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榮山東-登臨泰山風景區、尼山聖境、山東合掌村~海草房８日

(全程五星酒店、天下歸任燈光秀、VIP 三排椅+無購物、無自費) 
 

※出發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五）   農曆 1/28 

天數 出發日期-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2020/02/21-14:05  16:45  桃園 TPE/TAO 青島 東方航空  MU2042  

第 8 天 2020/02/28-10:00  12:55  青島 TAO/TPE 桃園 東方航空  MU2041  
 

 

***山東行程特色*** 

※ 登上泰山風景區（纜車上下+往返交通車） 

※ 走進孔子的世界-尼山聖境加天下歸任燈光豪華大秀  

※ 全程安排五星級住宿大酒店 

※ 品嚐特色小吃，體驗當地居民生活+大明湖遊船 

※ 特別安排百花洲贈送每人安排老濟南小吃一份 

※ 特別安排參觀酒廠：張裕卡斯特酒莊含品酒+青島啤酒廠品酒含品酒 

※ 特別為貴賓安排寬大舒適的 VIP 三排椅+無購物無自費 

 

 



行程地圖 

 

★二大遺產： 

(1).泰 山─1987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 

(2).孔 廟─1994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泰山】─泰山是中國五嶽之首，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是燦爛東方文化的縮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寄托之地。主峰玉

皇頂海拔 1,547 米，氣勢雄偉。1987 年泰山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名錄。泰山也是中國唯一受過皇帝封禪的名山。 

 
 

★【孔廟】─孔子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中國儒家的創始人。曲阜「三孔」，因其在中國歷史和世界西方文化中的

顯著地位，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西元 1994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被世人尊崇為世界三大聖城之一。 

 
 

★山東合掌村、一個古老的童話～《東褚島海草房》～全世界最具代表生態民居之一 

如果說《舌尖上的中國》反映的是最具中國特色的自然景觀和中國歷史上人們對於美食的種種追求，那

麼位於威海榮成市的東楮島村上那成片的海草房，則反映出的是中國古人智慧的結晶。東楮島村的海草



房已有數百年歷史，東楮島村的海草房傳統民居遠近聞名，這海草房是村民們祖祖輩輩居住的建築樣

式。村內建築佈局大體分成兩部分：村南為新建瓦房和樓房的住宅區，村北為舊有的海草房住宅區。海

草房佈局多以一進三合院或四合院為主，現共存海草房 144 戶、650 間，總建築面積 9065 平方米。其

中，最古老的海草房始建年代大約在清順治年間，距今有 300 多年歷史，百年歷史以上的海草房有 83

戶 442 間，主要分佈在村中部分；近百年來建造的海草房有 61 戶 208 間，主要分佈在村西部分。海草

房面貌保持較好，現有人居住的有 84 戶 436 間，無人居住的有 60 戶 214 間。這些海草房在島上中央

位置齊整排列，較好地保持了村落建築規劃歷史的“原汁原味”，亦體現出膠東海濱傳統民居的特徵，

是國內難得的生態民居活標本，具有極強的地方特色和歷史文化藝術價值。而遠遠望去，一片灰褐色的

尖頂海草房仿若北歐童話裡那高頂的哥特式建築。在海草房村落裡行走，宛如走進童話世界... 

 
 
 

★北方天鵝棲息地～《煙墩角天鵝湖》 

秋末初冬，威海煙墩角天鵝湖迎來一年中最美的季節。這裡的美不僅只有小漁村、海草房，從遙遠西伯

利亞到來的「貴客」，成了當下最亮麗的風景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景象，在這裡實為平常。煙墩

角，位於山東半島最東端的榮成市，屬暖溫帶季風型濕潤所候區。千裏海岸灣岬相連，魚蝦貝藻等海洋

資源豐富，為天鵝棲息提供了適宜的自然環境。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會吸引成千上萬隻來自西伯利

亞的大天鵝來此越冬，因此成為世界最大的大天鵝越冬樂園。 



 
   

泰 山─1987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 

 

 
 

 

