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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 壯族自治區通稱廣西，簡稱“桂”，首府南寧，南臨北部灣，是中國唯一沿海的自治區。
從東至西分別與廣東、湖南、貴州、雲南接壤，南瀕北部灣、面向東南亞，西南與越南毗鄰，是西南

地區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在中國與東南亞的經濟交往中佔有重要地位。奇特的喀斯特地貌，燦爛的文

物古跡，濃郁的民族風情，使廣西獨具魅力，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中外遊客慕名來此旅遊。 

    廣西是美麗的八桂之地，這裡不僅僅有壯美的十萬大山，更有秀美的千百條江河，其中最為出名

就是桂林山水，歷來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說，這就足以說明桂林的美了。廣西的旅遊資源實在

是太多太豐富，而它的美，更多的還沒有被眾人所熟知，像藏在深閨中的小美女，僅僅對熟知的人展

現她的美，更多的，還需要我們共同去發現。 
 

費 用 說 明 

出發日期(2020 年) 團 費(A)(含稅金) 服務費(B) 合計 單人房差 

促銷團 
3/07、4/11、11/07 

現金優惠價 $49900 

3000 

現金優惠價 $52900 
15000 

$51000 (可刷卡) $54000 (可刷卡) 

5/16、6/13、10/17 
現金優惠價 $57900 現金優惠價 $60900 

16000 
$59100 (可刷卡) $62100 (可刷卡) 

7/11、8/01、9/05 
現金優惠價 $59900 現金優惠價 $62900 

18000 
$61200 (可刷卡) $64200 (可刷卡) 

※合計＝A+B，以上報價不含證件簽證費及行李、房間小費，稅金視各航空公司及匯率調整適時更動。 

※促銷團因價格優惠，團隊不設限人數，亦無法一人兩座位，若無法接受，煩請報名非促銷團(亦無法一人兩座位)，謝謝！ 

※不含證件費用：台胞證新辦 NT$1800、護照新辦 NT$1500。 

早鳥優惠：愈早報名優惠愈多，最高可享現金 NT$6000元優惠！絕對超值、超省、超划算！ 

促銷團優惠 
․2019/12/31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NT$3000元。 

․2020/01/31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服務費～NT$1500元。 

早鳥優惠 

․於出發日 15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 NT$3000，共 NT$6000。 

․於出發日 12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 NT$2000，共 NT$5000。 

․於出發日 9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 NT$1000，共 NT$4000。 

․於出發日 6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小費，共 NT$3000。 

․於出發日 3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司機、導遊服務費，共 NT$1500。 

加碼再優惠 

揪愈多 

省愈多 

★二位以上報名，除早鳥優惠外，第三位開始每位再優惠 500元/每位。 

每增加一位，再優惠 500元/每位，最多優惠至 3000元/每位。 

※備註：①促銷優惠團不適用；②限向本公司直接報名貴賓者；③限同組貴賓一起報名。 

※以上優惠，促銷團、特殊行程包團、JOIN旅客不適用，僅限全程參團之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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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特 色 

