，2005 年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成
為全世界人類共同的珍寶列為保護。炮臺上的聖母雪地殿聖堂建於 1626 年。在最近的修葺中，在教堂內發現了華南地區罕
見的壁畫。這些壁畫糅合了中西文化的特色，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民政總署】俗稱議事亭、市政廳，曾稱市政廳大樓、臨時澳門市政局大樓等名稱；建築物位於澳門亞美打利比盧大馬
路（即新馬路）163 號；大樓曾作為澳門議事公局（又稱議事公局、議事會）及市政機構的辦公場所。
★【盧家大屋】又稱金玉堂，位於大堂巷七號，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 年）落成，澳門二十世紀初商人盧華紹（盧九）住
宅（其私家花園盧廉若公園為澳門名勝之一）。
★【官也老街】在此你可自行前往購買澳門著名(豬扒包)，每日限量供應。在官也街，你會被從餅店裡飄溢出的、新出爐的
餅香所吸引。有不少餅店已經營了數代。本地許多餅店都出售各種美味的糖果和糕餅，遊客非常喜歡將這些「地道澳門風
味」帶回家作手信。
★【威尼斯人渡假村】斥資二十四億美元，也吸引全球賭客。號稱擁有將水都『威尼斯』搬到澳門的大手筆，是這家金沙
尼斯人渡假村、全世界最大賭城的賣點之一，『威尼斯人渡假村』是美國金沙集團大規模投資亞洲賭博市場的壯舉之一，
這項名為『金光大道』的投資計畫，第一期的重點就是威尼斯人渡假村，耗資二十四億美元，相當台幣七百九十二億，總
共有三千間套房及三百五十間國際名品精品店進駐，是區內首屈一指的購物天地，為世界各地遊客帶來難忘的休閒購物新
體驗。
※之後前往機場搭機返高雄，結束這趟愉快的旅程。
【食】早餐：酒店內自助早午餐：海鮮風味 40 晚餐：機上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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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說明：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25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本行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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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絕不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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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來代表，如造成困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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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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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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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