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受吳哥歷史文化】 
◆失落的古城～吳哥王城再現 
強盛國力曾經稱霸中南半島的吳哥王朝，文明璀璨即便是當時的歐洲也忘塵莫及。但隨著國力銳減竟消失到連高棉人也忘了

它的存在。如此恢弘精緻的藝術瑰寶，終在十九世紀重現，找到它的法國人，憑藉的竟是六百年前中國人的手稿記事。 

◆吳哥華美恢弘～千年無可憾動 
曠世巨構，即便隱沒於樹根老藤盤結揪扯的叢林千百年，古城如老樹地底網絡般，與大地結為一體，牢牢聳立。不動如山且

震懾後世之傑作，得力於古高棉人縝密精確的建築技法，吳哥寺廟與皇宮華貴恢弘，遠觀近炙都令人讚嘆驚豔。 

◆世界七大遺跡～建築四大藝術 
吳哥王朝的建立由於無文字的記載，因此始終帶著神秘的色彩，現今外界對它的瞭解是從片段記載所拼湊出來的。宗教信仰

及建築藝術受到印度直接影興響，創造出永垂不朽的古城藝術，從它尋找一段滄傷的記憶、一座古老的藝術王朝、一心探久

遠的風貌。而堑電影【古墓奇兵】更將它深沉的輪廓清晰勾勒出來。 

 
【行程特色】 

◆以專業服務的精神，提供最豐富、詳盡的吳哥窟資訊，為您揭開吳哥窟神秘面紗。 

◆入境吳哥窟安排貴賓級通關，讓您免於排隊等候之苦。 

◆吳哥窟行程使用『三日卷門票』深度遊，並附上個人照片，可作為永久紀念。 

◆吳哥建築四大藝術美景： 

01.參觀《大吳哥古城》吳哥窟曾是一座王朝，多年以來，雖然被熱帶叢林所淹沒，但那奇妙微笑的四面佛雕像，高聳的石

塔建築以及婆娑起舞的仙女浮雕，親眼目睹者無不憾動。 

02.參觀古墓奇兵拍攝地點《塔普倫神廟》，此神廟是褚耶跋摩七世為他母親所建的寺廟，五百年過去，交織出現代柬埔寨古

樸悠閒的氛圍，但翻開歷史的卷軸，卻是歷盡人間滄桑的千年古都。 

03.參觀《美麗的斑蒂絲蕾》俗稱女皇宮，建於西元 967 年，運用各種深淺浮雕技法，發揮在磚塊及岩石等建材上所有可以

裝飾的地方無一遺漏，如此繁複的精工細琢，絲毫不顯累贅的各顯特色。 

04.參觀《吳哥建築藝術之傑作—小吳哥窟》，小吳哥是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建築作品，傑出的建築技巧及雕刻表現，贏得千年

讚嘆，物換星移，先人所展示出來的智慧與光采值得世人深思。 

◆安排前往遊覽東南亞第一大淡水湖：【洞里薩湖】，並搭乘專屬船遊遊覽湖光山色的美景，近距離的了解水上遊牧民族的生

活狀況與甘苦，亦可看到水上加油站、醫院、學校、牧場、日常必須場等一應俱全，還可觀賞柬埔寨水鳥生態保護區（旅

客請記得帶望眼鏡）保證令您大開眼界。 

﹝註：逢每年 4～6 月枯水期，水位過低期間，改走吳哥窟最偉大的西大人工湖：西馬萊湖遊船。﹞ 

◆特別安排小吳哥窟觀賞日出令人讚嘆( 視天氣而定予以調整 ) 

◆特別安排傍晚前往於吳哥窟遺址旁之巴肯山爬山及觀賞日落(註：此景點是影片古墓奇兵裡，女主角蘿拉小姐，從高空跳傘 

進入吳哥窟地區的降落點)。欣賞吳哥日落美景。 

◆特別贈送：【柬式古法按摩一小時】放鬆與舒緩一天的疲勞。(P.S.為避免影響骨骼發育，未滿 12 歲孩童恕不贈送) 

