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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鎮、鳳凰古城、梵淨山、岳陽八日遊 
《全程三排椅巴士、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 DVD》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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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長沙：高升華美達酒店~準★★★★★(或同級)-2018 年開業 

長沙高升華美達酒店隸屬於温德姆國際酒店集團旗下高端品牌酒店，酒店客房裝修豪

華舒適、設計典雅時尚、格調奢華，所有客房均設有中央空調、液晶電視、無線網絡、

冷熱飲設備、私人保險箱、國際衞星頻道等，先進齊全的設施設備，舒適怡人的住宿環

境，是賓客商務出行、休閒旅遊的理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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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古城：鳳凰花園酒店~準★★★★★(或同級)～2013 年開業酒店 

鳳凰花園酒店位於鳳凰古城風光秀麗的沱江河畔，虹橋下游 900 米，處於鳳凰古城沱

江下游。酒店總建築面積 29970 平方米，是一家按照高星級酒店標準投資建設，集餐

飲、住宿、會議、度假、康樂於一體的豪華園林式親水旅遊度假酒店。酒店主體建築風

格為中國古建築最重要的流派之一的徽派建築，院內綠化率達到 45％以上。 

    

銅仁：錦江賓館~☆☆☆☆☆(或同級)-2015 年開業 

銅仁錦江賓館，按國際五星級標準建造，酒店整體項目分別由中天國貿名店及五星級

酒店組成，為銅仁又一地標性建築。酒店擁有各類高級房、豪華房和套房共 400 間套，

所在房間裝修豪華，配備國際頂級衛浴設施與寢具。 

    

吉首：皇冠假日酒店~準★★★★★(或同級)-2018 年開業，2018 裝修 

酒店周邊旅遊資源豐富，矮寨大橋、芙蓉古鎮、德夯苗寨和乾州古城是您探索湘西魅

力，領略民風民俗的必遊聖地。 

    

芙蓉鎮：邊城故事主題文化酒店~湘西民俗文化主題(或同級)-2014 開業 

邊城故事主題文化酒店，地處國家歷史文化名鎮—湘西知名景區芙蓉鎮境內。該酒店

是湘西一家以展示土﹑苗風情故事，領略湘西民俗文化的主題酒店。該酒店傳統的土

家族閣樓四合小院建築風格，古樸、典雅、依山而建；三種不同主題——《青澤別院》、

《素墨軒》、《芙蓉苑》，回廊婉延、假山流水、綠樹成蔭、景色迷人。完美地演繹了湘

西邊城土家族、苗族厚重的歷史文化。酒店 46 間豪華客房裝修精致、功能配套設施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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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專屬大型停車場、多媒體會議室、特色民俗餐廳、雅致品茶室，是您來湘西休閑度

假、商務會議的最佳選擇。 

    

岳陽：格蘭雲天大酒店~★★★★★(或同級)-2018 年開業 

酒店是由上市公司中航善達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興建，並由深圳格蘭雲天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投資經營管理的國際化高端精品連鎖酒店。酒店以卓越的服務及完善的設施，演

繹格蘭雲天“親和、細膩、暢捷、凝練”的品牌特性，面向中高端成功人士和商務客

戶群體。 

    

● 旅 遊 參 考 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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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長沙 

參考航班：華信航空 AE953 17：20∕19：40【每週二、五飛】 

行       

程         

內

容 

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長沙。 

長沙為湖南省省會，位于湖南省東部，湘江下游，市區面積 350 多平方公里，人口

165 萬。長沙又名星沙，是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旅遊資源以歷史名勝為特色，

也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心和旅遊集散地。 

早餐：※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住宿飯店：高升華美達酒店~準★★★★★ 或 同級 

第二天 

長沙→《約 172 公里，車程 2.3 小時》→常德~詩牆、柳葉湖→《約 283 公

里、車程 5 小時》→鳳凰古城【夜遊】 

行       

程         

內

容 

【柳葉湖】因湖的形狀像柳葉而得名，白鶴山、花山、太陽山環繞湖北部。其中白

鶴山很早以前就是白鶴棲息的寶地，每年 5 月-10 月，成千上萬只白鶴與白鷺在藍

天碧水間翩翩起舞，為柳葉湖增加了奇麗的色彩。 

【詩牆】常德素稱文物之鄉，近年來，國家投資一億零八百萬元，以 2.92 公里長的

防洪牆載體，修建一座旨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命名 “中

國常德詩牆”。詩牆薈萃了中國當代名家詩詞、書法、美術精品鐫刻於一牆，被稱

世界最長的詩、書、畫、刻藝術牆，獲“金氏世界紀錄最長的詩書畫刻藝術牆”。 

鳳凰古城是中國最美麗的小城，如果你想目睹真正的湘西風情，你不得不到鳳凰古

城(又名沱江鎮)走一趟。鳳凰城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鳳凰縣的縣城，它緊鄰

沱江而建，吊腳木樓布滿山坡。這裏是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故鄉，他曾在《邊城》中

