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越下龍灣海上行宮與神秘山城沙霸五日

下龍灣Pelican Crusies 姵儷肯號

沙壩~終年雲霧裊繞的美麗山城

下龍灣~
鬼斧神工的海上桂林

人間仙境∼下龍灣
傳說中安南古國受到外敵侵略，神龍為了要拯救當地眾神， 現身於下龍灣的
上空，由神龍口中吐出大量的珍珠散落於海上， 珍珠幻化成現今一千六百多
座大大小小的島嶼，形成自然防衛，驅除外患，解除被侵入的危機。電影
007 明日帝國拍攝場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景觀文化資產，
下龍灣擁有神秘的氣質，造型奇特的岩石浮現於寧靜的海面上，贏得【海上
桂林】美譽 …… ！！

世 外桃源~寧 平陸龍灣-長安生態保護

世外桃源∼寧平陸龍灣-長安生態保護區
陸龍灣位於越南寧平縣，位在河內南方約 100 多 公里處，也就是越南西元十世紀
左右，丁朝與黎朝的國都所在地，因此寧平是一個了解越南歷史的重要城市。長
安生態保護區，此地只有一條曲折小河蜿蜒其中，安排『長安碼頭』搭著竹筏欣
賞石灰岩地形所形成的奇峰異石風光十分明媚。它奇特之處在於山峰的渾然天成
，清朗峻峭，沒有經過任何人工雕琢，只有一條曲折小河蜿蜒其中，呈現出的寧
靜鄉村景色。（ 有別於市場上一般較混亂的寧平碼頭）

亞州群山中的歐洲小鎮~沙壩
沙霸~
山中微笑的 梯田

沙壩 位於中越邊境雲南河口的西南方， 三海
湖的西北方, 地處黃連山山谷之中，主峰潘西邦海拔3142 米是越南的
最高峰。沿途層層的梯田翠綠綿延， 壯觀的梯田水色、光 影動態有如
一幅 幅的風景畫。除了擁有一眼望不盡的梯田、迷濛忽隱忽 現的山霧
還有特色各異的少數民族，到了山城， 風格迥異法式建築，加上隨處
可見的金髮碧眼的外國背包客，讓您宛如置身歐洲，完全不知身處亞
洲的越南。

，

行程特色：
☆搭乘越南航空，早去、晚回航班，直飛河內，旅遊更舒適、便捷 。
☆以專業服務的精神，提供最豐富、詳盡的越南資訊，讓您了解北越的風情民俗。
☆全程NO SHOPPING 不 進購物站，旅遊輕鬆又自在， 避免耽誤既定行程！
☆精心安排搭乘精緻帆船【Pelican Cruises】體驗與【世界自然遺產~下 龍灣】激盪出的海洋魅力。
☆【下龍灣】已被聯合國文化組織評為世界八大自然奇觀之一，也是世界四十九大自然遺產之一。
☆【 聖若瑟教堂】建於西元1886 年，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是當時法國殖民存在的重要見證建築之一。
☆【 河內歌劇院】於西元1911 年正式啟用，整座歌劇院工歷時10 年，是法國殖民越南時期重要建築。
☆安排三十六古街城區遊，讓您感受古老商業氣息與歷史陳舊感並存， 更是挖寶的好去處。
☆湖濱綠草如茵，湖水清靜的「還 劍湖」
☆贈 送：風情斗笠一頂、玉桂油一罐、團體照片一張、全程車上供應礦泉水。

◆餐食饗宴：
☆特別安排遊輪上精緻西、越式風情套餐。
☆特別安排遊輪上精緻西 越式 BUFFET自助餐。
。
☆遊船上晚餐贈紅酒或白酒一杯
☆特別安排河內五星皇冠酒店內自助晚餐。
☆特別安排河內五星皇冠酒店內自助晚餐。
☆特別安排河內Minh Anh 餐 廳越式料理。
。
☆特別安排沙霸紅瑤餐廳地道風味餐
。
☆午、晚餐含有酒水每人一瓶可樂或啤酒。《自 助餐、酒店、高級餐廳及遊船用餐除外》

