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美の留戀貴州～黃果樹瀑布、世界遺產荔波遊大小七孔、
千戶苗寨、天星橋景區、馬嶺河峽谷、直飛貴陽八日
(含稅、無購物、無自費、無車購)
★飛馬 2019 年度推薦樂遊中國系列~三安保證領先市場★
★特別安全：免費 WIFI+VIP 三排座椅旅遊車。
★特別安心：無購物、無自費、無車購
★特別安排：全程餐標 50-60RMB、全程五星級更安排四晚入住喜來登或希爾頓
五星品牌酒店。

上網已經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慣，隨時隨地都在上網，出國旅遊時更希望隨時都能把歡樂的照片分享給親人朋友。
但是在國外想上網如果沒有免費的 WIFI，可得花上一筆可觀的費用呢?
本行程《特別安排免費 WIFI 巴士》，讓親愛的旅客隨時都能於巴士上享用免費 WIFI。
註 1：本產品所提供之 WIFI 巴士網路訊號會受制於當地地形、天氣或基地台訊號強弱等條件而有所變化，如遇訊號不良或無法
使用，敬請包涵、見諒！謝謝！
註 2：受限於當地規範，經常無法使用國人較常使用的通訊軟體或網站(如:line.yahoo.goole) 免費車載 wifi 或飯店 wifI 的使用，會
因此而受限制，特此說明。

貴陽凱賓斯基酒店 Kempinski Hotel Guiyang China (或同級)
(特別安排一晚於酒店內享用自助晚餐)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貴陽凱賓斯基大酒店坐落于美麗的“森林之城”--貴陽市，地處商業中心地帶，位置卓越，交通便利，是市內最具標誌性的建
築物之一，距龍洞堡國際機場僅 15 分鐘車程，而最負盛名的古樓閣---甲秀樓也近在咫尺。貴陽凱賓斯基大酒店致力於為每位到
店客人提供個性化的歐式奢華服務，所有客房均配有視野開闊的觀景窗，裝飾及硬體奢華精緻，配套設施齊全。

貴陽喜來登貴航酒店 Sheraton Guiyang Hotel (或同級)
(特別安排一晚於酒店內享用自助晚餐)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位於貴陽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區域～大南門商圈，毗鄰著名的貴陽市甲秀樓風景區及貴陽母親河～南明河，緊鄰的築城廣場是
貴陽 市最大的城市休閑廣場，酒店共擁有 335 間舒適典雅的客房，所有客房均配喜來登獨有的甜夢之床，浴室寬敞舒適更配有
熱帶雨林般的花灑，在貴陽您也可以享受到喜達屋為您所提供的一切美好住宿體驗。

【行程特色】
多彩貴州風：演出陣容由貴州省歌舞團、貴州省民族歌舞團、貴州省花燈劇團三個專業表演藝術團體共同組成，是近年貴州省
打造的一臺具有鮮明黔貴高原特色的大型民族歌舞詩，以濃鬱的民族風情和鮮明的時代特色集中展現了貴州 17 個民族的英姿俊
采，與《雲南映象》、《印象劉三姐》並稱「西南三部曲」。

★荔波大小七孔：分為小七孔景區和大七孔景區。位於荔波縣城南部 30 余公里的群峰之中，景區全長 7 公里，山水秀美精巧，
景致古樸幽靜，置身景區之中，遊人立即能夠感受到如詩如畫的情懷和如夢如歌律。

★西江千戶苗寨：是一個保存苗族“原始生態”文化完整的地方，由 10 餘個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連成片，是目前中國乃至全
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它是領略和認識中國苗族漫長歷史與發展之地。

★馬嶺河峽谷：馬嶺河峽谷以地縫嶂谷、群瀑橫飛、碳酸鈣壁掛形成景觀特色。在馬嶺河峽谷遊覽，你將感受大自然的無限神
奇。峽谷深幽，棧道攀崖而行，曲曲折折， 引人入勝，沿道而遊，如進畫中，一步一景，步移景異，令人流連忘返。