廣西必遊之十大旅遊景點 

1. “桂林山水甲天下”。 

2. “陽朔山水甲桂林”。 

3. “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中國第一灘【北海銀灘】。 

4. 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跨國瀑布【德天瀑布】。 

5. 黃姚古鎮“夢境家園的小桂林”。 

6. 中國最美的小鎮之一【侗族程陽八寨】。 

7. 世界超級天坑之最【大石圍天坑】。 

8. 世界長壽之鄉‧中國人瑞聖地【巴馬長壽村】。 

9. 【龍脊梯田風景區】有“世界梯田之冠”之美譽。 

10. 造訪陽朔一條充滿著濃厚歷史文化氣息的古街【西街】(又稱洋人街)。 

特   色 

 以“灘長、沙白、水凈、浪軟、無鯊”而被稱為“中國第一灘”【北海銀攤】。 

 參訪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著稱【青秀山景區】（含龍像塔往返電瓶車）。 

 亞洲第一大跨國瀑布【德天瀑布】，氣勢磅礡，蔚為壯觀，獨具風韻（含接駁車+單程電瓶車）。 

 乘竹筏悠遊在如夢似幻的桃源仙境【明仕田園】。 

 前往【通靈大峽谷】峽谷中的懸崖峻峭，氣勢壯觀，高深的峽谷，清澈的溪流，蒼翠的植被等景點美不勝

收。 

 【舊州風景區】以奇山秀水著稱，是靖西風光縮影。奇峰秀美，山水如畫，田園似錦，歷史悠久，壯民族

民俗風情濃鬱，素有“壯族活的博物館”之美譽。 

 展示工匠文化為主題的文化旅遊【瓦窯小鎮】。 

 桂林～船遊【興平江】–克林頓水道、陽朔世外桃源遊船、日船遊四湖、象鼻山觀景台+雙程電瓶車、冠岩

景區寒霜程電瓶車或滑道、東西巷風情街+登逍遙樓 

 【漓水人家】集古村落文化、傳統手工藝於一身的休閒綜合體。象鼻山觀景台+雙程電瓶車 

 一探長壽的秘密【巴馬長壽村】，是一個令人神往、神奇而美麗的地方，人稱長壽之鄉。 

 罕見的旅遊奇觀【大石圍天坑】，世界第一天坑，四周似刀削的懸崖峭壁，異常險峻，是一塊鮮為人知的秘

境，集險、奇、峻、雄、秀、美於一體。 

 【鼓樓】是侗族村寨的標誌和靈魂，三江鼓樓是侗鄉第一鼓樓，被譽為“世界第一鼓樓”。  

特別安排觀賞四個秀 

1. 中國最大的水上舞臺【夢巴馬秀】整台演出以柔美如畫的賜福湖山水為背景，通過歌舞表演，情景交織地

展示當地的風俗。 

2. 黃姚大劇院，看上一場融入賀州地域特色，結合麒麟尊、瑤族長鼓等元素的古裝歌舞劇《臨賀長歌》。 

3. 【印象劉三姐歌舞秀新貴賓席】由國際知名導演張藝謀出任總導演，陽朔創造一個由自然山水所構成的舞

臺，搭配燈光音響及舞者曼妙的舞姿，駕著竹筏在水面上舞動。 

4. 【玄幻歌舞秀《山水間》】（獨家升等豪華超寬 VIP席，僅 30席），山水間是應用國際一流舞臺技術、以歌

舞雜技等表演藝術形式，為觀眾講述山水故事的旅遊舞臺秀。 

 

航 班 資 訊                        （僅供參考，以實際航班為準） 

 航班號碼 起訖城市 飛行時間 

去程航班 
中國南方航空 CZ3046 或 

國泰港龍航空 CX445 + KA712 

桃園(TPE)/南寧(NNG) 或 

桃園(TPE)/香港(HKG)/南寧(NNG) 

18:40-21:30 

或 13:45/15:45+17:55/19:50 

回程航班 
中國南方航空 CZ3019 或 

國泰港龍航空 KA703 + KA484 

桂林(KWL)/桃園(TPE) 或 

桂林(KWL)/香港(HKG)/台北(TPE) 

15:35-17:35 

或 11:25/12:55+14:5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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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詳 細 行 程 

桃園 ✈ 南寧（或桃園✈香港✈南寧） 

今日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展開此趟旅行的序幕：乘坐豪華客機飛往南寧。 

【南寧】簡稱“邕”，別稱綠城、邕城，是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北部灣城市群核心城市、中國面向東盟十國國際大通
道、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帶、西南出海綜合交通樞紐城市，中國東盟博覽會暨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的永久舉辦地，國
家“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有機銜接的重要門戶城市，也是南部戰區陸軍機關駐地。 

早餐：╳ 午餐：╳ 晚餐：機上輕食 

🏨 住宿：☆☆☆☆☆永恆朗奕酒店 或同級 

 

南寧（青秀山景區(含龍象塔往返電瓶車)）—北海（北海銀灘、北部灣廣場）(約 240 公里/約 3.5 小時) 