◆全程豪華舒適的住宿：
T下龍灣-★★★★★ Pelican Cruises
頂級享受∼鵜鶘鳥 姵麗肯號Pelican 高級豪華號移動VILLA

Pelican 姵麗肯號高級豪華號，2012 年 3 月 02 日下水，是目前航行下龍灣最頂級的高級豪華遊
輪 之一。提供達國際標準一連串最新的電子儀器操作安全巡
航 設備。裝設隔音系統、火警監控、天氣預測情況，24/24
援 救操作。船身長度達48 米、寬度 11 米、共分三層。臥艙
豪 華的裝潢，面積從 16m2 至 更寬的皇家豪華套房。全部房
間 裝設有氧澡盆、救生
衣 、與中心監控系統的
警 報設備、煙燻傳感器
和 消焰器、消防龍頭和
軟管和明顯的緊急指示。
其他眾多設施服務如，餐廳、酒吧、陽台露天舞台酒吧、按摩SPA
等配套齊全。讓您體會頂級享受渡假休閒之美， 徹底擁有不受打
擾的奢華的空間。

T下龍灣-★★★★★ 曼青 廣寧酒店Muong Thanh Quang Ninh或同級

T河 內國際連鎖五星酒店-★★★★★ 皇冠假日酒店【CROWNE

PLAZA WEST HANOI】或同級

T沙 霸鬧區四星酒店-★★★★ Sapa Am azing Hotel(http://am azinghotel.com.vn)或同級

參考航班資訊
天數

航 空公司

第一天 越 南航空
第六天 越 南航空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VN587

高雄

河內

10：25

VN586

河內

08：40
18：10

高雄

22：10

第一天 高雄Q河內 寧平長安生態保護區－【搭乘小舟遊覽陸龍灣】

下龍灣

貴賓級合於小港國際機場,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越南首都－河內。河內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
首都，也是北越最大的城市，總面積 2,130 平方公里。古時曾稱「東京」，位於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
西北部，紅河右岸和紅河與墩河的匯流處，因處紅河與蘇瀝江之間而得名「河內」。四周分別與北江省、
北寧省、北 省、永富省接壤。從西元 11 世 紀起就是越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時也是越南歷史
古都，擁有 1000 多年歷史，市區歷史文物豐富，名勝古跡遍布。人口約為620 萬，多為越族。昔日，
皇城內御苑園林，景色秀麗，紫城內樓臺殿閣，金碧輝煌，京城內寶塔高聳，寺廟林立。後來因改朝換
代，兵荒馬亂，戰事頻發，近千年的李、陳、黎、阮朝的古建築屢遭破壞，宮殿已蕩然無存，城垣也只
保存下來不足200 米的正北門以及官掌門。抵達後前往位於北越寧平省，號稱陸上下龍灣之陸龍灣， ★
【長安生態 保護區】帶領各位嘉賓前往特別安排最具皇家氣質的『長安碼頭』搭著竹筏遊著碧洞欣賞
石灰岩奇景、兩岸寧靜的風光。（有 別於市場上一般較混亂的甯平碼頭；請務必穿上救生衣。），占面積
2.168ha，共有 31 河道潭水穿越 48 洞穴（目前只開放7 個 洞穴，山澗河川混合，遠眺河水平靜綠草如
茵，河旁的矮山樹林常倒映在平靜無波的河面上，構成一幅極美的圖畫，是夢寐以求的渡假勝地）。抵
達碼頭後安排乘坐小舟，開始展開在寧靜的曲折小河蜿蜒其中徐徐清風而行，綠油油的原始叢林覆蓋山
麓、石灰岩地形所形成的奇峰異石風光十分明媚，呈現出的是寧靜鄉村景色。沿河畔兩岸風景比下龍灣
有勝之而無不及，清澈見底的河水可貔美九寨溝，水波不興，偶見小屋，遺世獨立，舟子在山石間浮游，
遠眺一座座孤聳怪立的山巒，讓人覺得彷佛進入深邃氛圍裏，緩緩的走進這塊世外桃源、清幽寧靜的幻
夢奇境，讓人感覺沉浸在一股彷佛以世無爭與身體共譜出一首輕鬆悠哉的樂曲，這何嘗不是人生的奢侈