【青島啤酒博物館】東方瑞士～青島 

青島啤酒博物館是德國人殖民青島時期創立的，至今已超過百年歷史，1903 年建廠的原址，現已轉型為青島啤酒博物館，走

一遭您可瞭解青島啤酒的過去、現在、未來。更可在第一時間品嚐剛下線的原漿啤酒，用玻璃杯盛放的新鮮啤酒，泛著泡沫

的金黃色澤多麽誘人，炸裂的啤酒泡沫帶來的都是啤酒的醇香，還帶著生產線的餘溫就能滑進你的食道，在這裡體驗與世界

乾杯的快意。 

 



★ 特別安排： 

海鮮火鍋+鮑魚各吃 100，海鮮品種會根據時令季節而有變化 
 

 
 

 

※尼山聖境~天下歸任豪華燈光大秀 

 

 

精選住宿： 

※國際 5 星 - 青島東方影都融創皇冠假日酒店 

是您到訪青島聚會，工作或是度假的理想選擇。酒店地理位置優越，位於黃島區/濱海大道，我們臨近青島 東方影

都。青島東方影都萬達皇冠假日酒店擁有 1259 平方米靈活的會議場地，共 6 間會議室 ，其中包括可輕鬆容納 300

人的大宴會廳。無論是董事會議，產品發布會或是公司年會，我們的皇冠假日會議總監都能為您度身調配相關的

會議設施來滿足您的需求。 

 



※準 5 星 - 煙臺鉑悅戴斯大酒店 

煙台鉑悅戴斯酒店為商務和休閒旅遊遊客而設計，位於得天獨厚的萊山區地區，是本市最受歡迎的住宿選擇之

一。這裡設有 473 間精美的客房，其中部分房型配有平面電視, 浴室話機, 地毯, 開放式衣櫥, 免費即溶咖啡。 住

宿的娛樂設施豐富多樣，包括健身房, 室内游泳池等。放鬆身心的理想住處。 

 

※準 5 星 - 青州青都國際大酒店（當地最好） 
青州青都國際大飯店，隸屬於豐億集團，為該集團旗下豪華五星級酒店。我們秉承“陽光品質、價值之選”，力圖為每一位商

旅客人提供最優質的服務。飯店以五星級品質的嚴格標準建造出了 241 間集華貴、典雅與舒適於一身的客房與套房。 

  
 

※5 星 - 泰安金盛國際大酒店酒店 
客房區域位於 12-24 樓，下設 310 間客房，10 種房型，房間均在 40 平米以上，設備完善，科技智能。舒適的床上

用品，自動化的設施，優雅高效的服務彰顯了“中國式待客之禮”，讓社會精英享有領略“尊貴之享”。行政樓

層位於 23-26 樓，高度高，安靜，視野開闊，主要以大床房和套房為主。房間設計前衛，面積寬敞，功能佈局人

性。11-22 樓是酒店的豪華套房，面積平均 在 40 平米以上，智能客控系統，完善的功能佈局。 

 
 

※5 星 - 山東聖德國際大酒店 

酒店佔地 12 萬平方米，樓高 28 層，園藝綠化面積達到 7 萬平方米。酒店擁有各類客房，所有客房均配備 42 寸全

高清液晶電視、可支持蘋果產品使用的鬧鐘等滿足您入住房間的娛樂性。酒店處處彰顯國際商務酒店的風範，

“聖德專職會務顧問”品牌標誌性服務，從活動建議、籌劃、協調管理各個細節到搜集整理活動反饋，確保每一

個環節都盡善盡美。酒店既有可容納 20 人的小型會議室，也有可容納 1000 人的無立柱大型多功能廳，是舉辦各

種主題活動、雞尾酒會、婚禮慶典的理想之選。“聖巴黎咖啡廳”，“東方美食匯中餐廳”等滿足您對美食的期

望。 “東方夜總會”則是您休閑娛樂的好選擇。 



 
 

