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9/15                                       團費: 每人／176,0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早鳥預購最高省 8000】 

團體出發日期前 90 天，報名收訂者團費優惠 8,000 元 

團體出發日期前 60 天，報名收訂者團費優惠 6,000 元 

團體出發日期前 30 天，報名收訂者團費優惠 4,000 元 

註：本專案僅限全額給付團費者獨享；自理機票、嬰兒等均不適用本專案。 

 

 

坦尚尼亞的塞倫蓋提國家公園與肯亞的馬塞馬拉自然保護區相連之浩瀚草原，因季節風帶來雨水滋潤綠如茵的草原，引來草

食性動物集體遷移覓食，每年超過一百萬頭黑尾牛、羚、數萬頭斑馬和瞪羚，上演著的古老節奏韻律，行進著無無避免的生

命週期，首先有三個星期的瘋狂行動，爭奪交配權與領域。每年長達 40 公里的隊伍，將通過鱷魚出沒的水域，於每年的 

7.8.9 月伴隨著命運遷移，Discovery 及國家地理電視，拍出精心動魄之鱷魚、獅子獵殺跨越河流動物的珍貴畫面，只有親臨

目睹才能體會。 



 

每年超過一百萬頭黑尾牛羚、五十萬頭斑馬和三十五萬頭瞪羚，從原本散居的南部，不約而同地輾 

轉走到鄰國肯亞的，在那裡短暫度過一、兩個月後，又千里迢迢地返回 Serengeti 南部。基本的大 

遷徙模式是每年 12 月至 5 月雨季後，MasaiMara 有佔地數百平方公里的茵茵綠草，動物可在那裡享 

受食物充足的快樂。但面積只有 Serengeti 約十分之一的 Masai Mara，並不足以維持過百萬頭 

外來動物的生活，於是在 11 月短雨季來臨前，動物又折返南面開展新的循環。 

 
【動物大遷徙路線圖】 

 

【航空安排】 

使用獲獎無數、具有皇家血統的航空公司～阿聯酋航空 

2016 年 5 月起桃園/杜拜/桃園段，採用雙艙佈局的空中巴士 A380 機型 

A380 又名空中巨無霸，機上空中 Wi-Fi 免費上網(20M)服務，也可於機上加購美金 9.99 元，使用約 

150MB 的流量，或是美金 15.99 元，使用 500MB 的流量。 

註：航空公司保有異動機型、調度之最終權利，敬請貴賓知悉！ 



 

★阿聯酋被航空業界公認權威機構英國 Skytra 肯定 

1985 年創立至今已榮獲超過 190 種各類國際優異獎項，曾榮獲全球最佳航空大獎。 

★阿聯酋航空在杜拜國際機場擁有專屬航廈 

超過 150 萬平方公尺的空間，每年旅客流量 27 萬人次，還有 24 小時的 Shopping Mall。 

★阿聯酋特別邀請國際知名廚師，演繹美食新風味 

不論是午餐或晚餐，道道都是精心設計，還有機會一嚐以阿拉伯香料為主題的異國料理。 

★機上娛樂設備多達 1500 條頻道的 ice 娛樂系統 

提供最新強檔片、配有中文字幕的好萊塢電影、音樂、電視及遊戲等。 

★可盡情滿足購物欲望 

托運行李為經濟艙 30 公斤、商務艙 40 公斤，不擔心行李超重。 

托運行李不限件數但每件行李總尺寸(長+?+高)不可超過 300 公分。 

【旅遊簡圖】 

 
【特別企劃】 

奈洛比 Carnivore 食人族餐廳 

在奈洛比遠近馳名的「Carnivore」肉食餐廳，又稱食人族餐廳，多次入選全球 50 大餐廳，是非 

嚐不可的特色料理，全店充斥著非洲草原的氣氛。餐廳以肉類燒烤聞名，除豬、牛、羊、雞之外， 

也有斑馬肉、鱷魚肉、鴕鳥肉和鹿肉。餐廳裡的肉類採無限量供應，有趣的是，每個餐桌前都有一 

面白旗，若吃飽了，就要將白旗放下，否則服務生會不斷地送肉來。 



奈瓦夏湖遊船：群山環繞，湖岸群聚各種水鳥，湖內更有憨厚的河馬家族，令人驚喜不已。 

 

【住宿安排】 

安排住宿安伯塞利國家公園 Amboseli Serena lodge 

地理位置非常便利，旅館位於安伯塞利國家公園，依靠著漂亮的乞力馬扎羅山，野生動物們就是你的鄰居，驅車獵遊也非常

的方便，旅館內充滿著可愛的非洲情調。 

 