★黃果樹風景區：黃果樹景區內風景秀麗、環境優美、空氣清新 (經省級環保部門測定每立方厘米的空氣含負氧離子 2.8 萬個以
上)、氣候宜人(每年平均氣溫 16 攝氏度左右)。

★萬峰林：以氣勢宏大造型美峰岩奇特的典型喀斯特朋盆谷峰林地貌而著稱。以馬嶺河為界河東的峰林為東峰林，河西的峰林
稱為西峰林。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無車購
★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少數民族吉祥娃娃。
【酒店介紹】
安順：萬綠城鉑瑞茲酒店(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安順萬綠城鉑瑞茲酒店，是新加坡鉑瑞茲酒店管理集團首家被引進中國市場的高端酒店，貴州省安順市的首家國際五星級酒
店。酒店總建築面積為 56000 ㎡，擁有各類客房 441 間/套，均為落地玻璃設計，您可憑窗飽覽獨特迷人的安順天際線及喀斯特
地貌美景；國際宴會廳、多功能廳、專業會議室、天合國際娛樂會所及水療 Spa 館、游泳池、健身中心等配套設施，讓您在商

務休閒之餘輕鬆品味時尚生活新理念。

安順：百靈希爾頓逸林酒店(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安順百靈希爾頓逸林酒店坐落於市中心虹山湖畔，毗鄰市政府。交通便捷，輕鬆抵達高速公路入口，火車站及機場。距離黃果
樹大瀑布風景區僅 40 公里，從酒店步行即可到達安順文廟景區。酒店擁有 300 間雅致舒適的客房。在客房內，透過全景落地玻
璃窗，您可以盡情飽覽虹山湖或城市的景致，除了能夠在 42 英寸高清液晶電視上欣賞國內外電視節目，您還可以在寬大的辦公
桌旁使用無線網路輕鬆上網。此外，房間內配有的獨立浴缸、雨林淋浴設備及一系列洗護產品，讓您盡情放鬆、重煥活力。入
住行政客房或套房，尊享行政酒廊專屬禮遇，享受免費自助早餐、雞尾酒時光以及虹山湖美不勝收的景觀。

註 1：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註 2：因受限於大陸地區是以兩人一室為主，加床或大床需求需視飯店狀況，無法保證亦或會加價。
【旅遊簡圖】

航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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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Z3022

台北(桃園)

貴陽

12:25

15:20

CZ3021

貴陽

台北(桃園)

