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美北疆〜 

喀納斯、禾木村、那拉提、薰衣草莊園、巴音布魯克深度 11 日 

★VIP 三排車★景區入住兩晚★ 

新疆的春色給人一種耳目一新感覺。這時山花遍地，綠草如茵，花的海洋與藍天

白雲、雪峰碧水、木屋叢林，構成為一幅絕美的山水畫，譜寫著阿勒泰山脈和天

山山脈春天的故事。絲絨般的草地伸向了視野窮盡處，草地上白色的蒙古包錯落

依稀，成群的牛羊馬群仿若暗黑的夜空繁星點點，羊群遊走又似天空那飄逸的雲

朵，這樣如此恬靜，如此壯美的畫面，如此宏大的草原，真是非常鮮見！它彙集

北疆精華旅遊景點：喀納斯湖、烏爾禾魔鬼城、賽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尤其加

入了風景秀麗的禾木村及巴音布魯克草原，使得遊客能夠真正一睹難得一見的美

景！ 

行程特色  

★喀納斯湖〜中國最美湖泊之一，湖水顏色變幻萬千，蒼翠的針闊混交林，芳草

萋萋。讓你如臨仙境。 

★三道灣〜那裏是喀納斯湖最深處，是傳說中“湖怪”出沒的地方，坐在船上看兩

岸，感受的確又有不同 



★薰衣草莊園〜有多種花卉構成的七彩花田及田間浪漫的雕塑造型，是附近拍攝

花田最好的地方。 

★那拉提大草原〜草原遊歷有“空中草原”美譽的，是世界四大河谷草原之一，讓

您畢生難忘。 



★世界自然遺產地〜巴音布魯克，泉源豐富、鳥類的天堂、攝影家天地、天鵝的

故鄉 

★國際大巴紮〜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大巴紮;是新疆旅遊業產品的彙集地和展示中

心。 

★賽里木湖~背靠雪山，湖邊是廣闊草原，湖水清澈蔚藍，風景絕美、西來之異

境、世外之靈壤。 

★攝影家的天堂禾木村〜原木壘起的木屋散佈村中，炊煙冉冉升起，形成夢幻般

的煙霧帶，勝似仙境。 



 

好康贈禮: 

▲每人一幅地圖，讓您更瞭解新疆。 

▲每日兩瓶礦泉水，適時補充您的水分。 

▲新疆乾果小三樣(無花果、紅棗、葡萄乾) 

 

食尚讚住: 

◆特別安排品嘗【西域傳統美食】 

新疆烤全羊風味(包兩瓶新疆地產西域葡萄酒)。 

海然巴格內品嘗地道的西域美食，體驗維吾爾文化。 

◆喀納斯湖景區:入住鑒苑山莊或友誼山莊或一道灣山莊 

景區內飯店如被政府或會議徵收而無法取得，則退飯店價差 NT500/人，敬請見諒！ 

購物安排:★無購物站安排 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航班時間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06/03(日)  CI563  台北(桃園)  烏魯木齊 16:10 22:30 

06/12(二) CI564 烏魯木齊 台北(桃園)  23:55 05:35+1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  TPE/URC CI563 

16:10~22:30  

【烏魯木齊】：古準噶爾蒙古語意“優美的牧場”，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全疆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處天山中段北麓、準噶爾盆地南緣，是世界上距海洋

最遠的城市。同時是新疆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是『古絲綢之路』



北道必經之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中國五個自治區中面積最大(占全中國面積

六分之一)、少數民族最多(共 47 族)，也是絲綢之路必遊覽城市。 

早餐：溫暖的家 /中餐：溫暖的家/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 君豪溫德姆酒店(5 星)或同級  

 

第 2 天 烏魯木齊(雍大蘭花莊園)→途經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途經火燒山→北屯 