描繪過它素樸而迷人的風情。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飯店：鳳凰花園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鳳凰古城【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居、虹橋風雨樓、楊家祠堂、東門城樓、

船遊沱江河風光】→《約 50 公里、車程 1 小時》→銅仁～苗王古城→《約

35公里、車程 50 分鐘》→銅仁市 

行

程

內

容 

【沈從文故居】位於古城南中營街，為一南方典型的四合院。古院皆采用一陡一眠

合子墻封砌，故居所有木質建築，無雕龍刻鳳，但顯得小巧精緻，古色古香。特別

是那些帶有湘西風味的雕花木窗，琢工精良，格外引人註目。 

【熊希齡故居】環境幽靜安謐，建築古老質樸，四方形佈局，中有一天井寬坪。進

入宅門，左側是一個約十平方米寬的前室，又稱會客室，天井東側為專門的柴房，

內有石磨、石碓等食用傢具裝置，充分顯示了這家主人當時勤儉持家的良好風範。  

【虹橋風雨樓】虹橋橫臥於沱江之上，風雨樓以它的壯觀和俊美拔然而起，這其實

就是成了一道重疊的風景，這道風景，由下而上、由古而今穿越著六百多年的歷史。

這座橋始建於明洪武初年，橋下的那條潭，自古以來就叫“回龍潭”。靠近南岸，

以前依山傍水還修建有一座“回濤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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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楊家祠堂】為鳳凰縣 24 家祠堂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古城內的祠堂，楊家祠堂始