※國際品牌 5 星 - 日照蘇寧諾富特酒店 

位於市中心地段蘇寧購物廣場，坐擁繁華市景，交通便捷。酒店共 22 層，擁有多種客房，配置卓越，為不同商務

休閑或家庭度假客人創造高端舒適體驗。3 間特色餐廳與酒廊，薈萃美食。從當地特色至環球美味，都將滿足食客

挑剔的味蕾。愜意尊享專屬健身中心或自由徜徉在室內泳池。逾 2000 平方米宴會區，國際化高端視聽設施，專業

的會務服務，浪漫婚典或會務活動都將稱心圓滿。 

 
 

※此機位為包銷機位，訂金每人 10000 元—請看清楚注意事項了解後，才付訂金參加 

※ 本行程為包銷班機行程，依包銷班機航空公司作業條件，作業方式將不受國外旅遊定型化契

約書，如因個人因素取消旅遊、變更日期或行程之履行，則需付足全額機票款。 

 

※ 團票限制需團進團出，一經開票不接受改名、改期或更改航班或轉讓，亦不可退票。 

（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 
 

★ 銷售特色：無購物 無自費,輕鬆玩 

 

※導遊於車上講解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分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了解並提供旅客選擇，此特產銷售無壓力，自由

選購不強迫購買，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行程介紹： 
★ 第 1 天 桃園/青島【五四廣場、漫步奧帆中心夜景】  

五四廣場： 

 



位於廣場中心鮮紅的雕塑"五月的風"成為現已成為新世紀青島的典型標誌。主體雕塑和海天自然環境有機地融為

一體，形成園區蔚為壯麗的景色。隔海遠觀 2008 年奧運會帆船基地—浮山灣。  

奧運帆船基地： 
基於青島海岸線寬闊的地利條件，為奧運帆船賽場地的首選城市，奧運結束後，奧帆中心和五四廣場一樣成爲青

島新地標，奧帆中心除了自身的奧運意義之外，青島市內的著名風景點「燕島秋潮」也位於奧帆中心內燕兒島山

的東南角，而在奧帆中心西側的還有青島奧林匹克主題公園，這裡可以看到奧帆基地的主港池。  

 
 

住宿：５★東方影都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中式合菜 3000 元/桌  晚餐 O：湘菜風味 RMB60/人  
 

★ 第 2 天 青島－約 4H 威海【煙墩角海草房、近距離觀賞-(1-3 月)西伯利亞天鵝】－

約 1.5H 煙臺【漁人碼頭、車遊濱海路、煙臺山公園】  

煙墩角海草房： 
在原始石塊或磚石塊混合壘起的屋牆上，有著高高隆起的屋脊，屋脊上面是質感蓬鬆、繃著漁網的奇妙屋頂。這

就是極富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 。當你走進山東省的漁村，就可以看到這些以石為牆，海草為頂，外觀古樸厚

拙，極具地方特色的宛如童話世界中草屋的民居。  

煙台山公園： 
煙台山公園現有面積 2.11 公頃，在倉前山梅塢頂，臨江而倚，地勢扼要。史書載，元朝山上築有炮壘，以扼閩

江；明清兩代復置煙台，作為報警禦敵之用，故名煙台山。現公園內設有石孔橋、疊水假山、石雕、花廊等設

施。  

漁人碼頭景區： 
東臨黃海，北接第二海水浴場，南至原漁業碼頭，三面環海。專案集合了旅遊、餐飲、休閒、娛樂、購物、度假

等多種元素，包含煙臺海昌鯨鯊館、煙臺海昌雨岱山溫泉、美食風情街、濱海特色商業街、高端住宅聚居區等。  
 

 

住宿：準５★ 煙臺鉑悅戴斯大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中式料理 RMB60/人  
晚餐 O：蒸籠海鮮餐 RMB80/