08:30

11:20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桃園／貴陽～黔靈公園～弘福寺～多彩貴陽秀～(2.5H)貴陽
集合於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貴州省省會貴陽市。
貴陽：位於雲貴高原東部，此市素有《公園省中盆景市》美稱，又因它地處山地丘陵之間，所以還
享有《山國之都》的美譽。喀斯特地貌發育完全，地形多樣；地上奇峰翠谷，山環水繞；地下溶洞
群落，別有洞天，形成了雄奇秀麗、獨具特色的高原自然景觀。境內山環水繞，風光明媚，文物古
蹟眾多，少數民族風情古樸濃鬱，加上得天獨厚、四季如春的氣候條件，一年四季都是旅遊好地
方。
黔靈公園：位於貴陽市西北角，素有：貴陽的後花園、黔南第一山之稱，登上瞰築亭可眺望貴陽全景。公園內古木參天，植
被茂密，集貴州高原靈氣於一身，山上生長著 1,500 餘種樹木花卉和 1,000 多種名貴藥材，清泉怪石，隨處可見，並有成群的
羅猴和鳥類棲息於此。
多彩貴州秀：由貴州省歌舞團、貴州省民族歌舞團、貴州省花燈劇團三個專業表演藝術團體共同組成，是近年貴州省打造的
一臺具有鮮明黔貴高原特色的大型民族歌舞詩，以濃鬱的民族風情和鮮明的時代特色集中展現了貴州 17 個民族的英姿俊采，
與《雲南映象》、《印象劉三姐》並稱《西南三部曲》。其創作靈感來源於古老而神秘的貴州高原，以充滿貴州民族文化特
色和現代觀念的藝術激情對貴州的人文資源和自然風光進行了濃縮式的展現。由 21 個節目組成，包括苗、侗、瑤、土家等七
個民族的歌舞，其中既有獲得國家級大獎的《侗族大歌》，也有來自田間地頭的原生態藝術瑰寶，還有從遠古流傳至今的民
族習俗和民間絕技。
★貼心安排：WIFI 巴士
註：當巴士處於行駛中或行駛於山路等情況，容易導致有斷訊或不穩的情況發生，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見諒！
★特別贈送：耳機導覽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行程結束後可攜帶回家。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導遊人員。
註 1：中國南方航空公司(CZ)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即 62 英寸，重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註 2：貴州地區沿途環靜較為原生態，未過渡開發，因此沿途住宿及飲食條件較不如大城市，特此說明，以免與您的期待值有
所落差致影響遊興，敬請見諒。
註 3：行程將依當地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4：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午餐) 國內熱食早餐吃到飽
餐 食：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貴陽風味(RMB.60/人)
住 宿： 5 星貴陽凱賓斯基大酒店 或 5 星貴陽喜來登貴航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貴陽～(車程約 3.5H)荔波～小七孔景區～荔波
小七孔景區：荔波小七孔位於布依族、瑤族居住的王蒙鄉，貴州荔波縣西南部，距荔波縣城 28 公
里，因其北首有一座建於道光十五(1836 年)的小七孔古橋，故小七孔之名由此而來；景區在寬僅一
公里、長十二公里的狹長幽谷裏，集洞、林、湖、瀑、石、水多種景觀於一體，玲瓏秀麗，令遊客
耳目常新，有《超級盆景》的美譽，現已經向遊客開放的景點有銅鼓橋、小七孔古橋、涵碧潭、拉
雅瀑布、68 級跌水瀑布、野鴨池、龜背山、一龍戲九珠、飛雲洞、野豬林、水上森林、天鍾洞、鴛
鴦湖、臥龍潭、臥龍河生態長廊漂遊等。

註：貴州地區沿途環靜較為原生態，未過渡開發，因此沿途住宿及飲食條件較不如大城市，特此說明，以免與您的期待值有
所落差致影響遊興，敬請見諒。

(早餐) 酒店享用
餐 食： (午餐) 荔波風味(RMB.50/人)
(晚餐) 瑤族風味(RMB.60/人)
住 宿： 準 5 星四季花園酒店 或 準 5 星荔波樟江部落酒店 或 準 5 星皇家驛站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荔波～大七孔景區～(車程約 3.5H)凱裏
大七孔景區：景區峻險神奇，氣勢雄偉磅?，以原始森林、峽谷、伏流、地下湖為主體、尤其是風神
洞、恐怖峽、地峨宮景點，洞中有瀑，瀑下有湖，湖上有窗，陽光投下形如日月星斗，極富驚險
性、神秘性、奇特性，而高百米、寬數十米跨江而過的天生橋，被專家們譽?《大自然神力所塑的東
方凱旋門》，觀之令人肅然起敬，大自然巧奪天工之神力輒服；大七孔景區氣勢恢宏，雄渾險峻，
妖風洞激流躍出，形成層層跌水，構成一曲曲渾厚激越的交響樂，天生橋矗立於花草樹木叢中，一
道奔騰不息的瀑布映襯上面的橋身，靜中生動，靜內出聲。過天生橋，地下湖又是一番神秘，使遊
人驚喜不已。
註：貴州地區沿途環靜較為原生態，未過渡開發，因此沿途住宿及飲食條件較不如大城市，特此說明，以免與您的期待值有
所落差致影響遊興，敬請見諒。