全日約 460 公里.車程約 6 小時  

【雍大蘭花莊園】：莊園占地達 400 餘畝，擁有 130 餘個品種、年產 3000 萬株

各色蘭花。打造了新疆單體面積最大的現代化智慧溫室。「蘭花嬌貴，喜濕潤，

怕暴曬。」智能溫室裡蘭花姹紫嫣紅，香草錯落分佈，濕簾、遮陽層、換氣扇多

管齊下，以確保室內溫度、濕度恒定。 

【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一條東西走向的低矮山脈。這裏地貌複雜，植被豐富，

水源充足，人跡罕到，形成了最適宜野生動物繁衍生息的“天堂”。如今，這裏保

護的主要對象--蒙古野驢已發展到 700 餘頭，鵝喉羚(黃羊)已有 1 萬餘頭。此外

野駱駝、普氏野馬、盤羊、兔猻等各種“有蹄”的珍稀野生動物，紅隼、金雕、大

鴇、沙鶏等鳥類，以及沙蜥等爬行動物，都有不同程度的繁殖增加。 

【火燒山】：火焰山因溫度高而聞名天下，而火燒山是因爲其山體顔色而聞名，

奇台縣境內的五彩灣也是因爲山體的顔色而有名的，火燒山與五彩城的不同點在

於，這裏連綿起伏的山丘不是五彩斑斕，而全是由燒結岩構成的一片赭紅色。放

眼環顧，幾乎見不到其他色彩。每逢晨昏，在朝陽或晚霞映照下，仿佛仍在熊熊

燃燒，壯麗罕見，因而得名。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大盤雞 RMB40/人  晚餐：那仁風味 RMB50/人    

住宿： 得仁山花園酒店(准 4 星) 或 湘溢海川國際酒店(准 4 星)或同級  

 