人  
 

★ 第 3 天 煙台【張裕卡斯特酒莊（含品酒）】－約 2H 棲霞【牟氏莊園】－約 2.5H

青州【青州古街漫步】  

張裕葡萄酒博物館（含品酒）： 
位於煙臺經濟技術開發區北於家，是集葡萄酒釀造、旅遊觀光、休閒娛樂多功能於一體的現代化酒莊。  

牟氏莊園： 
又稱牟二黑莊園。是北方頭號大地主牟墨林家族幾代人聚族而居的地方。整個莊園建築結構嚴謹，緊固墩實，雄

偉莊重，是中國北方規模最大、全國保存最為完整、最具典型性的封建地主莊園。牟氏莊園以其恢巨集的規模、

深沉的內涵，被諸多專家學者評價為：百年莊園之活化石、傳統建築之瑰寶、六百年旺氣之所在。  

青州古街： 
北起北關跨過萬年橋，南至偶園街、衛街、東關真教寺，青石板街道，黑瓦、青磚、紅欄、白牆，透出濃濃的古

風雅韻。飛簷高挑的門樓店面，經營著文房四寶、古玩字畫，印古軒、紫寶閣、興盛堂、寶藝閣等等無不洋溢著

古文化的韻味。沉浸其中，仿佛回到了《清明上河圖》所描述過的時代。並且青州古街的民間文藝表演，各鎮爭

相打民俗牌，民間藝術精彩紛呈。有鑼鼓、舞龍、舞獅、踩高蹺、雜耍、旱船、秧歌、抬花轎等 20 多種民間藝術



表演形式，吸引著國內外的旅遊駐足觀光。  

 
 

住宿：準５★青州青都國際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烤魚風味 RMB50/人  晚餐 O：青州小菜 RMB60/人  
 

★ 第 4 天 青州－約 3.5H 濟南【大明湖（含遊船）、黑虎泉、百花洲(每人安排老濟南

小吃一份)、五龍潭】－泰安  

大明湖（含遊船）： 
在山東省省會濟南舊城北部，現在的市區中心，為濟南三大名勝之一，另外兩處名勝為趵突泉、千佛山。其占地

面積 81 萬平方米，湖水面積約 46 萬平方米，約占舊城的三分之一。 大明湖公園大門有郭沫若手書「大明湖」匾

額，門首一副楹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黑虎泉： 
黑虎泉位於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解放閣南護城河南岸，為天下第一泉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三大泉群之一。 

百花洲： 
又名百花汀、百花池、小南湖，位於山東省濟南市天下第一泉風景區內。面積 7000 餘平方米。位於百花洲歷史文

化街區內。 

五龍潭 

五龍潭也叫烏龍潭、龍居泉、位於山東省濟南市五龍潭公園內，是五龍潭泉群的主要泉眼之一。五龍潭位於公園

中部，園區內植滿櫻花樹，每每春季來臨，滿園的春櫻爭豔激烈，總是能吸引中外遊客前來到訪。  

 
 

住宿：５★泰安金盛大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餃子風味 RMB50/人  晚餐 O：泰山炒雞 RMB60/人  
 

★ 第 5 天 泰安【泰山風景區(纜車上下+往返交通車)、南天門、天街、碧霞祠、唐摩崖

刻石、玉皇頂、岱廟】－約 1H 曲阜  

泰山風景區： 
山海拔 1545 公尺，為中國五嶽之首，東嶽泰山「五嶽獨尊」享負盛名。搭乘覽車上山至「南天門」，從山頂往下

看，華北平原盡收眼底故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說。「南天門」向上，沿天街東去，經碧霞祠、大觀峰登上泰