◆行程豐富特別安排吳哥全景博物館使您能更深入了解吳哥窟的歷史文化 (價值約 300 元) 

◆乘坐特色交通工具【嘟嘟車】暢遊吳哥市區，不一樣的吳哥窟印入眼簾。 

◆包含所有觀光景點門票、絕對物超所值。 

◆ SHOPPING 共 2 站：乳膠店及珠寶店，隨各位貴賓自由參觀選購，讓您入寶山不空手而歸。 
★注意事項：當地販售人工珠寶石之品質及等級與台灣地區之寶石評鑑認定標準有所不同，如同方晶鋯石非屬鑽石，雖硬度
不同但確有媲美鑽石光澤豔麗及色彩逼真，亦不失您配戴風采，美觀又價格實惠，是您購買紀念品之選。 

◆贈送：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清涼椰子乙顆、回憶 T 恤、遮陽草帽、吳哥水布絲巾、團體照一人一張。 

 
【餐食特色】 
◆全程於住宿飯店內享用精緻的自助式早餐，午、晚餐提供飲料:每人一罐 啤酒 或 汽水。 

◆安排於國王酒店內用中式料理午餐。 

◆安排於四面河餐廳自助午餐。 



◆安排於 CRYSTAL ANGKOR 餐廳中式料理晚餐。 

◆安排於 KOBE 餐廳神戶鐵板燒午餐。 

◆安排於微笑餐廳自助晚餐。 

◆安排於 VIROTH 餐廳柬式風味套餐晚餐。 

◆安排於 TROPICAL 餐廳中式料理午餐。 

註: 於酒店內、自助餐廳、KOBE 神戶鐵板燒餐廳、VIROTH 餐廳- 柬式風味套餐用餐時，恕無法提供飲料 

 
【住宿飯店參考】 
吳哥窟住宿五星飯店四晚或同級 
   Angkor ERA Hotel    Angkor Miracle Hotel     Borei Angkor Hotel    Sokhalay Angkor Hotel 

Angkor ERA Hotel 吳哥時代酒店           http://www.angkorera.com 
Angkor Miracle Hotel 吳哥奇蹟酒店        http://www.angkormiracle.com 
Borei Angkor Hotel 吳哥寶利安酒店       http://www.boreiangkor.com 
Sokhalay Angkor Hotel 吳哥聖卡萊酒店   http://www.sokhalayangkor.com 

【參考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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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搭乘日期 航班編號 起/訖城市 起飛/抵達時間 

小行星航空 第一天 RD-7121 台北(TPE) / 吳哥窟(REP) 1110/1330 

小行星航空 第五天 RD-7120 吳哥窟(REP) / 台北(TPE) 1430/1900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暹粒(吳哥窟)  洞理薩湖(或馬來湖)  乘嘟嘟車遊覽市區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復興航空班機直飛往位於柬埔寨西北方的暹粒省世界七大奇蹟之一【吳哥窟】。 
【洞里薩湖】前往碼頭搭船遊覽(洞里薩湖為東南亞最大的內陸淡水湖，此湖每年 5—10

月的雨季總面積可達 11,132 平方公里，水深 14 公尺，當旱季來臨時湖水又縮小為 3,000

平方公里，水深只有 1 公尺，極為懸殊。而漁獲源源不斷供應全高棉人民食用，亦可

外銷)。延途您可看到當地水上人家特有生活情形如船屋上捕魚、種菜、養豬、甚至水

上學校等，所有陸上設施應有盡有，別具特色。 

(旱季時湖水減少或交通等各項因素改走馬來湖) 

晚餐後返回市區安排乘坐『嘟嘟車』暢遊吳哥市區。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中式料理 USD6 晚餐: 國王餐廳-中式料理 USD6 

吳哥窟住宿：★★★★★SOKALAY ANGKOR HOTEL 飯店或同等級 

第二天 大吳哥城【百因廟、巴本宮殿、鬥象臺、十二生肖塔、空中宮殿】 塔普倫神殿  
    大高神殿  巴肯山落日 
【大吳哥城】尋幽訪勝，大吳哥城為長寬各達 3 公里的正方形王城，首先由南大門進入，石橋兩列各有五十四尊