第 3 天 北屯→喀納斯自然景觀保護區(禾木村景區【含環保車】禾木觀景台、圖瓦

人部落)→禾木  全日約 340 公里.車程約 5 小時  

【喀納斯自然景觀保護區】：景區內共有三個核心景區，主要分為喀納斯湖景區、

禾木村和白哈巴景區。喀納斯湖是藏在阿勒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與東邊的

禾木村和西邊的白哈巴村構成了整個喀納斯景區的主體。與其他兩個村落的人文

景觀相比，喀納斯湖以神秘的湖怪、變換顏色的湖水和炫目的自然風光而讓人癡

迷。 



【禾木】：距中俄邊境僅 20 多公里，過去少有人注意到它，直到被《中國國家地

理雜誌》評選為中國最美鄉村之一，才引起矚目。清晨時聚落總籠罩在雲霧之中，

猶如仙境，哈薩克及圖瓦族居民，則讓遊客深刻感受文化差異，帶來的感官衝擊，

夏季還有滿山盛開野花。 

【禾木村】：它素有“中國第一村”的美稱。景色如詩畫，禾木村的標志性建築是禾

木橋，經歷了百多年喀納斯冰川溶水的衝擊，古舊而敦實。凜冽冰涼的河水和禾

木村一樣簡單而純潔，滿岸的綠色植被被水氣滋潤，疊落出厚厚而濃鬱的蔥蘢。

原木壘起的木屋散佈村中，小禾木村一角橋流水，炊煙裊裊……在群山環抱的開

闊地上，禾木村靜靜地躺著，讓人仿若置身傳說中霍比特人的家園---夏爾國。 

【禾木觀景台】：登上觀景台禾木村莊盡收眼底，雪山樺林和古老的木屋，使得

整個禾木就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畫。當太陽爬上村子東面的山頭，晨曦也跟著慢慢

散去，炊煙便一個一個地從圖瓦人居住的木屋中嫋嫋升起。 

【圖瓦人部落】：圖瓦人是我國一支古老的民族，以遊牧、狩獵為生。近四百年

來，定居喀納斯湖畔，他們勇敢強悍，善騎術、善滑雪、能歌善舞，現基本保持

著比較原始的生活方式。原木壘起的木屋、散佈村中、小橋流水、炊煙裊裊、奶

酒飄香。古樸的小村景致，像喀納斯湖一樣充滿神秘色彩。 

早餐：飯店內享用/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晚餐：飯店內享用 RMB80/人    

住宿： 禾木山莊(4 星)或美麗峰山莊(4 星)或同級  

溫馨提醒:此天進入喀納斯自然保護區需換環保車。大件行李不便攜帶。請準備小行李前往(換洗衣物

及足夠的禦寒衣物)。敬請注意！ 

第 4 天 喀納斯自然景觀保護區(喀納斯湖景區【喀納斯河、臥龍灣、月亮灣、神

仙灣、途經鴨澤湖】含區間車)    全日約 120 公里.車程約 2 小時  

【喀納斯湖景區】：蒙古語意“美麗而神秘”，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一位聯合國環

境保護官員說：“喀納斯是當今地球上最後一個沒有被開發利用的景觀資源，開發

它的價值在於證明人類過去那無比美好的棲身地。”喀納斯湖為複合冰川融匯而成，

湖面海拔 1374 米，湖長 25 公里、最深 176 米，湖周植物茂密，是魚類和水禽

棲息繁衍的理想場所。湖四周雪峰聳峙，綠坡墨林，豔花彩蝶，湖光山色，美不

勝收。 

【喀納斯河】：布林津河的主要支流，河的上源就是喀納斯湖。湖水傾瀉而下，

在山谷中蜿蜒，形成了臥龍灣、月亮灣等秀麗絕倫的水灣河灘；鴨澤湖到臥龍灣

河段，則河面寬闊，水流緩慢，河灘上綠草如茵，兩岸林木蔥郁。 

【臥龍灣】：長期沖刷河岸而形成的寬闊河灣，風光秀美，令人神往。河灣中心

恰好有一座小島，從高處看，酷似一條翼龍靜臥水中，臥龍灣以此得名。島上林

茂草深，禽鳥成群，迎面朝西望去，便是傲然矗立的波勒巴岱山，山頂積雪終年



不化，景色十分壯觀。 

【月亮灣】：是臥龍灣河曲的延伸部分，美麗靜謐的月亮灣會隨喀納斯湖水變化

而變化，確是嵌在喀納斯河上的一顆明珠。喀納斯河床在這裏形成幾個由反“S”

狀彎河曲組成的半月牙河灣，被稱之為“月亮灣”。月亮灣迂回蜿蜒於河谷間，水

面平波如鏡，在上下河灣內發育兩個酷似腳印的小心灘，很是奇特，被當地人稱

為“神仙腳印”。 

【神仙灣】：這裏的河水將森林和草地切分成一塊塊似連似斷的小島，人稱神仙

灣。它實際上就是喀納斯河在山澗低緩處形成的一片沼澤淺灘，在陽光照射下河

水流光溢彩，連樹上的葉子都隨風搖曳、閃閃發光，乍看去仿佛無數珍珠任意撒

落。加上這裏常有雲霧繚繞、超凡脫俗、如夢如幻，使人看了如臨仙境一般。 

【鴨澤湖】：由喀納斯河改道後廢棄河段--牛軛湖窪地組成，呈長形蝶狀，沿窪地

南端形成一個南北走向的寬淺湖泊，形似蝶狀的一弘碧水與沼澤濕地連為一體，

面積約 1.3 平方公里。 

早餐：飯店內享用/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晚餐：飯店內享用 RMB80/人  

住宿：鑒苑山莊(4 星)或友誼山莊(4 星)或一道灣山莊(准 4 星)或白樺林酒店(准 4

星)或同級  

 