▲早上 08:30 集合出發  

08:40 抵達—【青秀山景區(遊覽時間:約 2 小時)】 

包括鳳凰嶺，鳳翼嶺和青秀山，海拔高度八十二米至二百八十九米，氣候宜人，奇山異卉，四季常開，古詩曰：“青山
四時常不老，遊子天崖覺春好，我攜春色上山來，山花片片迎春開。” 

▲11:00 用午餐 

15:30 抵達—【北海銀灘(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在陽光的照射下潔白、細膩的沙灘會泛出銀光，故稱銀灘，以其“灘長平、沙細白、水溫淨、浪柔軟、無鯊魚”等特點，
而被稱為“中國第一灘”。 

17:00 抵達—【北部灣廣場(遊覽時間:約 30 分鐘)】 

位於北海市區中心的北部灣中路、四川路、常青路交匯點，始建於 1985 年 12 月，原廣場面積為 2 公頃，由來自全國 6
個較有影響的建築規劃方案，經評審清華大學建築系的設計方案中標。 

▲18:00 用晚餐 

▲19:00 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海鮮風味 RMB50 

🏨 住宿：☆☆☆☆☆北海維也納國際酒店 或同級 

 

北海—德天（德天瀑布(接駁車、單程電瓶車)）(約 406 公里/約 6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2:30 用午餐 

13:30 抵達—【德天瀑布(遊覽時間:約 2.5 小時)】 

位於中國與越南邊境處的歸春河上游，瀑布氣勢磅礴、蔚為壯觀，與緊鄰的越南板約瀑布相連，是亞洲第一、世界第四
大跨國瀑布，年均水流量約為貴州黃果樹瀑布的三倍，為中國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 

▲17:00 用晚餐 

▲18:00 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德天土雞風味 RMB50 晚餐：明仕風味 RMB50 

🏨 住宿：☆☆☆☆明仕藝術酒店 或同級 

 

德天（明仕田園竹筏）—靖西（通靈大峽谷）(約 100 公里/約 2.5 小時) 

▲早上 09:00 集合出發 

09:10抵達—【明仕田園(遊覽時間:約1小時)】 

屬獨特的喀斯特地貌，山勢俊秀，周圍又有流水環繞，景色極為漂亮。除了山水相映的景色外，這裡還有清新淳樸的村
寨、農田等風光。來此可以乘竹筏漂流、拍照觀景，感受美妙的景色和寧靜的田園生活。 

▲12:00 用午餐 

13:00抵達—【通靈大峽谷(遊覽時間:約3小時)】 

是一處結合了熱帶雨林、河流瀑布、峽谷溶洞等多種景觀的自然風景區，也是靖西最著名的景點之一。遊玩景區可以在
秀美的山水之間漫步觀景。而景區內落差高達188米的通靈大瀑布、神奇的洞中瀑布和奇幻溶岩、生長於侏羅紀時代的古
桫欏樹等，更是廣西美景的精華代表，來此遊玩便可盡情觀賞。 

▲17:30 用晚餐 

▲18:30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通靈農家菜 RMB50 晚餐：壯族人風味 RMB50 

🏨 住宿：☆☆☆☆靖西維也納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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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西（鵝泉、舊州風景區、文昌閣）—百色（粵東會館(週一休館)）(約 133 公里/約 2 小時) 

▲早上 08:30 集合出發 

09:00 抵達—【舊州風景區(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舊州距離靖西縣城 8 公里。以奇山秀水著稱，是靖西風光縮影。舊州一帶奇峰秀美，山水如畫，田園似錦，歷史悠久，
壯民族民俗風情濃鬱，素有“壯族活的博物館”之美譽。 

10:10 抵達—【鵝泉(遊覽時間:約 30 分鐘)】 

是一口峰林谷地中的上升泉，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靖西市新靖鎮鵝泉村念安屯西， 距縣城 4.5 公里，泉口屬岩溶溶洞，
為較大的地下暗河出口。 

10:40 抵達—【文昌閣(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位於舊州街以東約 1 公里，閣建於鵝泉河中的小島上，是—座四角型三層高的古閣，閣高約 15 米，閣底面積約 16 平方
米，建於明清時代，兀立水中，猶如綠帶上鑲著的明珠，獨有風采。 