石像，左側是神明，右側是阿修羅像。 
註：大吳哥窟從南大門旅遊景點區域起，規定一律換小車使可入內參觀！敬請見諒！ 

註：因大吳哥，大環及小吳哥目前團體進去，均規定要改搭園區內的車子，一般遊覽車不能進入；在車與車的轉接時間要先

等車，敬請鑒諒！ 

【百因廟】由五十四座寶塔構成，每座寶塔皆雕有四面佛陀，臉孔朝東西南北四面呈

現各種神韻的微笑總計二百一十六張臉孔，當參觀至中心位置時四方都籠罩在巨大佛

臉之中，面對著各式各樣不同的微笑確有意想不到的心情安穩，因此人們笑稱為微笑

高棉。緊接著探索吳哥窟藝術上著名之浮雕壁畫，在此可清楚見到古時柬埔寨的行軍

隊伍，也可見到古時柬埔寨人與暹羅人的水上戰鬥場面，戰鬥旁的水中有正等待飽餐

一頓的鱷魚，構成一幅有趣的畫面。此外當時百姓生活玩樂的方式都生動的浮雕在壁

畫上，更是隨處可見。【巴本宮殿】目前正在整修中。 

【鬥象臺】此乃當時國王校閱軍隊的地方，雕有大象行軍陣列。 

【12 生肖塔】傳說如果高棉人起爭執需要仲裁，古代法官會裁定兩個人各選擇一個塔居住，經過一段時間犯罪者



就會生病或無法承受不安而認罪；也有一說為古時走鋼索賣藝表演的地方。 

【空中宮殿】此處為加亞拔羅曼七世之祭祀地點。 

【塔普倫神殿】是古墓奇兵拍攝之地，廟名是取自古老梵天之意。自從發現至今，仍然保持原貌，只見大樹攀爬

神殿，百年老樹纏繞著千年奇石，真是另人驚嘆。 

【大高神殿】現今考古學家的研究重地，也是唯一沒有雕刻的宮殿。 

【普南巴肯寺】公元 900 年建，位南大門外 107 公尺高的巴肯山上，金字塔型磚造寺廟，有五層台基，上為五座

寶塔，在此可一覽小吳哥城的雄偉建築，並於【巴肯山】欣賞整個吳哥城變成金黃色世界，感受聞名的吳哥窟落

日美景。 

註 1：巴肯山上的"巴肯寺"，規定入內禁止《穿短褲、衣服露肩及低於膝蓋以上裙子入內參觀》，敬請鑒諒。 

註 2：因巴肯山上山每日時間管制限 300人，若逢上山人數滿額，改以《變身塔看夕陽》替代。 

註 3：欣賞落日會因氣候不佳影響觀賞，敬請鑒諒。 

註 4：目前巴肯山遊覽車規定限停於小吳哥停車場，旅客下山只能步行至停車場搭車。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 四面河餐廳- 自助午餐 USD 6 晚餐:  CRYSTAL ANGKOR 餐廳- 中式料理USD10 