第 5 天 喀納斯自然景觀保護區(喀納斯湖景區【觀魚亭〈含環保車〉、遊船三道灣】

含區間車)→布爾津(河堤夜市)    全日約 230 公里.車程約 4 小時  

【觀魚亭】：建于海拔 2030 米的哈拉開特(蒙古語意為駱駝峰)山頂上，與湖面的

垂直落差達 600 多米，因處於觀察“湖怪”的最佳位置，故得名觀魚亭。 

【船遊三道灣】：搭乘遊艇，由水路感受【喀那斯湖】，湖水水面會因光線、季節、

氣候變幻出不同顏色、令你嘖嘖稱奇，坐在船中，高山湖泊的風，迎面吹來更是

透心涼，使您有不同的感受。 

PS:預計五月 20 號後恢復營業，如卡停駛期間則退費 RMB60/人。敬請見諒！ 

【河堤夜市】：最著名的就是烤魚，是緊挨著布爾津的額爾齊斯河裏大大小小的

各種冷水魚，那兒魚的類別很多，有一些特別的魚，比方說“狗魚”或“五道黑”，還

有一些常見的鯉魚，還有許多叫不上名字的魚。河堤夜市不但魚多，還可以品嘗

一種名叫“格瓦斯”的飲料。這個“格瓦斯”是一個俄羅斯老太太用啤酒花、蜂蜜、糖

還有其他一些物質親手釀製的，味道很純正很甜香很誘人。 

早餐：飯店內享用/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晚餐：野蘑菇小炒 RMB50/人  

住宿：友誼峰大酒店(四星樓)或蘇通假日酒店(4 星)或同級  



第 6 天 布爾津→克拉瑪依(途經百里油田、魔鬼城【含入園車】)→烏蘇 or 奎屯 

全日約 600 公里.車程約 8 小時  

【百里油田】：一望無際的油田，密密麻麻的鑽井塔不停上下擺動著。 

【魔鬼城】：又稱烏爾禾風城。當地人蒙古人將此城稱爲“蘇魯木哈克”，哈薩克人

稱爲“沙依坦克爾西”，意爲魔鬼城。許多電影都把魔鬼城當作了外景地，比如奧

斯卡大獎影片《臥虎藏龍》。該地貌被《中國國家地理》“選美中國”活動評選爲“中

國最美的三大雅丹”第一名。 

早餐：飯店內享用/中餐：丸子湯 RMB40/人/晚餐：野蘑菇燉雞 RMB50/人 

住宿：沂疆大酒店(准 5 星)或奎屯賓館(5 星樓)或同級  

 

第 7 天 烏蘇 or奎屯→博樂(賽里木湖【含海西草原】)→伊寧(途徑果子溝高空大橋、

解憂公主薰衣草園)   全日約 290 公里.車程約 4 小時  

【賽里木湖】：古稱“淨海”，湖中群山環繞，天水相映；隆冬季節賽里木湖瑞雪飛

舞，銀裝素裹，雪湧水凝，蔥萃的蒼松與潔白的雪被交相輝映，構成一派北國林

海雪原的壯闊景色；春夏季節，湖畔廣闊的草地上，牧草如茵、黃花遍地、牛羊

如雲、牧歌悠悠、氈房點點、構成一幅充滿詩情畫意的古絲路畫卷，可以使人們

充分領略回歸自然的浪漫情懷與寒外獨特的民族文化。 

【海西草原】：位於賽里木湖西岸，是一望無際的海西草原。這裏水草茂盛，牛

羊遍野，駝馬成群。是哈薩克牧民世代繁衍生息的優良牧場。更是攝影愛好者的

天堂。 

【果子溝高空大橋】：雙塔雙索面鋼桁梁斜拉橋，該橋地上部分建設於 07 年 8 月

22 日開始澆築。橋梁全長 700 米，橋面距谷底淨高達 200 米，主塔高度分別為

209 米和 215.5 米，大橋主橋全部採用鋼桁梁結構，使用國內特殊專用橋梁鋼材

17000 噸，並採用高強螺栓連接，安裝精度控制在兩毫米以內。大橋是新疆自治

區公路第一座斜拉橋，也是國內第一座公路雙塔雙索面鋼桁梁斜拉橋。 

【解憂公主薰衣草莊園】：這裡地處天山北麓伊黎河谷，與世界薰衣草原產地法

國普羅旺斯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和土壤環境非常相似，是全世界繼法國普羅旺

斯、日本富良野之後的第三大薰衣草種植基地，是中國薰衣草主產地，有“中國薰

衣草之鄉”的美譽。景區內的“香草品種園”是目前中國唯一一個、也是薰衣草、香

草品種最多的香草植物品種景觀園。園內種植了薰衣草、神香草、薄荷、迷迭香、

香紫蘇、紫雛菊等 200 種 30 多個品系的香草植物。 

※ 此景區除薰衣草外，尚有多種花卉。如花期已過，則欣賞其他花卉，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海然巴格維吾爾風味 RMB80/人 

住宿：瑞陽皇冠酒店(准 4 星) 或隆鑫大酒店(4 星)或同級  

 