享受！整個旅程乘船將領帶您穿越體驗7 個石灰岩山洞，每穿越一個洞穴會帶給您不一樣感受。其中著
名為【地靈洞 】，是 12 個洞穴中之最，洞穴內鐘乳石巍然屹立景觀像是集合天地之靈氣，故此當地人
命名為地靈洞。參觀完後專車前往聞名世界的八大奇景之一下龍灣的所在地----廣寧省，為典型喀斯特
地貌，數不清的小島促著述矗立在碧藍的海面上，將下龍灣點綴得特別有味道，並有「世界奇觀」之稱。
傳說在很久以前，人們曾飽受外敵侵略之苦，上天派神龍下凡，吐
出龍珠協助越南民眾抵抗外侵，結果龍珠落入海中化為岩石，而留
下石灰岩構成的大小島嶼，形成自然防衛，驅除外患，解除被侵入
的危機。由於下龍灣中的小島都是鍛石岩的小山峰，且形式各異，
景色優美，與桂林山水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下龍灣有「海上桂林」
之稱。1994 年 12 月 17 日，在泰國舉行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8 次
會議上，下龍灣被列為世界 遺產。成為越南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之
一。
早餐
機上空廚
午餐 三谷廳農村風味餐
晚餐
漁村餐廳中式料理
住宿 下龍灣-★★★★★曼青廣寧酒店Muong Thanh Quang Ninh

第二天: 下龍灣 Pelican Cruises移動 villa
鵜鶘鳥 -珮儷肯號移動 VILLA 出海 ~海 上漁村~越 式人力舢舨船漂浮下午茶(獨家贈送划皮艇(Kayak)~越
南菜教學示範~影片欣賞或夜釣墨魚~獨 家提供免費歡唱卡拉OK
今早 舒適悠閒 的過個 沒有晨喚 的早晨 . 我們預 計於 11:30 抵達碼 頭搭乘【 鵜鶘鳥姵儷肯號高級豪
華號移動 VILLA】出海。 抵達專屬碼頭迎賓室後，隨即有專人為 貴 賓們辦理登船手續。
12:00 完成登船手續，專人運送行李至船上。海上旅程正式開始！
13:00 貴客們登上高級豪華移動VILLA 同時，船長與船上服務人員隨後送上雞尾酒與毛巾，也藉此由船
上經理為貴客們簡報、認識船上安全、救生系統及介紹這趟令人期待的 2011 年 評選為新世界七
大奇景之一的下龍灣探祕之旅:
13:30 享用 船上自助午餐。遊船往【下龍灣】方向航行，猶如畫舫般的遊船，倘佯於 萬頃碧波之中。沿

15:30
16:30

17:30

18:00

19:30
21:30

23:00

途您可欣賞一種「意境之美」，遊船 穿行於峰巒疊嶂之中，海面上突出來奇形怪狀的“ 岩石雕刻 ”海
蝕洞和海島之間倒映著藍天白雲， 平添許多詩情畫意。佇立船頭，微風拂面，碧空與風帆相映，真是一
幅世外桃源景色。
安排人力舢舨船帶領您? 觀【 VUNG VIENG 水上漁村】。安靜的海面上彷彿以世無爭、眼前景像猶如身處
仙境之中令遊客似置身在一個沒有沾染文明色彩的遠古水鄉處，從中找到不少樂趣。
自由海泳或 參加划獨木舟(Kayak)漫遊風景如畫的拜子龍 彎。珮麗肯號
特別提供『越式人力舢舨船漂浮下午茶』，讓您在海面上划著獨木舟，
中途可停下來輕鬆休憩，補充體力。
返回遊船上。享受一個浪漫詩意的黃昏，火紅的夕陽美景、徐徐清風、
綠水及壯麗原始島嶼伴著夕陽餘暉與身體共譜出一首輕鬆悠哉的樂曲，
這何嘗不是人生的奢侈享受！
貴客可自費? 加 各項傳統按摩消除疲勞。(24 小時服務)
? 加 傳統越南菜色烹飪時刻，配合日落美景時刻為貴客們做越南菜教學
示範，透過料理烹調，也可以接觸到飲食文化與生活方式，讓自己更親近越南的風土人情。或可於甲板上
自費享受Happy hour飲 品買 1 送 1 活動。
晚餐安排享用精緻晚餐。(特別贈送越南高級紅或白酒每人一杯)
晚餐之後，意猶未盡的朋友請到甲板上去集合吧！下龍灣上的夜晚浪漫寧靜，鵜鶘鳥頂級豪華號為賓客準
備的歡樂時光，佐著水光月色配合滿天星星與輕柔的音樂作為背景，讓您近距離接觸這絕美世界遺產和自
然風光的美好時刻。也可以優雅小酌或盡情暢飲。或體驗釣墨魚的樂趣 (如 果天氣允許)。 或可約好三友
成群享受打麻雀或卡拉OK 歡樂時刻(22:00 之 前結束卡拉OK 項目)， 也可也可自費點一杯飲料享受難得的
在優閒奢華的空間，沒有喧囂的水馬龍、只有如家一般的自在放鬆、卻是舒適前所未有，紓解生活的壓力、
體會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下龍灣晚上飄泊，觀賞無數漁火點點、滿天星星說不出的美麗、 陶醉於大自然
悠閒夜晚！如果想舒緩旅遊的疲勞，記得預約 Spa 服務，讓您一夜好眠到天明。
結束今日的行程。