(早餐) 酒店享用
餐 食： (午餐) 中式合菜(RMB.50/人)
(晚餐) 酸湯魚風味(RMB.60/人)
住 宿： 準 5 星凱裏嘉瑞禾維景酒店 或 準 5 星凱裏龍都景怡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凱裏～(車程約 30MIN)西江千戶苗寨(含四段電瓶車)～少數民族歌舞表演～少數
民族博物館～(車程約 4H)安順
西江千戶苗寨(含四段電瓶車)：世界第一大的苗族自然村寨。西江因有苗族 1,000 多戶，故素有《千
戶苗寨》之稱。此地的房屋大多為木吊腳樓，利用楓木搭成，依山勢向兩邊展開，暗紅色的楓木板
壁在夕陽照射下一片金黃。千戶苗寨四面環山，重巒疊嶂，梯田依山順勢直連雲天，白水河穿寨而
過，將西江苗寨一分為二。

寨內吊腳樓層層疊疊順山勢而建，又連綿成片，房前屋後有翠竹點綴。吊腳樓多為三層，基座以青
石、卵石壘砌，一層圈養牲畜，二層住人，三層為糧倉。居住層有長廊，圍有木欄，設有長凳，苗家姑娘多在此挑花刺繡，
人稱長廊木凳為美人靠。當進入苗寨時，男女老少寨民身著民族服裝夾道歡迎您的到來，並熱情地端上《攔路酒》來歡迎
您，還可深入訪問苗族民居之中，深度瞭解少數民族風情。
少數民族歌舞表演：苗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又因分佈地域廣泛而支系眾多、具有不同風情與特色的歌舞藝術。
在貴州，要數居住在黔東南的苗族歌舞更為豐富多彩、活潑粗獷。苗族民間舞蹈有蘆笙舞、銅鼓舞、木鼓舞、湘西鼓舞、板
凳舞和古瓢舞等。苗族同胞，這個長於狩獵、吃苦耐勞、能歌善舞的民族，創造了具有神秘色彩的原汁原味的歌舞。
少數民族博物館：共有藏品 12000 多件，收藏有元、明、清等時期的苗族、侗族民族服飾及部分祭祖和生活用具。館內設有黔
東南概貌館、少數民族風情館、少數民族服飾館、龍舟館等。
註：貴州地區沿途環靜較為原生態，未過渡開發，因此沿途住宿及飲食條件較不如大城市，特此說明，以免與您的期待值有
所落差致影響遊興，敬請見諒。

(早餐) 酒店享用
餐 食： (午餐) 長桌宴(RMB.50/人)
(晚餐) 黔菜風味(RMB.60/人)
住 宿： 準 5 星萬綠城鉑瑞茲酒店 或 準 5 星安順百靈希爾頓逸林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安順～(車程約 3.5H)車遊北盤江大橋～俯瞰花江大峽谷～馬嶺河峽谷～天星畫廊
～馬嶺河峽谷奇石館～興義

車遊北盤江大橋：從北盤江大小盤江之間河段跨越北盤江大峽谷，兩岸地勢陡峭，地形變化急劇，
起伏很大，河谷深達 300 米以上。橋主跨 388 米成為號稱亞洲第一的高橋。
俯瞰花江大峽谷：峽谷位於關嶺布依族自治縣，是貴州高原最大的峽谷、景區沿北盤江分佈，滔滔
江水咆嘯奔騰、切割出深一千多公尺的峽谷。山巒裸露著青灰色的岩石、怪石嶙峋、充分表現出
《地無三裏平》的貴州特性。
馬嶺河峽谷：有《高原峽谷一線天》的神奇特點，類型極其豐富，主要有峰谷峭壁、瀑 布群、泉群、鈣華瀑、崩塌體、急流
險灘等類型，構景複雜，組合多樣，千姿百態。兩岸奇峰峭壁千仞，岩面斑駁陸離，發育良好的鈣華體，色彩鮮豔；瀑布從
百餘米高的懸崖上飛流直下，氣勢磅礡，雄偉壯觀。
天星畫廊（上行觀光梯)：峽谷精華核心部分。它以規模宏大的瀑布群和岩頁壁掛.形成主要景觀特色，堪稱一絕。
馬嶺河峽谷奇石館：位於馬嶺河峽谷出口處的館中的貴州龍化石、海百合化石及各種古生物化石，讓您感受到地球滄桑歷史
的厚重，讓人歎為觀止。
註：貴州地區沿途環靜較為原生態，未過渡開發，因此沿途住宿及飲食條件較不如大城市，特此說明，以免與您的期待值有
所落差致影響遊興，敬請見諒。