吳哥窟住宿：★★★★★SOKALAY ANGKOR HOTEL 飯店或同等級 

第三天 吳哥窟觀日出  班特斯雷寺【女皇宮】 珠寶店  悠閒下午茶時光  吳哥全景博物館  

【吳哥窟觀日出】今天起個大早趁太陽未昇起前往世界七大奇蹟—【小吳哥窟】觀看日出，期待著黎明破曉旭日

東升，朝陽灑向吳哥窟的震撼美景。 

【班特斯雷寺(又撐女皇宮)】建於十世紀西元 967 年，在吳哥窟東北 35 公

里，坐西朝東，紅砂岩浮雕是吳哥遺跡中格調技巧最高者，寺名為女性城

堡之意。此地為尊奉婆羅門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濕婆神。由於建造此座古剎

的石頭為美麗的粉紅色，此廟壁畫的雕工是所有吳哥古蹟中最精緻細美

的，加上因為它是第一座重建的寺廟，保存狀況十分良好，可謂柬埔寨古

代文明的一瑰寶。 

【悠閒下午茶時光】身在異國吳哥窟，悠閒自在，享受一個讓心靈放鬆、

沉澱的下午茶時光。 

【吳哥全景博物館】此博物館在 2015 年 12 月開幕，內含有吳哥窟王朝所有

歷史的繪畫，團體並安排在環繞 360 度的全景 3D 繪畫，讓你震撼的感受此

繪畫的壯闊，並安排電影院，讓你了解高棉人民的起源，及如何建造神廟

的歷史故事。吳哥全景博物館內主要分成三大部份： 

一：「資料館」：歷史照片展示、吳哥重要寺廟古蹟模型、搜索資料觸控螢

幕。 

二：「全景大廳」：分別展示描素吳哥王朝「闍耶跋摩七世」時期「對外戰

爭」「建設」及「繁榮」三個時期的全景圖畫。 

三：「3D 電影院」：204 個座位，展示雄偉壯觀吳哥窟是高棉時代建築及文化歷史。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 KOBE 餐廳- 神戶鐵板燒料理 USD8 微笑吳哥餐廳- 自助晚餐 USD 6 

吳哥窟住宿：★★★★★SOKALAY ANGKOR HOTEL 飯店或同等級 
第四天 塔頌廟  變身塔   涅槃宮  寶劍塔  乳膠店   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 小吳哥窟 
【塔頌廟】建於 12 世紀末，由 Jayavarman 七世所建的佛教建築，為紀念當初吳哥王朝全盛時期東征西討驍勇善戰

之塔頌將軍所建。 

【變身塔】為古代皇族火化變身為神之神殿，建築物大部份使用紅土與煉

瓦為材料，在階梯下方中央有個長方形石槽，為死者火葬處，此乃代表國

王由人轉變為神仙之地。 

【涅槃宮】Neak Pean 的意思是（纏繞的巨蛇），就這麼小小的神廟，在水

中央，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亭亭玉立，美得像一顆水中明珠。在 Jayavarman

七世在位時期，積極進行各項建築工程，其中涅盤宮（ Neak Pean ）算是

一座寺廟休養所，供奉婆羅門教，在當時是一個大醫院，最神奇的莫過於

此地的聖水，具說它有神奇治病的療效，信不信由您囉！  

【寶劍塔】建於 12 世紀末，由 Jayavarman 七世擊退占婆入侵，勝利凱旋後開始興建，意指”勝利的幸運之城”後

來人們稱該寺為 Preah Khan 意指”寶劍”是王權的象徵。據說高棉為收復吳哥，與占婆大戰於此，占婆的國王可

能在此被殺，至此彷彿可以感受到當時劍拔弩張的氣氛。   



【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 小吳哥窟】今天世人所稱的世界七大奇蹟約建於

西元 1113 ~ 1150 年間，由 Suryavarman 太陽王所建蓋的國廟—【小吳哥

窟】，與萬里長城、金字塔、泰姬瑪哈陵、婆羅浮屠佛塔等並列世界七

大建築奇蹟；吳哥窟佔地廣達 200 公頃為全世界最大的神殿，呈東西寬

1.5 公里、南北長 1. 3 公里之長方形建築物。是以尖塔與同軸心式迴廊這

兩種典型的高棉式建築，中央聖殿為主塔高達 65 公尺，與其周圍四個塔

代表著”須彌山”，亦是指全世界的中心，以此塔群向外延伸共有三層，

每層皆被完整的迴廊包圍，迴廊上充滿各式各樣以及各種神話浮雕，作

工精緻令人嘆為觀止目不暇給。趁著落日餘暉，沐浴在金色陽光中深入體會吳哥窟，它不只是座榮耀神祇的廟宇，

也是人間對天堂的極致想像與體現。 

註 1：小吳哥第 3層，因上去樓梯斜度為 75度較危險，規定 12歲以下，孩童無法上去，敬請鑒諒！ 

註 2：小吳哥第 3 層不開放日期(★佛誕日)。 

註 3：入小吳哥第 3層中央寶塔規定《禁穿短褲、露肩及低於膝蓋以上裙子入內參觀》請依規定穿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 平等餐廳-柬式風味餐 USD6 晚餐: VIROTH 餐廳- 柬式風味套餐 USD10  