實際遊船行程，可能因天氣、安全問題，或任何不可抗拒之因素調整改變，無法於行程出發前提早通知，敬請見
諒。遊船經理將隨時為貴賓解答有關行程的問題。
姵儷肯遊輪上精緻晚餐。 (特別贈送越
早
酒店自助餐
午
姵儷肯遊輪上自助餐
晚
南高級紅或白酒每人一杯)
宿 ★★★★★ 姵麗 肯遊輪移動villa

第三天: 下 龍灣(姵儷肯號 ) 河內 聖若瑟較堂 河 內歌劇院 還 劍湖 三十六古街
06:00 當朝陽初升，請和我們一同體驗太極課程。在微涼的清晨裡， 一同靜思冥想、舒活身心，彷彿也吸收了
天地的能量與靈氣。
06:30 課程結束之後， 姵儷肯號頂級豪華輪特別準備了自助早點。
07:45 參觀下龍灣最有名及最大鐘乳石洞之一【驚訝洞】，欣 賞洞內獨特天然奇岩，石洞及各式栩栩如生的鐘
乳石令人歎為觀止！
09:00 返回遊船上刷洗一番休息片刻，整理 行李放於房門外，由船員 ? 助貴 客送上岸。 並於櫃台處結帳各飲料
或其他費用。
10:00 於餐 ? 享用早午結合自助餐。遊船將往碼頭航行，帶著依戀不舍的情懷揮別這世外桃源景色！
11:30 在船上服務人員的熱情歡送聲中，告 別這次難忘的頂級豪華移動VILLA 之旅。
隨後專車返回河內，抵達市區後參觀【聖 若瑟教堂St.Joseph Cathedral】，建於西元1886 年，是典型的哥德
式建築，是當時法國殖民存在的重要見證建築之一。它的建築遠看與法國巴黎聖母院有著幾分相似，規模雖比不
上巴黎，但外表卻同樣散發著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教 堂內部有華麗的彩繪玻璃，還有描繪著天主教故事的
畫作；而每當有天主教的慶典時，在教堂內外和外圍的廣場都會擠滿天主信徒，甚至世界不同地方的教友都會特
地前來教堂一起進行彌撒，場面十分熱鬧。【河 內歌劇院Hanoi Opera House】，於西元1911 年正式啟用，整
座歌劇院工歷時10 年，擁有900 個座位。是法國殖民時期所建造，為巴洛克風格建築，鵝黃色的外觀，在藍天
底下格外耀眼，也是法國殖民越南時期重要建築。據說這裡的圓柱和石板磚都是由法國越洋而來的，擁有著濃厚
的法式氣息。現在會不定期有古典音樂演奏表演，氣氛絕佳，值得一看市中心的【還 劍湖】 ，傳說在十五世紀中
葉，黎太祖獲神劍之助擊退敵軍侵略，戰後黎太祖遊還劍湖，忽見一隻大龜浮出水面向他索劍，因名還劍湖；湖
中有一座三層樓的龜塔，以紀念這段傳說。爾後輕鬆逛逛【 三十六古街】 瀏覽這古色古香的傳統商店街。源自十
五世紀，每一條狹窄的街道均以當時交易的商品來命名，如絲街、米街、紙街、珠寶街等，共有36 條。除了可
自由選購喜愛的紀念品外，更可藉此深入瞭解當地人生活狀況，啟發生活要求的新觀點。
遊輪上清晨自
皇冠酒店自助晚餐
早
午
遊輪上早午結合自助餐
晚
助 早點
宿 河內 ★★★★★ 皇 冠酒店或同級