安排住宿乙晚奈瓦夏湖區飯店 Enashipai Resort & Spa 

 

安排住宿三晚馬賽馬拉自然保護區內的飯店 

每年的七、八、九月份超過一百萬頭黑尾牛羚、數萬頭斑馬和瞪羚由坦尚尼亞的塞倫蓋提國家公園，因季節風帶來雨水滋潤

綠草如茵的馬賽馬拉草原，引來草食性動物集體遷移覓食，我們貼心安排在此地住宿三晚，讓您有更多的機會目睹電視上

Discovery 及國家地理頻道所拍出精心動魄之鱷魚、獅子獵殺跨越河流動物的珍貴畫面。 

Mara Simba，位於馬賽馬拉自然保護區，房間、餐廳、紀念品店，都是用木頭建造的，相當有質感。客房裡的裝飾充滿著

非洲風味，在房間內就可以瞭望不遠處的河流，可以看到好多動物，大象、土狼還有其他動物就在不遠處，陽台上就會有猴

子來跟你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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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篷酒店 Ashnil Mara Camp，位於馬賽馬拉國家自然保護區，可俯瞰著名的馬拉河的景緻，該河因角馬遷徙而聞名。酒店

設有游泳池和紀念品商店。每間豪華的帳篷間均設有可俯瞰保護區的平原和野生動物景緻的木質露台，床上掛有蚊帳，連接

浴室設有帶免費洗浴用品的淋浴。 

 

【交通安排】 

全程搭乘四輪傳動吉普車，每台車最多搭載 4-6 位貴賓，讓您隨時都有最好的視野角度，留下人生最珍貴美好的回憶。 

註：隨團領隊每日會更換至各車輛陪同旅客進行行程。 

註：一般便宜團搭乘價格較為便宜的 7 人座 MINIVAN，行車舒適感較差。 

 

 

 

第1天 桃園杜拜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EK367  台北(桃園)  杜拜  23:35  04:15+1  

第二天 EK719  杜拜  奈洛比  10:15  14:15  

第九天 EK720  奈洛比  杜拜  16:35  22:40  

第十天 EK366  杜拜  台北(桃園)  03:40  16:15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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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鬆的腳步，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
搭乘阿聯酋航空經杜拜轉機，飛往「人類起緣的搖籃」─肯亞，班機於隔日抵達「非洲倫敦」美譽的肯
亞首都奈洛比。 
貼心提醒： 

1.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4.本行程包含：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夜宿機上 

 
第 2天  杜拜奈洛比 Nairobi～Carnivore食人族餐廳燒烤餐 
班機於午後時分抵達【奈洛比】。 
隨即前往市區簡單的巡禮，見證這一個中部非洲中最大的城中。英語的奈洛比 Nairobi 是由肯亞當地馬
賽族的話 Enkare Nyirobi 演繹而來，意即冰涼的水。奈洛比雖地處赤道周邊，然因位處 1660 公尺的高
原，故氣候相對的涼爽舒適。與酷熱非洲大地的印象大相逕庭。由於 Nairobi 是英國於 18 世紀末於中
部非洲殖民地的行政重鎮，在英國近 70 年的大力建設下，仍處處可見昔日殖民時期的遺跡與風貌。如
今亦是肯亞的首都所在地。 
今天晚餐於奈洛比【Carnivore食人族燒烤餐廳】享用。在奈洛比遠近馳名的 Carnivore 肉食餐廳，又
稱食人族餐廳，多次入選全球 50 大餐廳，是非嚐不可的特色料理，全店充斥著非洲草原的氣氛。餐廳
以肉類燒烤聞名，除豬、牛、羊、雞之外，也有斑馬肉、鱷魚肉、鴕鳥肉和鹿肉。餐廳裡的肉類採無限
量供應，有趣的是，每個餐桌前都有一面白旗，若吃飽了，就要將白旗放下，否則服務生會不斷地送肉
來。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Carnivore 食人族餐廳烤肉大餐+飲料 1杯 