吳哥窟住宿：★★★★★SOKALAY ANGKOR HOTEL 飯店或同等級 
 

第五天  吳哥窟  姊妹廟  吳哥老街尋寶 (傳統市集) 台北 
 

【姊妹廟】暹粒市最靈驗的姐妹廟，也是當地香火最旺的廟宇，帶著一份虔誠的心祈求，滿懷吳哥的祝福。 

【吳哥老街尋寶】 暹粒市最熱鬧的傳統市集，帶您著實感受高棉人民的異地生活文化，琳瑯滿目的藝品及紀念品、

道地的高棉布織品、雕刻品、人文藝術家的獨創街頭藝品…等可利用此段時光，盡情享受在異國殺價購物尋寶的

樂趣。稍晚專車接往機場搭機直飛返台北，結束此趟知性又豐富的尊貴吳哥窟五日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 TROPICAL 餐廳- 中式料理 USD 8 晚餐:機上套餐 

註 1：以上行程及餐食僅供參考，一切依當時天候、交通等狀況而有所順序上的調動，但景點不會減少，敬請各位貴賓見諒！ 

註 2：柬埔寨觀光由於較晚開發，各種基礎建設均未臻完善，交通、住宿、電力、遊覽車及路況等各式軟硬體設施無法與鄰近東南亞國家

相提並論，但卻絲毫不曾減損吳哥文化的美與精采。請抱持入境隨俗的閒適心情旅行，定能懷抱滿囊、收獲豐碩。祝您旅途愉快！ 

 

柬埔寨落地簽證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護照效期需６個月以上）。 

2.兩吋彩色白底照片 1 張(最好與護照及身份證不同)。(請在照片背面寫上姓名) 

3.柬埔寨不接受持多本護照入境，請持申請簽證之該本護照進入柬埔寨。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您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
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柬埔寨自費行程參考項目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吳哥窟 柬式按摩 

活動時間： 60～90 分鐘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 按摩 60 分美金 12 元、全身按摩 90 分鐘 15 美金 

特別說明： 60 分鐘美金 12 元、90 分鐘美金 15 元 

營業時間： 12:00～21:00 
 

幣別：美金 

大人：12~15  

小孩：不適用 

吳哥窟 

微笑高棉 

大型雷射 

聲光秀 

活動時間： 約 75～80 分鐘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 座位(不指定席)大人 30、小孩 20 

特別說明： 
最低成行人數 6 人，每天 1 場，19：15 開始，表演時間

75~80 分鐘 

營業時間： 約 19:15~21:35 
 

幣別：美金 

大人：30 

小孩：20 

改 A 座+10 

 

 



柬埔寨當地服務費說明參考 

項目 費用 備註 

飯店 房間床頭服務費 每間 / 每次  柬幣 4,000 元 或 美金 1 元  

飯店 提行李服務服務費 每間 / 每次  柬幣 2,000 元  CHECK IN & CHECK OUT 是分開計算 

按摩 1 小時服務費 每人 柬幣 4,000 元 或 美金 1 元 
可視按摩師的服務品質或專業水準而彈
性給予。 

嘟嘟車車伕服務費 每人 柬幣 2,000 元 下車後再給予車伕服務費。 

洞里薩湖船家服務費 每人 柬幣 2,000 元 下船前再給予船家服務費。 

在東南亞給小費是一種友誼的表示，請以紙鈔為宜(因當地人認為硬幣是不尊重人的) 

 

費用包含： 

1. 遠東航空 桃園機場//吳哥窟 全程來回團體經濟客艙 

2. 行程中所列之景點、交通、門票、餐食 

3. 行程所列飯店住宿，兩人一間雙人房住宿 

4. 此行程已投保每位旅客 4500 萬履約保證險、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醫療險 