建於道光十六年，木質結構呈四合院，上下兩層，占地面積 770 平方米，整過建 

築工程精細，富有楊家民族特色。  

【東門城樓】位於城東，緊靠沱江，原名"升恒門"，為鳳凰古城四大城門之一。東

門城樓始建於清康熙五十四年，城門下部由紫紅砂巖砌成，上部城樓則用古磚砌築。  

【沱江(含遊船)】是古城鳳凰的母親河，她依著城牆緩緩流淌，世世代代哺育著古

城兒女。坐上烏蓬船，聽著艄公的號子，看著兩岸已有百年曆史的土家吊腳樓，別

有一番韻味。沱江打很遠的貴州境內流出來的，流到這裡自然清澈見底，她流出很

多人的故事，那河上的跳巖，是典型的湘西風光，她原始、古樸，有多少故人和故

事從那跳巖上走過。 

註：遇沱江水位過高或過低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沱江無法遊船，則此取消不走，

敬請見諒。 

【苗王古城】銅仁松桃苗王城是各代苗王居住地，也是明朝嘉靖年間的龍西波和吳

黑苗起義發生地，被譽為「千里苗疆第一寨」。苗王城集山水、崖洞、泉瀑、峽谷、

森林、原始村寨、軍事巷道、苗族風情為一體，民風民俗保存得相當完整。特別是

獨具風格的中國「南方長城」，能攻、能守、能退，是一個具有相當軍事構築工事水

平的古王城，也是全國為數不多、保護得較好的古王城之一，具有很高的觀賞、保

護和旅遊價值。近些年，諸多影視作品也在這裡取景拍攝，是全中國不可多得的勝

境之地。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飯店：錦江賓館 或 同級 

第四天 

銅仁→《約 50 公里、車程 1 小時》→梵淨山~景區+環保車+往返索道、彌勒

道場、金頂佛光、萬卷書、蘑菇石、土家雲舍→《約 133公里、車程 2.2 小

時》→吉首 

行

程

內

容 

【梵淨山】位於中國貴州銅仁市的印江縣、江口縣、松桃縣交界處，為武陵山脈主

峰，其主峰為鳳凰山海拔高 2,572 米。原始生態保存完好，1982 年被聯合國列為一

級世界生態保護區。梵淨山擁有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比如黔金絲猴、珙桐等珍

稀物種。風景美麗自然，進入山區完全找不著人工景色的痕跡，其主峰的「蘑菇石」

是著名的一道景觀，是旅遊不可多得的一個目的地。2018 年將代表中國申報世界自

然遺產。梵凈山分為新金頂和老金頂，擁有普渡廣場、黑灣河瀑布群、觀音瀑、觀

音洞、萬寶岩、蘑菇石、萬卷書、太子石、承恩寺、金頂天橋、拜佛台、曬經台、

說法台、紅雲金頂、鳳凰山、老鷹岩、思過崖、萬名洞、九皇洞、剪刀峽、金刀峽、

翻天印、鯉魚石等眾多景點。景區內山峰遍布，山勢陡峭，眾多奇石是景區內的一

大特點，更有佛光、禪霧、幻影和瀑布雲四大天象，以及眾多寺廟、碑刻古迹。無

論是自然風景還是人文景觀，都極為豐富。 

【彌勒道場】梵淨山彌勒道場有神奇的自然景觀相印證。在新、老金頂附近，常常

可以看見奇妙的「佛光」和「幻影」，古人認為「佛光」和「幻影」就是「彌勒顯像」，

莫不虔誠跪拜。此外，從西路朝山古道的「拜佛台」遠看，梵淨山就呈現出三座彌

勒像並列的景象：老金頂是彌勒坐像，新金頂是金猴朝拜彌勒像，三大主峰相連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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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是長達萬米的彌勒臥像。貴州已故著名作家張克先生在梵淨山採風時，從百餘里外

的印江縣彌陀寺遙望梵淨山，同樣也發現金頂是一尊巨大的彌勒像。 

【金頂佛光】武陵山脈的最高峰，又叫紅雲金頂，因其晨間常見紅雲瑞氣環繞，故

得其名。海拔 2336 米，從峰腳到峰頂垂直高差 94 米，遠眺金頂，恰似農家蒸飯用

的甑子，又像雲海中高高聳起的一隻巨大的驚嘆號，奇險無比。攀登金頂，需由右

側沿從絕壁上鑿出的狹窄石蹬，借助鐵鍊，手腳並用才能攀援而上，倘若不慎，便

會墜入萬丈深淵。金頂是梵淨山人文景點和自然景觀的聚景盆，品位高，絕世僅有。 

【萬卷書】登上山頂，萬卷書崖便赫然映入眼簾。整座山體都是層層疊疊、堆砌有

序的頁岩，勢如卷帙浩繁的古代典冊齊天堆放，氣勢宏偉，人稱萬卷書。萬卷書是

梵淨六大奇觀之一，早已聞名於世。古人有詩讚曰：牙讖玉軸是誰儲，萬卷堆來混

代初；遍地縱遭秦火劫，名山還有未燒書。 

【蘑菇石】是貴州標誌性景點之一，是由風化、侵蝕後殘留的層積岩所成，花崗石

尤其是黑色的花崗石長期受風化作用，使地殼表層岩石逐漸崩裂、破碎、分解，同

時也形成新環境下的新礦物岩。風化作用是破壞山岩和改造山岩的主要力量，是使

山岩不斷變化的重要力量，是沉積物質的重要來源之一，它既像天上飛來之物，也

似是地下生長而出，傲然矗立著。 

【土家雲舍】坐落在神秘的梵淨山腳，風景如畫的太平河畔。雲舍土家族為辰水先

民在此繁衍生息。而今特點和獨到之處就是，通過歷史演變，土家先民與其他民族

先民交往、融合，通婚聯姻，但仍保留著自己民族遺傳，遺留的民族風俗，這裡是

中國土家族上千年的歷史，文化再現，被稱為中國土家第一村。2002 年，雲舍被納

入國家旅遊局、貴州省旅遊局幫扶點，通過幾年的發展，雲舍的鄉村旅遊現已初具

規模，2004 年被貴州省政府定為貴州省鄉村旅遊示範點，2005 年被國家旅遊局批准

為全國農業旅遊示範點。雲舍座落於神秘的梵淨山腳下，風光如畫的太平河畔。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飯店：皇冠假日酒店 或 同級 