第 8 天 伊寧→那拉提草原【含區間車往返】(空中草原景區)→巴音布魯克草原【含

區間車往返】(天鵝湖自然保護區【含騎馬或馬車】、九曲十八彎【含電瓶車-上下

觀景臺】)    全日約 300 公里.車程約 6 小時  

【那拉提草原風景區】：發育在第 3 紀古洪積層上的中山地草場，東南接那拉提

高嶺，勢如屏障，西北沿鞏乃斯河上游谷地斷落，地勢大面積傾斜，山泉密佈，

溪流縱橫。緣山腳沖溝深切，河道交錯，森林茂密，莽原展緩起伏，松塔沿溝擎

柱，還有氈房點點，畜群雲移，是鞏乃斯草原的重要夏牧場。 

【空中草原景區】：傳說成吉思汗西征時，有一支蒙古軍隊由天山深處向伊犁進

發，時值春日，山中卻是風雪彌漫，饑餓和寒冷使這支軍隊疲乏不堪，不想翻過

山嶺，眼前卻是一片繁花織錦的莽莽草原，泉眼密佈，流水淙淙，猶如進入了另

一個世界，這時雲開日出，夕陽如血，人們不由的大叫“那拉提(有太陽)，那拉提”

於是留下了這個地名。那拉提草原位於那拉提山北坡，是發育在第三紀古洪積層

上的中山地草原。東南接那拉提高嶺，勢如屏障，西北沿鞏乃斯河上游谷地斷落，

地勢大面積傾斜，山泉密佈，溪流縱橫。那拉提草原主要為亞高山草甸，由茂盛

而絢麗的中生雜草與禾草構成，爲糙蘇、羽衣草群系。其他主要植物爲小米草、

婆婆納、金蓮花、蔥、異燕麥、假水蘇和龍膽等。原每年 6 月之後，大群的牲畜

轉入，進入草原的黃金季節，草原人的各種集會多在此舉行。 

【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僅次於內蒙鄂爾多斯的全國二大草原，面積 22000 平方

公里。是天山南麓最豐腴的夏牧場。“巴音布魯克”在蒙古語中有”富饒之泉”的意思。

這裡幅員遼闊、水草豐美，一望無際碧綠的草原，令人陶醉。四周爲雪山環抱，

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業基地之一，水源補給以冰雪溶水和降雨混合爲主，部分地

區有地下水補給，形成了大量的沼澤草地和湖泊。遠在 2600 年前，這裡即有姑

師人活動。《中國國家地理》評爲中國最美六大沼澤濕地之一。 

【天鵝湖自然保護區】：由眾多相通的小湖組成的湖沼地。每年 4 月前後，大天

鵝、小天鵝、疣鼻天鵝、雁鷗等珍禽鳥類陸續從南方飛回到這裏繁衍生息，陽光

下，天鵝、湖水、山峰、雲影融成一片極爲壯觀的景致。區內建有觀鳥台供遊人

登高觀賞鳥類。中國惟一的天鵝自然保護區就坐落在大草原中。天鵝湖，一個充

滿詩畫情趣的美妙名字，令人神往。這裡海拔近 3000 米，是高山濕地湖泊，四

周連綿的雪嶺冰峰，構成了天鵝湖的天然屏障。泉水、溪流和雪水匯入湖中，水

草豐美，飼料富足，氣候涼爽而濕潤，非常適宜於多種水鳥尤其是天鵝的繁衍生

息。 

【九曲十八彎】：緩緩流過的南疆母親河--開都河在此駐足陶醉，戀戀不捨離去，



鬼斧神工般造就了神奇的九曲十八彎，夕陽倒映，九隻太陽蕩漾其間，落日的餘

輝散發出萬道金光，調皮的天鵝時而逐浪于碧水，時而翱翔於藍天，它們不遠萬

裏，來此繁衍生息，抒寫忠貞不渝的愛情神話，將美輪美奐的草原點綴成絕美的

人間仙境，締造爲愛的天堂。 

早餐：飯店內享用/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晚餐：蒙古風乾肉風味 RMB50/

人 

住宿：巴音酒店(新樓)或龍興大酒店(准 4 星)或天河源大酒店(准 4 星) 或同級  

 