▲12:00 用午餐 

15:00 抵達—【粵東會館(遊覽時間:約 1.5 小時)】 

位於百色市解放步行街，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古建築，具有南方古建築的藝術傳統和風格。粵東會館是百色人民的驕傲，
因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在這裡運籌指揮了百色起義。 

▲16:30 前往酒店休息 

▲18:00 用晚餐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舊州風味 RMB50 晚餐：百色風味 RMB50 

🏨 住宿：☆☆☆☆☆百色夢之源酒店 或同級 

 

百色—樂業（羅妹蓮花洞、大石圍天坑）(約 170 公里/約 3.5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2:00 用午餐 

13:30 抵達—【羅妹蓮花洞(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位於百色市樂業縣縣城南側約 1 公里處，是一處天然形成的神奇溶洞。蓮花洞內以十分神奇的天然鐘乳石蓮花盆最為著
名，數量和尺寸都非常大。遊客來此可以拍攝色彩斑斕、形狀獨特的溶岩奇觀，參觀巨型的天然蓮花盆，是樂業縣最重
要的旅遊景點之一。 

15:00抵達—【大石圍天坑(遊覽時間:約2小時)】 

位於樂業縣同樂鎮刷把村百岩腳屯，地理地貌上命名為“喀斯特漏斗”，當地人稱為“石圍群”。東西走向長600多米，
南北走向寬420米，垂直深度613米，像個巨大的火山口，四周似刀削的懸崖峭壁，異常險峻，是世界上罕見的旅遊奇觀。 

▲17:30用晚餐 

▲18:30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樂業風味 RMB50 

🏨 住宿：☆☆☆☆樂業明月湖酒店 或同級 

 

樂業—巴馬（巴馬博物館、長壽廣場、車遊賜福湖+長壽島+夢巴馬秀）(約 215 公里/約 5 小時)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2:00 用午餐 

13:10抵達—【巴馬博物館】、【長壽廣場(遊覽時間:約1.5小時)】 

位於巴馬縣城東體育廣場旁，博物館主要展示巴馬的革命歷史和長壽民族文化兩大部分。主要通過圖片、聲像資料、專
家講授等方式，向遊客介紹巴馬長壽現象的歷史淵源和延壽民俗，展現巴馬壽星風采和巴馬特色長壽食品，探究長壽現
象和長壽健康文化。 

15:00抵達—【賜福湖(遊覽時間:約20分鐘)】 

景區內四疊泉南邊飛湧，睡美人西北醉臥，蓮花峰西麓回眸，近水遠山皆有情，故人稱“瑤山西湖”。 

15:40抵達—【長壽島(遊覽時間:約3小時)】 

有雲鶴牌坊、太極廣場，可遠眺奇崖自然形成的人面肖像，惟妙惟肖，，島上可欣賞到參與性極濃的小型原生態瑤族風
情歌舞表演。島上有180米長的中華養生文化長廊，展示中國上下五千年的養生論述和巴馬的長壽文化。 

▲18:40 用晚餐 

19:40抵達—【夢巴馬秀(遊覽時間:約1.5小時)】 

通過真山、真水、真景演繹真實的巴馬人家生活，整台演出由200名專業演員與100多名原生態瑤族阿哥、阿妹共同演繹，
此秀創造了兩個中國之最：一是中國最大的水上舞臺，二是首次在舞臺上以群舞形式表演巴馬裸浴風情。整台演出以柔
美如畫的賜福湖山水為背景，通過歌舞表演，情景交織地展示當地的風俗。 

▲21:10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香豬風味 RMB50 

🏨 住宿：★★★★★巴馬君瀾度假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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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馬（水晶宮、百鳥岩、巴馬長壽村） 

▲早上08:00集合出發 

09:30抵達—【水晶宮(遊覽時間:約2小時)】 

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巴馬瑤族自治縣那社鄉，洞穴發育在峰叢窪地谷地岩溶地貌區，地形起伏較大，洞口位於岩溶峰簇
的山坡上，高出現代侵蝕面約150m。 