住宿：五星飯店 Fairmount The Nolfolk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奈洛比 (214KM)安伯塞利國家公園 Amboseli National Park(野生動物遊獵之旅) 
今早驅車前往【安伯塞利國家公園】。雖公園面積僅 392 平方公里，但動物種類多且族群數量大。安伯
塞利國家公園地處肯亞的西南南方與坦桑尼亞為鄰。於 1947 年設立為保護區。其目的專為保育當地日
漸稀少的非洲大象。1977 成為國家公園。Amboseli 為馬賽語其意就是沙塵魔鬼。原由因公園內經常
塵土飛揚。公園內的象群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安伯塞利更是遠觀非洲第一高峰～吉利馬札羅山(海拔
5,895km)最佳的所在。深深擄獲了每一位遊人的目光。我們有兩天的時間於 Amboseli 獵遊，輕鬆悠
閒的享受人與大自然萬物生靈與大地的和諧共生。 
午後安排野生動物遊獵之旅，觀賞公園內各種的野生動物如角馬、斑馬、葛氏瞪羚、湯氏瞪羚、高角羚、
長頸羚、南非劍羚、黑犀、獅子、獵豹、鬣狗、非洲野犬、胡狼等。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飯店內用午餐+飲料 1 杯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飲料 1杯 

住宿：Amboseli Serena lodge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安伯塞利國家公園(野生動物遊獵之旅) 
今日我們續停留在安伯塞利國家公園，並展開晨間及午後各一次的野生動物獵遊，觀賞公園內各種的野
生動物如角馬、斑馬、葛氏瞪羚、湯氏瞪羚、高角羚、長頸羚、南非劍羚、黑犀、獅子、獵豹、鬣狗、
非洲野犬、胡狼等。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飯店內用午餐+飲料 1 杯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飲料 1杯 

住宿：Amboseli Serena lodge 或 同級旅館 

 

第 5天  安伯塞利國家公園 (310KM)奈瓦夏湖 Lake Naivasha 
今日驅車前往魚鷹的故鄉【奈瓦夏湖】，奈瓦夏湖是東非大地塹內唯一的淡水湖，面積 144 平方公里，
群山環繞，湖岸群聚各種水鳥，湖內更有憨厚的河馬家族，令人驚喜不已四周圍繞著壯闊的山色，湖岸
群聚著許多不同種類的水鳥，湖內不時抬頭探看的河馬家族，讓這個大自然景致更加生動有趣。 
下午特別安排搭乘遊艇漫遊於奈瓦夏湖區(約 60 分鐘)，您可在湖中賞鳥、草原的水羚，並看到可愛的河
馬家族張著大口打呵欠的可愛畫面，親身體驗湖光山色與動物彼此相映的和諧之美，沿岸邊航行還可見
到魚鷹、好似掛在孤枝上的鸕鶿、黑色紅鼻白嘴之水鴨。坐船遊湖的時間大約 1 個小時，讓您不費體力
就能體驗東非大地塹的湖光山色。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飯店內用午餐+飲料 1 杯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飲料 1杯 

住宿：五星飯店 Enashipai Resort & Spa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奈瓦夏湖 (229KM)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MASAI MARA(野生動物遊獵之旅) 
上午驅車前往肯亞最負盛名且擁有最多動物棲息的【馬賽馬拉國家公園保護區(MASAI MARA) 】，是世
界野生動物數量最多的草原區之一，此地區在動物大遷徙的尖峰時刻擁有上百萬隻角馬羚、數十萬隻斑
馬及上千隻獅子，為非洲野生動物年度大遷徙的源頭之一。 
每年七月到九月左右，在東非肯亞上演大遷徙，最壯觀的一段就發生在肯亞的馬賽馬拉國家野生動物保
護區，數以百萬計的動物包括斑馬與角馬，動物們從牠們棲息的南面賽倫蓋提草原，整個族群齊橫跨馬
拉河，到達經過雨水滋潤的北方馬賽馬拉草原，尋找牠們的生機～青草。遙遠的路程中並不是所有動物
都能安然抵達，路上有等待牠們的猛獸，而必經之路馬拉河河水既深且急，河中又有虎視眈眈的鱷魚，
結果最後能成功遷徙的大概只有原本的三分一。享受完北方的草原，到十月左右，牠們又會遷徙到它方，
等待新一輪的生命循環。 
旅途中我們將會經過【東非大地塹 Great Rift Valley】，太空人阿姆斯壯在月球上唯一可看到的非洲景