第 9 天 巴音布魯克→天山風光→庫爾勒(卡瑞爾葡萄酒莊【含品酒】、鐵門關、孔

雀河)   全日約 380 公里.車程約 6 小時  

【天山風光】：中亞東部地區(主要在中國新疆)的一條大山脈，橫貫中國新疆的中

部，西端伸入哈薩克。新疆的三條大河--錫爾河、楚河和伊黎河都發源於此山。

天山山脈把新疆分成兩部分：南邊是塔里木盆地；北邊是準噶爾盆地。 

【鐵門關】：扼孔雀河上游陡峭峽谷的出口，曾是南北疆交通的天險要衝，古代"

絲綢之路"中道咽喉。晉代在這裡設關，因其險固，故稱"鐵門關"，列為中國古代

二十六名關之一。 

【卡瑞爾葡萄酒莊】：廠區占地面積 100 畝，致力於打造體驗式葡萄莊園，釀造

高品質葡萄酒，集釀酒、餐飲、葡萄酒文化、休閒於一體，2015 年竣工投產。

葡萄基地面積 1500 畝，在釀造工藝方面，由法國專家進行技術指導。採用天然

原汁釀造，口感厚重，回味悠長，只做純原汁酒，價值主張“天然原汁，自然自在”。 

【孔雀河】：自博湖西南流出經過庫爾勒市、尉犁縣城，輾轉向東一直注入羅布

泊。西漢張騫銜命出使西域曾路經鐵門關，班超也曾飲馬於孔雀河，故而人們又

稱孔雀河為「飲馬河」兩岸全由花崗石砌成，道旁是綠化帶，陸續建成了四座大

型公園及七個風格迥異的沿河景點。如今的孔雀河市區段玉水如帶，百步一景是

欣賞夜景最好的地方。 

早餐：飯店內享用/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博斯騰風味 RMB50/人    

住宿：梨城花園大酒店(5 星)或康城建國國際大酒店(5 星)或同級  

 

第 10 天 庫爾勒→途徑風力發電站→烏魯木齊(國際大巴紮)／桃園國際機場 

全日約 480 公里.車程約 7 小時  URC/TPE CI564 23:55~05:35+1  

【風力發電站】：亞洲規模最大的風力發電站，在達阪城的道路兩旁，上百台風

力發電機擎天而立、迎風飛旋，與藍天、白雲相襯，在柏格達峰清奇峻秀的背景



下，在廣袤的曠野之上，形成了一個蔚爲壯觀的風車大世界。年發電量為 1800

萬瓦，每年風蘊藏量為 9127 億千瓦，延綿數十里，極為壯觀。 

【國際大巴紮】：建築群落總面積十萬平方米的國際大巴紮遵循伊斯蘭建築風格，

以傳統磨磚對縫與現代飾面工藝相結合的處理手法，不作舞臺佈景式的建築語言

堆砌，體現空間和光影的變化，在涵蓋了現代建築的功能性和時代感的基礎上，

重現了古絲綢之路的商業繁華，其濃鬱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對中亞及中東地區

的輻射極具親和力。大巴紮超然入選烏魯木齊市“新十景之民俗風情一條街”。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新疆拉麵 RMB40/人  晚餐：烤全羊風味+2 瓶紅

酒 RMB120/人    

住宿：夜宿機上或同級  

溫馨提醒:本日需搭機返國，因車程時間不易掌握。故如時間緊張國際大巴紮為無

料地，將直接取消，敬請見諒！ 

第 11 天 烏魯木齊／桃園國際機場  

【溫暖的家】：一覺醒來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

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的時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返回溫

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溫暖的家 /中餐：XXX/ 晚餐：XXX  

住宿： 溫暖的家或同級 

 

出發日期:2018/06/03 (日)  

團費:$65500元/人  

※團費包含：斗六定點機場來回接送、導遊領隊司機小費、行李小費、保險

500萬責任險+20萬意外醫療險、全程食、宿、交通、旅遊景點門票、機場

稅金燃油附加稅。 

※團費不含：個人護照證件辦理費用、行程中如有自費項目費用、國際電話、

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飛馬國際旅行社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號 

TEL ：05-5331100     FAX：05-5346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