第四 天 河內 老街 沙霸 銀 瀑布
早餐後,專車經老街前往沙壩。 沙壩(SAPA)是越 南北部靠中國邊境的一個小山城。早年是法國人在越南
殖民時的避暑勝地， 距離雲南河口關僅 39 公里左右，位於越南最高峰番西邦山（ Fansipan）山腳下，
海拔 1650 米。越南有54 個 少數民族，其中一半以上聚居在老街省， 沙壩居
住的主要是苗族和瑤族的分支。與其它早已被開發為旅遊區的地區相比，沙
壩的山民仍保持著非常傳統的生活狀態， 對外來的旅遊者既不排斥，又保持
著一定的距離。沙壩保留著濃厚的法國及歐洲殖民化色彩，黑衣苗族的獨特
風情也保存完好，加上宜人的高山氣候， 被視作東南亞的避暑勝地，是西方
遊客喜歡前往休閒度假的地方。越 南在開放觀光之後，這個小山城再度被發
掘，成為背包客的最愛。沙壩的街上，除 了少數民族之外，其他的大多是藍
眼金 髮的外國人，這裡雖然離中國大陸近，但是連大陸客都不常來。抵達後參觀【銀瀑布】，山穀裏
蜿蜒曲折的溪泉，瀑 布落差有 15 米、小橋流水、環 境優雅。
早
宿

酒店內自助餐
沙 霸★★★★

午

NASCO 地道風味餐

晚

沙壩紅瑤餐廳地道風味餐

Sapa Amazing Hotel(http://amazinghotel.com.vn)或同級

第五天 吉 吉小數民族聚居村落 踏梅村 沙 壩教堂

早上參觀『 Cat Cat Village 』 沙壩少 數民族中 不少仍 沿襲其古 老傳統， 相對原 始 及貧 窮。 這個
古村的 名字很 俏皮貓貓村 (CatCat ) ，距離市區不遠 處，是 一個黑苗 族部落。進入部落後你會 被大
自然的 美麗與 超過 3000 米的高 山和綠色 的水稻 梯田驚呆 了。陽光 普照，還 有散落 在山谷黑 苗族
民居形 成一副 生動活潑 ，豐富多 彩的美麗 景色。 這村落的 婦女在織 機豐富多 彩件錦 緞裝飾有 花鳥
圖案的 圖像。 當這些片 錦緞完成 後，它們被染色 和繡有美 麗的圖案 。值得注意的是 ，黑苗族 女性
使用純 天然的 植物和樹 葉染織這 些編織片 錦緞身上，使它 們的顏色 持久耐用 。 『踏梅 村 Ta Van 』
距離沙 壩不到 半個鐘頭 車程，是 「黑苗族」聚居 的地方， 也是這一 帶山區人 口最多 的村落， 信步
而行，可以看 到當地人在梯田 裡農忙的情景，以 及近距離觀察他 們的生活 方式。 走過村門 口
的吊橋之後， 繼續前行可看到 兩旁有掛有正在販 售的傳統服飾， 以及許許 多多賣 著雜貨及 日常生