(早餐) 酒店享用
餐 食： (午餐) 峽谷風味(RMB.50/人)
(晚餐) 菌王火鍋風味(RMB.60/人)
住 宿： 準 5 星湖景國際酒店 或 5 星興義金洲翠湖賓館 或 準 5 星國龍雅閣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興義～西峰林(八卦田+含電瓶車)～婚俗博物館～(車程約 3.5H)安順
萬峰林：以氣勢宏大造型美峰岩奇特的典型喀斯特朋盆谷峰林地貌而著稱，以馬嶺河為界，河東的
峰林為東峰林，河西的峰林稱為西峰林。
西峰林(八卦田+含電瓶車)：是一座座奇美的山巒，與碧綠的田野、彎曲的河流、古樸的村寨、蔥郁
的樹林融為一體，構成大自然中最佳的生態環境，形成天底下罕見的峰林田園風光。而中南部納灰
村一帶，只見一座座奇峰從錦繡田園中拔地而起，瑰奇挺秀，姿態萬千，峰與峰之間若連若斷，錯
落有致具有極強的透空感。這一奇異的峰林帶，幾乎包含了錐狀喀斯特地區所有的峰巒形態，其間還有河流、溶洞、伏流、
漏斗，就西峰林風景區大小漏斗就有三十多個，組成一漏斗群奇觀。這裏也是中國錐狀喀斯特發育最典型、最完整、最集中
的地方，並做為貴州錐狀喀斯特的典型代表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中國喀斯特世界自然的遺產預選名單。
婚俗博物館：中國唯一的少數民族婚俗博物館。館舍《劉氏莊園》是中國占地面積最大的屯堡式地主、軍閥建築群。始建於
清代嘉慶年間，到本世紀初便形成中西合壁、規模宏大的建築群體。其主要建築多為木結構，屋頂有懸山式、廡殿式、硬山
式，屋架有穿鬥、抬梁式，柱礎均高 0.7 米以上。
貴州少數民族婚俗展覽，包括六個部分，展出有關文物 381 件，圖片 129 幅，輔以婚裝人物模特、情歌錄音和婚禮錄相。使知
識性與趣味性有機結合，寓教於樂，觀眾反映良好。該館現有傳情媒介、戀愛信物、婚禮用品、新婚盛裝、洞房設施、生育
用具等方面的藏品 681 件。其中，清代布依族婚禮神龕、清代布依族定情銀牌、清代苗族竹刻婚約、苗族射花背牌、苗族婚
裝雞毛衣裙、苗族"提親"蓑衣等最具特色。

(早餐) 酒店享用
餐 食： (午餐) 興義小吃風味(RMB.50/人)
(晚餐) 迎賓宴風味(RMB.60/人)
住 宿：

準 5 星黃果樹迎賓館迎賓園 或 準 5 星萬綠城鉑瑞茲酒店 或 準 5 星安順百靈希爾頓逸林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7天

安順～(車程約 2H)黃果樹大瀑布(環保車+單程扶梯)～水簾洞～天星橋景區(含回
程纜車)～天星洞～銀鏈墜瀑布～水上石林～貴陽
黃果樹大瀑布(環保車+單程扶梯)：貴州旅遊的主打品牌，每年都吸引著數百萬的遊客。黃果樹大瀑
布高 77.8 米，寬 101 米，雄偉壯觀、氣勢滂?，十里之外就能聽到它的咆哮，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從
上、下、前、後、左、右六個方位觀賞的瀑布，也是亞洲最大的瀑布。
水簾洞：位於大瀑布四十公尺至四十七公尺的高度，是黃果樹主瀑布後面的岩壁上有一個溶洞，洞