山極頂－玉皇頂，沿路氣象萬千。「南天門」為岱頂門戶，後方「未了軒」供奉送子觀音，香爐前盡是掛満信徒

刻字鎖頭，以表永結同心；天街是天上市集，六百公尺的石砌步行道，是岱頂主要的食宿購物區；碧霞祠主祀碧

霞元君，是來泰山祭祀的重點；玉皇頂也就是泰山最高峰，正殿供奉玉皇大帝，古代帝王封禪泰山就是在此祭

天，祈求百姓安康。泰山至今保護完好建築群 22 處，以及 12 處石坊、兩千多處刻石，整座山峰峻峭傲然，被讚

譽為“活著的世界自然遺產”。  

南天門： 
南天門為岱頂門戶，後方「未了軒」供奉送子觀音，香爐前盡是掛満信徒刻字鎖頭，以表永結同心；天街是天上



市集，六百公尺的石砌步行道，是岱頂主要的食宿購物區；碧霞祠主祀碧霞元君，是來泰山祭祀的重點；玉皇頂

也就是泰山最高峰，正殿供奉玉皇大帝，古代帝王封禪泰山就是在此祭天，祈求百姓安康。泰山至今保護完好建

築群 22 處，以及 12 處石坊、兩千多處刻石，整座山峰峻峭傲然，被讚譽為「活著的世界自然遺產」。  

天街： 
位於泰山頂上，西起南天門，東到碧霞祠，全長六百公尺，是一條石砌步道。穿過南天門，走上數十階樓梯，便

可達天街，天街路面寬闊平坦，路的一旁是依著山勢而建的仿古店鋪，販售著紀念品、泰山特產與祭祀用具，小

吃店與飯店林立，而這裡就是岱頂主要的食宿購物集中地。人們漫步天街，周圍多座殿宇，雲霧繚繞，行走其

間，宛如置身仙境，是一條神韻天成的天上市集，「天街」一名因此而來。天街坊於 1986 年重建，沿路步行將會

經過青雲洞、孔子崖、北斗台、碧霞祠等景點。  

玉皇頂： 
位於碧霞祠北，為泰山絕頂，舊稱太平頂，又名天柱峰。玉皇廟位於玉皇頂上，古稱太清宮、玉皇觀。東亭可望

“旭日東升”，西亭可觀“黃河金帶”，爾後搭乘纜車下山。  

唐摩崖： 
泰山刻石兩千兩百多處，泰山的壯麗和歷史吸引了文人墨客前來朝山攬勝，他們賦詩撰文，在此留下了豐富的文

化作品。由山腳拾級而上，沿路刻石從秦朝到清代，展現各式書體。而碧霞祠東北，壁石林立，題刻滿佈，人稱

「大觀峰」，東為宋摩崖、中為唐摩崖、西為清摩崖。最負盛名的就是唐玄宗的碑文《紀泰山銘》，俗稱唐摩

崖，刻於唐開元十四年，西元 726 年，高 13.2 公尺，寬 5.7 公尺，連同題額共 1008 字，書體為唐隸體，刻寫了封

禪告祭的由來，頌揚泰山、表現大唐帝國的盛世和唐初五位帝王的功績。泰山精湛的石刻藝術，被稱譽為「中國

摩崖刻石博物館」， 實在是名不虛傳。  

岱廟： 
是泰山封禪祭祀古禦道上的一座宏偉壯麗的古建築群。廟以泰山稱“岱宗”而得名，主祀泰山神，號稱“東嶽神

府”。廟內的秦泰山刻石，鐫刻著秦始皇功德銘和二世詔書，由丞相李斯篆書，至今已有 2200 多年的歷史，堪稱

稀世珍寶。  

 

 

住宿：５★山東聖德國際大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泰山風味 RMB50/人  晚餐 O：濟寧風味 RMB60/人  
 

★ 第 6 天 曲阜【尼山聖境(孔子像、大學堂:天下歸任燈光秀、尼山孔廟)】－約 3.5H

日照【東夷小鎮漫步】  

尼山聖境： 
位於尼山地處曲阜東南，聖水湖環抱於群山之間，一山一水共同孕育出一位東方聖人—孔子。尼山名勝古蹟有尼

山孔廟、尼山書院等古建築群，以及聖母泉、夫子洞等。另外尼山的五老峰、魯源林、智源溪、坤靈洞、觀川

亭、中和壑、文德林、白雲洞，合稱爲“尼山八景”。景區整體規劃分三期實施，一期爲核心景區主要景觀包括

孔子像、大學堂、耕讀書院群落、配套服務區等，形成一個完整的儒文化主題體驗區。尼山聖境總體定位爲“孔

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幷以“明禮生活方式”爲核心文化主題，建設集觀光游覽、文化體驗、修學啓智、教