觀就是「東非大地塹」，又稱為東非大裂谷，它是 3000 萬年前由非洲板塊的地殼運動所形成的地理奇觀，
也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源地。你以為東非大地塹是一條荒草漫漫、狹長陰暗的荒谷，那就大錯特錯了！
地塹上是一片寬廣的平原，村莊星羅棋布，牛羊成群，茂密而原始的森林在遠處溫柔圍繞著這塊大地。
已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可能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源地，上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考古學家曾在
大裂谷中發現了 200 萬年前的人類頭骨；1975 年，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交界更挖出了 350 萬年前的人
類骸骨及足?化石，是目前所發現的最古老史前人類證據。大裂谷一般分為東、西兩部分，西部裂谷主
要由高山群組成，形狀比較細碎；而東部裂谷是較深部分，最深處位於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西北約 60 多
公里，這部分裂谷區因沒有出海，故形成的湖泊較淺，所含的礦物和鹽分也較高，故成為眾多野生動物
的集中地，其中不少更已開闢為國家自然保護區。總面積接近 500 多萬平方公里的壯闊裂谷，約形成於
3,000 萬年前，當時這地區的地殼正處於大運動時期，阿拉伯板塊與非洲板塊相磨，令地下熔岩不斷湧
出形成高山及火山，而斷裂下陷的地帶則成為大裂谷的谷底，是世界最大的裂谷帶，長度更相等於地球
周長的六分一，故有人比喻為地球表面的一條大傷痕。 
下午展開一場【野生動物 Safari Game Drive遊獵之旅】，在馬賽馬拉平原追尋觀賞各種野生動物。馬
塞馬拉動物保護區美麗的大草原，風光明媚，一覽無遺。您可能看到象群、角馬羚、河馬、獅子及其他
各種動物。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飯店內用午餐+飲料 1 杯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飲料 1杯 

住宿：Mara Simba Lodge 或 同級旅館 

 

第 7天  馬塞馬拉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遊獵之旅) 

肯亞是野生動物的天堂，有著近 60 個國家公園和國家自然保護區。其中，馬賽馬拉國家自然保護區被
認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堪稱天堂中的天堂”。 
今日上午及下午各展開一場【野生動物 Safari Game Drive遊獵之旅】，在馬賽馬拉平原追尋觀賞各種
野生動物。馬塞馬拉動物保護區美麗的大草原，風光明媚，一覽無遺。您可能看到象群、角馬羚、河馬、
獅子及其他各種動物。 
馬賽馬拉的狩獵活動是最精彩，因為 Discover、Knowledge 與國家地理頻道珍貴的畫面皆從馬賽馬拉
國家公園攝取，亦是動物大遷徙必經之地。今天的 Safari Game Drive 分為上下午各一場，您將有機會
欣賞到世界第一快獵豹(最快時速為 110KM)、獅子、豹、大象、長頸鹿、斑馬、羚羊、河馬、狒狒、鬣
狗、水牛、犀牛、長頸鹿等，皆是您獵奇的對象。 
【帳篷酒店 Ashnil MaraCamp】Ashnil Mara Camp 酒店，位於馬賽馬拉國家自然保護區，可俯瞰
著名的馬拉河的景緻，該河因角馬遷徙而聞名。酒店設有游泳池和紀念品商店。每間豪華的帳篷間均設
有可俯瞰保護區的平原和野生動物景緻的木質露台，床上掛有蚊帳，連接浴室設有帶免費洗浴用品的淋
浴。 
註：Discover(探索頻道)與國家地理頻道，許多相關動物大遷徙的珍稀畫面，皆由我們入住的帳篷酒店周遭的河段處攝取。

入住帳篷酒店雖無法保証一定看得到動物過河的場景，但將無疑的會增加我們觀賞到動物過河的機率。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飯店內用午餐+飲料 1 杯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飲料 1杯 