深 20 多公尺，長 134 公尺，有六個洞窗、五個洞廳、三股洞泉和六個通道，橫貫瀑布兩側，洞口常年被瀑布所遮掩。從洞中
的開口處可以近距離觀察瀑布；在晴天裡，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還能觀察到犀牛潭上空的彩虹。
陡坡塘瀑布：位於黃果樹瀑布上游 1 公里處，是個瀑頂寬 105 公尺、高 21 公尺的天然壩型瀑布，也是黃果樹瀑布群中瀑頂最
寬的瀑布。其瀑布頂上使是個面積達 1.5 萬平方公尺的巨大溶潭，瀑布則是形成在逶迤 100 多公尺長的鈣化灘壩上，每到洪水
時分，瀑布會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音，又被稱作「吼瀑」。
天星橋風景區(含回程纜車)：位於黃果樹瀑布下游 6 公里處，這裏有 3 個連接的區塊，即 「天星盆景區」、「天星洞景區」、
「水上石林區」。天星橋景區石筍密集，植被茂盛，集山、水、林、洞?一體，被遊人稱讚?：「『風刀水劍刻就』的『萬傾盆
景』，『根筆藤墨繪帛』的『千古絕畫』。」風景區是由地下河塌陷所形成，寬約 300 公尺的「天生橋」，上下奇壁、瀑布
飛瀉、激流滾滾被暗河吞沒的。註：天星橋纜車為套票，若遇檢修或其它因素停駛時將無法退票，敬請見諒。
銀鏈墜潭瀑布：銀練墜潭實際上是漏斗形瀑布，位於水上石林左上方，這裏河床成扇形，上寬下窄，上高下低，落差 20 餘
米，由於長年累月的波浪衝擊和流水侵蝕，河床上形成無數小坑穴，流水漫頂而下，宛若滾珠落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好
似無數銀鏈墜入潭中而得名。
水上石林：露出水面的奇特景觀，在河中禿石上長滿了巨大的仙人掌，流水從石林上面分開，環流兩側又在下面交會，把一
座石林圍在水中；景區內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羅棋佈，露出水面，形成一個奇特的景觀。
特別說明：
(1)晚餐為酒店住宿配套專案，若旅客無法用餐，將於現場退費 RMB115/人，敬請見諒。
註 1：黃果樹景區為套票，若遇套票內景點因天候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導致無法遊覽時，恕無法針對單一景點進行退費，敬請
見諒。
註 2：水濂洞若遇水量過大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水廉洞無法參觀，則此景點取消不走，恕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早餐) 酒店享用
餐 食： (午餐) 土雞風味(RMB.50/人)
(晚餐) 酒店自助餐
住 宿： 5 星貴陽凱賓斯基大酒店 或 5 星貴陽喜來登貴航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8 天 貴陽～(車程約 20 分鐘)機場／桃園
早餐安排酒店餐盒，隨後前往貴陽機場搭機早班機返回台灣，結束此次貴州行程。
註 1：為配合搭機時間，行程中如安排 09:30 以前之航班，當日早餐將以簡單餐盒替代，如有不便，
懇請見諒。
註 2：中國南方航空公司(CZ)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
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即 62 英寸，重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早餐) 酒店餐盒
餐 食： (午餐) 機上簡餐
(午餐) 國內慶功宴(3,000/桌)
住 宿： 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2018/4/16(二)
團體說明  最低成團人數 16 人
 全程兩人一室，無自然單間


優惠售價 38,000

小孩佔床 與大人同價

作業金

5,000/人

嬰兒
簽 證 費 台胞證

加床

X

5,000
(0-24 個月)

大人
新辦護照

1,400
小孩不佔床 X

單人房差

8,500

小孩/役男 1,100
報價包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桃園機場來回接送、行李束帶、國內餐食兩餐、旅
遊專屬客製化手冊、500 萬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依規定 15 歲以下 70 歲以
報價說明
上,限額投保 2 佰萬旅遊責任險及 3 萬意外醫療險)、全程食.宿.交通.旅遊景點
門票。
說明

小孩為 2-12 歲，嬰兒為 2 歲以下，12 歲以上視同大人

飛馬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 2 段 77 號
電話 05-5331100 傳真 05-5346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