第五天 

吉首→《約 26 公里，車程 40分鐘》→車程矮寨大橋景區【天問台「神力女

超人」取景地+觀光電梯+懸崖魔鬼棧道】→《約 92公里，車程 1.3小時 

》→芙蓉鎮【王村古鎮(欣賞湘西四大名鎮之首)、吊腳樓、酉水河、王村瀑

布】 

行       

程         

內

容 

【問天台】像是上天賜予德夯和苗族人民的禮物，在很陡峭的懸崖上像用刀削出來

的一小塊平地，可以能觀景上天一樣的感覺。傳說大詩人屈原曾多次登上此台，誦

吟創作的詩文，以表達無限的愛國憂民之心，並常常於此對天發問，由此得名「天

問台」。這使得德夯天問台增添了一層濃濃的古文化神韻和神秘的傳說色彩。山中

峽穀中凸顯出的這一塊平臺，險中別致，也能觀看到流沙瀑布，非常之壯觀！這裡

斧削刀劈的山峰氣勢磅礴，四周峽穀合攏，雲氣霧嵐。 

【懸崖魔鬼棧道】位於德夯大峽穀峭壁之上，採用現代設計語言，萃取“蝴蝶”、

“飄帶”等苗族文化元素，形成戲劇性“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旗幟性游步

道系統。遊覽懸崖棧道時不僅可以欣賞到巍峨險峻的武陵山脈中險峻、夢幻的地段，

還可以體驗由玻璃魔道帶來的視覺刺激、衝擊遊人接受極限的潛能，更有天橋(矮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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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大橋)、天路（公路奇觀、空中飄帶）、天臺交相輝映、互為景致，構成人文與自然

共生，壯麗於精巧同在的谷穀奇觀。 

【芙蓉古鎮】本名王村，是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鎮，與龍山里耶鎮、瀘溪浦市鎮、

花垣茶峒鎮並稱湘西四大名鎮。後因姜文和劉曉慶主演的電影《芙蓉鎮》在此拍攝，

更名為「芙蓉鎮」。芙蓉鎮融自然景色與古樸的民族風情為一體，土家吊腳樓、青石

板路，細雨中倘佯於此沁人心脾。芙蓉鎮是一座「掛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鎮」，古鎮建

在一片高大的山石上，四周是青山綠水，一條落差幾十米的瀑布懸掛在古鎮腳下，

鎮內的土家吊腳樓緊貼著瀑布而建，瀑布水流入酉水河，蔚為壯觀。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飯店：邊城故事文化酒店 或 同級 

第六天 

芙蓉鎮→《約 240 公里，車程 4 小時》→常德【桃花源古鎮、桃花源景區(環

保車+電瓶車+烏篷船)、秦溪、桃花山、菊圃、水府閣、五柳湖、特色下午

茶(烟霞居擂茶)、桃花源記表演】 

行       

程         

內

容 

【桃花源風景區(含環保車+電瓶車+烏篷船)】地處沅水下游，古武陵縣境內，總面

積 157.55 平方公里，為中國國家 4A 級景區、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國家森林公園，是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桃花源記》所描述、千百年來為

世人所傳頌、《辭海》《辭源》釋義桃花源的所在地。 

【秦溪】秦溪又名水溪，是沅江的重要支流之一。相傳這裡就是《桃花源記》中武

陵漁郎誤入世外桃源的所經之路。如今泛舟秦溪，就仿佛化身武陵漁郎緣溪而行，

沿途花影繽紛，青竹夾岸，令人忘路之遠近。最美當屬雨後和清晨的秦溪，霧靄繚

繞，猶如仙子所披的白色紗衣縈繞水岸和遠山，分外空靈。 

【桃花山】是紀念並體驗陶淵明《桃花源記》意境的陶公山，是薈集了 15 處國家

級、1 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國寶山，是留下了諸多文人墨客足跡的名人山。山巔

高閣巍舉，古松摩頂；山間溪岩秀麗，曲徑通幽；山前桃花流水，落英繽紛，讓您

深刻體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情懷。 

【菊圃(淵明祠)】始建于明代，取陶淵明《飲酒》詩采菊東籬下句意而得名。總面積

2764 平方米。淵明祠位於菊圃正中，淵明石刻像碑立於祠前。院內兩株百年丹桂冠

如華蓋，秋芳遠播。置身其間，悠然而生清雅之氣。 

【水府閣】水府閣始建於明末，高踞桃源山之巔，有《瀟湘一閣》之稱譽。原為三

層磚木結構，已毀。重建為重簷歇山頂四層樓閣，高 36.3 米，與高舉閣南北相對。

下瞰桃川，東望洞庭，西顧壺頭，江天遼闊，風景如畫。 

【五柳湖】連接桃花山與桃源山，湖光山色間，靜影橋下波光瀲灩，五柳湖畔綠柳

拂煙。湖岸坐落著傳遞美好、幸福、溫暖、友善、和諧價值觀的光點聚落社區，更

有桃源工藝術博物館、桃花源書畫院、百床館、陋室及桃源佳致碑等文化景點薈萃。 

【烟霞居擂茶】品嚐一場儀式感十足的擂茶宴，喝擂茶，是桃花源一帶特殊的風俗。

無論是炎熱的夏季，還是寒冷的冬天，這裡的百姓一般不吃中午飯，而是擺一桌擂

茶；家裡來了貴賓，也要擺一桌擂茶。擂茶是用生薑、生米、生茶葉製作而成，所

以擂茶又名三生湯。喝擂茶的同時，一般桌上要加上好多小碟的食品，如油炸黃豆、

花生、糍粑等，這些統稱為《壓桌》，壓桌的食物越多，表示主人越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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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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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溪流漫遊實景秀~桃花源記】《桃花源記》是首個以 4.6 公里溪流為演區的乘