5. 柬埔寨落地簽證費用、兩地離境機場稅、燃油附加稅 

 

費用不包含： 

1. 導遊、司機、領隊服務費 NT$200/每人/每天，五日行程共 NT$1,000 元 

2.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4. 本行程係以雙人房為住宿之安排，若指定單人房須補單人房差費用。 

 

出團備註說明： 

         1. 成團人數：此為團體旅遊行程，10 人以上即可成行，16 人以上加派領隊隨團服務 

         2. 訂金金額：包機機位訂金 NT10,000 元/每人 

           (此航班為包機操作，如旅客因故取消當團行程，訂金無法退回並需付清包機票價全額) 

           (團體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 

           訂金繳交期限：經服務人員確認後 2 天內。 

           尾款繳交期限：出團前七天或於收到說明會資料之後付清尾款 。 

         3. 證照資料繳交期限：出團前 10 個工作日。護照簽證自理者，出發當天未帶有效之護照 

           及簽證.....等至機場，導致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需由旅客自行負 

           責！ 

         4. 12 歲以下的兒童不用買三日券門票，請家長自備護照影本或正本，並請隨身攜帶供景區驗 

           票人員查驗。 

         5. 中南半島當地景點門票皆無年長者優惠票，固團費無此優惠。 

         6.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旅客擁有雙重國

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並於報名時請告知您的客服人員。  

         7. 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外退

費，也不另行加收費用 。 

         8. 因機票、國外飯店、匯率等成本變動因素，售價以訂購當日之網頁售價為準。 

         9. 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 增加餐

食本公司不另行加價，如減少餐食，將退回餐費差價，敬請見諒。 



         10. 其它：東南亞地區集體遺失護照甚多，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最好分開存 

 放。 

         11.吳哥為眾多文化遺產的地方，常臨時發生某古蹟需要維修的情況，由於維修期間不定亦無 

           觀光價值，故會取消該行程(請以當時狀況為主)。又因吳哥窟均以購買三日券為所有的門 

           票，如有景點因維修或當地政府徵用取消恕無退費，敬請見諒！ 

12.吳哥窟仙女旅遊機構公佈，吳哥窟遺址群內規定穿著上衣需有袖，需著褲裝且過膝，敬請 

配合。(披上沙龍布也可能會被限制，請多注意。) 

13.東南亞因路邊攤衛生狀況不佳，導致團員常腸胃不適，敬請旅客注意！ 

         14. 如遇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 

           利。 

         15. 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

處，敬請原諒。 

         16. 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法條精神依

據觀光局公佈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17. 台北緊急連絡電話：TEL：+886-2-25059212。桃園機場旅客服務中心電話：(03) 383-4631。

第一航廈服務櫃台電話：(03)398-2194，第二航廈服務櫃台電話：(03)398-3341。 

 

 

 出 團 日 期                             共計 5 日 

 2018/12/29（六）~1/02（三）訂金: 10,000 元 

單人房差:  元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兩地機

場稅、燃油稅、安檢費）+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費不包含：  

1.個人之護照（新辦）代辦費用 1500 元、台胞證新辦 1700 元（卡示新證五年免簽）。  

2. 行程表內未含之自費活動費用及個人意願自行安排之行程費用。 

3. 私人性質之小費(如床頭小費)、行李服務費及飯店內之個人花費。 

 

走一趟具有深度且優質之旅，找回不同的人生觀，改變您的一生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真誠的服務！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交觀﹙甲﹚字第 7167 號 旅品字 No:北 1755 聯絡人:曾文英 : 0981-636-918 分機:108  

台北客服專線：(02)2545-3148  傳真：(02)2545-3144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2 樓之 1 
高雄客服專線：(07) 974-4210  傳真：(07)380-6314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信箱： wen@hctravelark.com 

榮獲品保協會『2013金質旅遊行程-西藏13天』『2012金質旅遊行程-不丹』 

 

http://hctravelark.com/
@hctravelark.com
http://www.facebook.com/hctravel2012
http://www.facebook.com/hctravel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