活用品的矮房 子，每戶都是大 約為 20 坪左右大小的 木製矮房。再繼續 向村裡深處前行，往右
邊一看 ，一整 片的梯田 就這樣傍 著山景在眼前展開。遇到 採收的季 節，往上 走到田埂間，可 以看
到許多 彎腰正 在工作的 婦女，正 手持鐮刀 割下一束束的作 物，俐落 打結後擱 在腳邊。驀然回 首，
身邊有 個小男 孩手上拿 著鐮刀， 揮趕著一 頭水牛從旁走過 。看著這 樣的畫 面，彷彿就像是走 進有
生命的山水農家 3D 圖 畫裡。 黃昏時您可前往市中心【 沙壩教堂】,感受一下沙壩山城浪漫。今日若
天氣 好可的話，在教堂廣場您可看到來自不同部落之年輕小夥子，與 花樣年華的小姑娘，互相看對眼
示愛 情的悠揚的蘆笙聲，唱 起了情歌，此時即是〔愛〕 的開始，即 是當地人俗稱的”愛情市場”。晚
餐後 您可選擇自行前往街上採購一些紀念品，或找個三五好友選一家法式建築小酒吧，小 酌一杯感受
一下過去殖民時代的浪漫氣氛。『 沙壩洋人 街』 沙壩鎮上只 有一條主 要街道 ，在這您 不僅能見 到少

，

數民族 的文化 ，更能同 時欣賞到 許多法式建築矗立街道的 兩旁。街 上聚集著 各色餐館、藝品 店、
小吃攤 、生活 用品店… 等，商家 外頭更可 見到黑苗及紅頭 瑤的年輕 女孩和 婦人，就地擺攤， 向觀
光客兜售各式 手工藝品。
早
酒店內早餐
午
LOTUS 地道風味餐 (不含酒水)
晚
SAPA CHAPA風味餐(不 含酒水)
宿 沙 霸★★★★ Sapa Amazing Hotel(http://amazinghotel.com.vn)或同級

第六天 沙霸 河內 機場Q高雄
早餐後, 再 次感受沙霸山城清新空氣, 之 後專車返回河內。抵 達後安排午餐， 再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台灣
溫暖的家, 結束此趟精彩豐盛的奢華海上行宮與神秘霸山城之旅, 期待下次再會。
早 酒 店內自助早餐 午
大統餐廳中式料理
晚
機上空廚
宿
溫暖的 家

團費: NTD29,500 (註 : 現金價 NTD28,900)

出團備註：
■此為團體旅遊行程，10 人以上成行，15 人 並派領隊隨團服務。
■越南簽證應備資料： （需 7 個工作天） 1.二吋相片2 張 2.護照影本 3.持 外國護照，需護照正本。
■飯店、遊 輪安排均以兩人一室為主，若單人報名無法湊成兩人一室， 需依所訂的飯店補單人房間價差。
■團體機票經開票後，即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恕無法辦理退票。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 有時會因飯店確
認 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 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
保 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越南
◆國名：越 南社會主義共和國（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人口：約 7300 萬人
◆語言：越 南話（部分觀光景點，英語、法語通用）
◆時差：比 台灣慢一個小時。
◆電壓：以 220 伏特（圓孔插座）
◆貨幣：單位為盾（ Dong）、1 USD =約 15000 盾，1 NTD =約 400 盾
◆紙 幣：100000、50000、 20000、 10000、 5000、 1000、 500、200/硬幣：無
◆氣 候：乾 季（11~3 月 ）、雨季（4~10 月），溫度約攝氏26~33 度 ，但北越因緯度較高，海風較涼爽亦請帶外
套 ，溫度約攝氏16~31 度

自費活動：
自費行程價目參考: 1.全身按摩(1.5 小時)NT$700 2.三輪車NT$200 3.鴻 基島 NT$200
小費說明： 【以下提供需付服務費,敬請參考】
●床頭服務費，每間每天美金１元
●遊輪小費, 每人 SUD5
●旅館行李服務費，每 件每間美金１元
●陸龍灣三谷湖遊船船伕小費每人20000 元越盾
●下龍灣~按 摩服務費，您可視按摩師的服務品質或專業水準而彈性給予， 每人 20000 元 越盾
●河內~按摩服務費，您可視按摩師的服務品質或專業水準而彈性給予，每人 30000 元越盾
●當地導遊及司機２人，每天共 NT100； 領隊每天NT100
●10 人以下出團須補足導遊.司機.服 務費，每天共NT200

長福旅行社
長福

交觀甲: 00278
品保會員高: 0231

電話: 07-3300770
傳真: 07-3330635
網址 : www.everlucky.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