船漫遊式大型實景演出，從“武陵漁人”張網捕魚的勞作，到“牧童短笛”悠遠的

牧歌；從“洗衣對歌”鄉間生活，到“農耕畫卷”的豐收景象，在天地間的這條悠

悠秦溪上，通向觀眾心靈深處“桃源秘境”光影之路。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飯店：澤雲酒店 或 同級 

第七天 

常德→《約 214公里，車程 3.5小時》→岳陽【岳陽樓、船遊洞庭湖、汴訶

街】 

行       

程         

內

容 

【岳陽樓】參觀，岳陽樓踞於岳陽古城的西門之上，其氣勢之壯闊，構制之雄偉，

位於洞庭湖畔，北望長江東流，主樓三層，高 20 余米，全樓未用一根鐵釘和一道橫

樑，構型莊重大方，與─ 「武漢黃鶴樓」、「南昌滕王閣」 並稱為“江南三大名樓

“，堪稱江南三大名樓之首。 

【洞庭湖】位於長江中游荊江南岸，跨湘、鄂兩省。洞庭湖古代曾號稱“八百里洞

庭”。是歷史上重要的戰略要地、中國傳統文化發源地，湖區名勝繁多，以岳陽樓

為代表的歷史勝跡是重要的旅遊文化資源。也是中國傳統農業發祥地，是著名的魚

米之鄉，是湖南省乃至全國最重要的商品糧油基地、水產和養殖基地。 

【汴河街】是目前中國仿古建築最逼真，設計功能最全，文化底蘊最厚，沿湖風景

最美，面積最大的一條傳統風貌商業街，是以岳陽樓文化、洞庭文化、巴陵文化為

基礎精心打造的一條特色仿古商業街。汴河街建築設計古樸典雅，是目前國內仿古

建築面積最大的傳統風貌商業街，歷史上該地區稱之為汴河區，仿古街因此而得此

名。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飯店：格蘭雲天大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岳陽→《約 171公里、車程 2.5小時》→長沙～橘子洲頭＋電瓶車、黃興路

步行街→高雄 

參考航班：華信航空 AE954 20：40∕22：50【每週二、五飛】 

行       

程         

內

容 

【橘子洲頭】沿湘江南起規劃中的長沙湘江黑石鋪大橋，北至月亮島北端。以休

閒長廊和雕塑為主景，配以形式各異的小廣場、景觀小品、燈光亮化等配套設

施，組合種植了多品種喬木和灌木，體現了江水兩岸相互映襯的獨特景色。遊玩

線路：黑石鋪大橋，北至月亮島北端。包括湘江八景，和新建的杜甫亭和各種雕

塑、景觀。 

【黃興路商業步行街/太平老街】步行商業街通過突出商業功能、體現古城風貌、

展示湖湘文化、注入時代氣息，使其以一流的市容市貌、一流的燈飾裝潢、一流

的街區文化、一流的服務品質、一流的管理水準成為長沙經濟繁榮的代表點、城

市文明的形象點、歷史文化遺產與現代文明在商業發展中的交融點，整個步行商

業街已經成為長沙城市形象新的標誌性建築群。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80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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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9 年 05 月 15 日、星期五 

報價：每人費用 35,500 元，現金優惠價 34,900 元 

※報名訂金每人 8,000 元。 

◎費用包含： 

1.高雄→杭州、上海→高雄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2.二百萬旅遊責任險、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3.全程導遊領隊小費。每日 NT$：200 元，合計 1,000 元。 

4.贈送飯店行李小費(單次)。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費 NT$：1,400 元。 

2.台胞證新證工本費 NT$：1,700 元。 

可辦台胞落地簽，費用人民幣 50 元(護照正本、身份證正本、相片一張二吋)。 

3.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 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4.飯店排房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

請補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 7,000 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

不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滿十四歲請附身分證正本。 

6.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7.初次辦理護照者請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8.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辦理台胞證應備文件：(入境日期算起未滿三個月須重新辦理) 

1.身分證影本。 

2.護照正本。 

3.彩色二吋照片1張(需與辦理護照相同規格的大頭照)。 

4.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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