住宿：帳篷飯店 Ashnil Mara Camp 或 同級旅館 

第 8天  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馬拉河動物奇觀(野生動物遊獵之旅) 
【馬塞馬拉動物保護區】美麗的大草原面積達 1800 平方公里，和坦尚尼亞的塞倫蓋提國家公園相接，
在這一望無際的原野上，常常可見到數萬頭的斑馬、瞪羚、南非羚羊與非洲水牛群和大象群。此地時常
是國家地理頻道及動物星球頻道的取景地點。每年動物大遷徙的季節，上百萬的角馬羚及班馬越過馬拉
河逐水草而來，其間伴隨著肉食性的動物，場面之浩大、壯觀絕對讓您畢生難忘。聞名的影片”遠離非
洲 Out of Africa”的部份場景即在此地拍攝。此區最常看見的景象就是少數的遊牧民族?馬賽人趕著羊群，
馬賽人鮮紅的裝扮，讓人印象深刻。 
【馬拉河動物大遷徙過河奇觀】在馬拉河，有 3~4 處動物過河點 Cross point，鱷魚、禿鷹在河邊等待
要過河(牛羚、斑馬)的伺機獵捕。7~9 月是在馬賽馬拉動物園動物保護區最壯觀的動物過河奇觀景。 
Discover Knowledge 與國家地理頻道珍貴的畫面皆從馬賽馬拉動物園動物保護區攝取，亦是動物大遷
徙必經之地，如果運氣好的話就能看到動物過河奇觀景(PS:動物過河為一種自然景觀現象，請恕本公司
無法保證貴賓一定可以見到) 
【東非動物大遷徙】又經常稱為角馬大遷徙，因為俗稱角馬的黑尾牛羚是大遷徙中數量最多的動物。根
據最高峰期的統計，超過 160 萬頭牛羚參與這場大遷徙。雖然牛羚數量最多，但他們不是大遷徙的先鋒。
帶領著百萬動物大軍的，是愛吃長草的草原斑馬(Burchell's zebra)。憑著他們鋒利的牙齒，把草莖頂部
切割下來慢慢咀嚼，剩下草的底部給隨後愛吃短草的牛羚。牛羚吃飽離開後，草地上露出剛剛長出的嫩
草，正好是走在後面的瞪羚的美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飯店內用午餐+飲料 1 杯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飲料 1杯 

住宿：帳篷飯店 Ashnil Mara Camp 或 同級旅館 

第 9天  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 (300KM)奈洛比杜拜 
今天一早我們便驅車離開馬塞馬拉動物保護區，前往奈洛比機場搭機經杜拜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發放代金美金 10元 (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10天  杜拜桃園 
飛機將於杜拜轉機飛返台灣，帶著滿載的回憶與感動，回到溫暖甜蜜的家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自  費  活  動 :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馬塞馬拉

大草原 
熱氣球之旅 

馬塞馬拉大草原熱汽球之旅。清晨起床後，搭乘熱氣球在天剛亮時升空，觀賞

日初、高空鳥瞰馬塞馬拉大草原上的野生動物。在大草原上享受浪漫的香檳早

餐。(熱氣球升空時間約為 50-60 分鐘) 

   

活動時間： 約兩小時 

報名方式： 出發前報名 

費用包含： 接送+香檳早餐+飛行證書 

特別說明： 熱汽球的活動必須提前登記，現場報名常常會額滿，需於出發前

先報名 

營業時間： 05:00-11:00 
 

幣別：美金 

大人：480 

小孩：480 

馬賽馬拉

大草原 
馬賽村 

肯亞是個部族文化多元的國度，全國有超過 40 個各有不同風俗與傳統的部

族。其中馬賽族因為形象鮮明、勇猛善戰且始終維持傳統生活，堪稱肯亞最知

名的部族，在肯亞最重要的野生動物保護區馬賽馬拉的大草原上，散落著許多

馬賽村，至今仍過著淳樸的放牧生活。馬賽村的屋子雖在草原各處也有風格上

的差異，但大多以夯土築成，入口窄小以防止動物入內。在肯亞除了有追尋野

生動物的刺激，也能見到豐富的人文風景。 

   

活動時間： 約 1 小時 

報名方式： 出發前報名 

費用包含： 車資 

特別說明： 無 

營業時間： 無 
 

幣別：美金 

大人：35 

小孩：35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簽證說明 :  

※肯亞電子簽證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效期 6個月以上、本人簽名) 
2.大頭照(5.5x5.5cm)〝純白底〞近三個月內拍攝照片 1張(＊務必符合規定＊) 
3.清楚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4.個人基本資料表，資料需包含: 
(1)父母親的英文姓名 
(2)台灣住家地址及手機 
(3)EMAIL 
(4)過去是否有造訪過肯亞 



(5)過去三個月旅遊記錄 
(6)工作英文職稱 
5.工作日需 15天 
6.前往肯亞須於出發前 14天，請前往接種黃熱病預防疫苗，並請妥善保管注射證明書(黃皮書)，於入境肯亞時必
須出示證明。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參加本行程應付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天美金 10元。 

九天團美金 90元／十天團美金 100元／十一天團美金 110元／十二天團美金 120元 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服

務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旅行業為服務業，無底薪，所以小費一直是導遊和司機的

主要收入之一。 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

以茲鼓勵。 房間清潔費：每房每天美金 1元，請置於枕頭上。 其他服務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

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服務費之多寡。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7.16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