育培訓於一體的文化修賢度假勝地和世界級人文旅游目的地。  

東夷小鎮漫步： 
被譽為中國離海最近的、集民俗體驗和休閒觀光于一體的海濱旅遊小鎮——日照東夷小鎮，整個小鎮由四個島嶼

組成，分別是漁文化主題島、民俗文化體驗島、異域文化風情島和休閒娛樂觀光島。小鎮突出展現東夷文化與海

洋文化主題，將北方傳統建築和漁家民俗院落與旅遊度假進行融合。  
 

 

住宿：５★日照蘇寧諾富特大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尼山風味 RMB50/人  晚餐 O：日照風味 RMB60/人  
 

★ 第 7 天 日照－約 2H 青島【途經世界最常跨海大橋-膠州灣跨海大橋、棧橋、天主教

堂外觀、劈紫院(小吃街)、信號山公園、青島啤酒廠品酒、琴島之眼(外觀) 

青島棧橋： 
棧橋位於中國青島市市南區青島灣內，始建於青島建置初，其主要建築是橋頭的一個二層建築「回



瀾閣」。棧橋比鄰鐵路青島站和老青島商業中心「中山路」，在棧橋東側是中國海軍博物館和小青島（琴島）。  

外觀天主教堂： 
青島天主教堂本名聖彌厄爾教堂。（部分報導稱：聖愛彌爾教堂），由德國設計師畢婁哈依據哥德式和羅馬式建築風格而設

計。擬建教堂應高百米，適逢二戰爆發，希特勒嚴禁德國本土資金外流，該教堂不得不修改圖紙，即建成現在規模。教堂始

建於 1932 年，於 1934 年竣工。塔身高 56 米，是建國前山東省最高的建築。是中國唯一的祝聖教堂。  

劈柴院(小吃街)： 
位於青島市南區中山路商業圈，是中山路、北京路、河北路和天津路圍合的街坊。其實劈柴院有個路名叫江寧路，德國佔領

青島後，於 1902 年修建了此路。它是"蔔"字形，東端連著中山路，北邊連北京路，西邊通河北路。"江寧"是南京的古稱，這

裏也是青島最早的"南京路"。  

青島啤酒廠品酒： 
青島啤酒博物館是德國人殖民青島時期創立的，至今已超過百年歷史，1903 年建廠的原址，現已轉型為青島啤酒博物館，走

一遭您可瞭解青島啤酒的過去、現在、未來。更可在第一時間品嚐剛下線的原漿啤酒，用玻璃杯盛放的新鮮啤酒，泛著泡沫

的金黃色澤多麽誘人，炸裂的啤酒泡沫帶來的都是啤酒的醇香，還帶著生產線的餘溫就能滑進你的食道，在這裡體驗與世界

乾杯的快意。 

信號山公園： 
位於黃海之濱，膠州之灣，享有東方瑞士之美譽，信號山公園內設有旋轉觀景樓、信號山茶樓等於一體的理想的沿海觀景公

園，是觀賞前海景區和市區風貌的最佳觀景點之一。  

琴島之眼(外觀)： 
是中國國內唯一的海景摩天輪，位於"青島海上嘉年華"國際休閒旅遊綜合體內。摩天輪毗鄰嘉年華澳樂購（outlet）、嘉年華

家庭樂園、萬豪酒店等，2015 年開業至今，已然成為青島西海岸旅遊、青島旅遊新地標。摩天輪旋轉一周用時 13 分 14 秒寓

意"一生一世"，擁有 36 個全封閉、配冷暖空調的 360 度全透明海景觀覽轎廂。  

住宿：５★東方影都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 O：煎包風味 RMB50/

人  

晚餐 O：海鮮火鍋+鮑魚各吃 

RMB100/人  
 

★ 第 8 天 青島/桃園  

酒店內慢慢享用美味早餐後，整理好行李，前往國際機場回到溫暖的家～  

住宿：自己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3000 元/桌 
 

 

 

出發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五) 
 
※團費：$ 29300 元 
 
費用包含機場來回接送、 導遊司領小費、500 萬履約責任 20 萬意外醫療險 
 
※不含新辦護照費用 1400 元    不含新辦台胞證費用 1600 元 
 
※ 訂金每人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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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