▲12:00 用午餐 

13:30抵達—【百鳥岩(遊覽時間:約1.5小時)】 

又名水波天窗、延壽洞，該洞是個獨特的地下河溶洞，在地下河水對漠齋山不斷的溶蝕、浸蝕、崩塌的漫長過程中擴大
而形成。 

15:30抵達—【巴馬長壽村(遊覽時間:約1小時)】 

是桂北山區中一個神奇而美麗的地方。這裡自古就多有長壽的老人，是著名的“世界長壽之鄉”。來到長壽村的遊人主
要是探訪村裡的百歲老人，沾沾福氣、探尋養生之道。 

▲16:30前往酒店休息 

▲18:00用晚餐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長壽宴 RMB50 晚餐：巴馬風味 RMB50 

🏨 住宿：★★★★★巴馬君瀾度假酒店 或同級 

 

巴馬—宜州（劉三姐故居、下梘河(含遊船)）(約 260 公里/約 4 小時) 

▲早上09:00集合出發 

▲12:00 用午餐 

13:30 抵達—【劉三姐故居(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座落在下梘河的東岸，占地十餘畝。寨中至今仍保留有劉三姐、阿牛哥、錦妹當年居住過的房屋，有壯寨門、壯族圖騰、
農家勞作工具和茶樓等仿古建築。 

15:00抵達—【下梘河(遊覽時間:約1.5小時)】 

位於廣西省宜州市城北四公里處。其河水碧綠，河岸崖壁上留有一根扁擔和一方手帕模樣的石葉，相傳是壯族歌仙劉三
姐打柴的“扁擔”和“汗巾”，已歷千年而不朽。手巾岩的岩壁上有宋代道士化緣的遺碑。崖前有個對歌台，由此上溯
聖古龍，沿岸峰巒重迭，翠竹依依，奇峰怪洞，盡收眼底。 

▲17:00用晚餐 

▲18:00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民族特色風味 RMB50 晚餐：宜州風味 RMB50 

🏨 住宿：☆☆☆☆宜州東正國際酒店 或同級 

 

宜州—三江（程陽風雨橋、鼓樓、程陽八寨、坐妹秀、三江風雨橋夜景）(約 236 公里/約 3 小時) 

▲早上09:00集合出發 

▲12:00 用午餐 

13:30 抵達—【程陽風雨橋(遊覽時間:約 1.5 小時)】 

程陽風雨橋又叫永濟橋、盤龍橋，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三江縣城古宜鎮的林溪鎮，是廣西壯族地區眾多具有侗族
韻味的風雨橋中最出名的一個，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程陽八寨】 

程陽八寨位於廣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縣有八個自然村屯，俗稱“程陽（賽爾）八寨”，這裡節日盛多，有“百節之鄉”
的美譽。 

【鼓樓】 

鼓樓是侗族村寨的標誌和靈魂，被譽為“世界第一鼓樓”。 

▲15:00 前往酒店休息 

▲18:30 用晚餐 

19:40 抵達—【坐妹秀(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由中國侗城景區傾力打造的大型侗族風情實景演出《坐妹》，呈現侗族行歌坐夜、出嫁婚慶的神秘風情，並且展現蘆笙、
木葉、牛腿琴、琵琶的獨特魅力，展示侗族服飾、蘆笙踩堂、多耶舞的美輪美奐，演繹侗族大歌、木葉歌、多耶的天籟
之音，整台節目充滿鄉野氣息、田園風味，體現民族性、藝術性、觀賞性的高度統一。 

21:15 抵達—【三江風雨橋夜景(遊覽時間:約半小時)】 

位於廣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縣潯江河上，由鋼筋混凝土月牙形單橋拱和集侗族特色木構建築技藝精華於一體，有 7 個橋
亭，其長度和規模均為世界之最，堪稱世界第一風雨橋。 

▲21:45 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農家菜 RMB50 晚餐：侗鄉風味 RMB50 

🏨 住宿：☆☆☆☆☆三江侗鄉國賓館 或 三江璟象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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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龍脊梯田（金坑梯田含纜車上下）—賀州（臨賀長歌秀）(約 331 公里/約 4 小時) 

▲早上08:30集合出發 

09:10抵達—【龍脊金坑梯田(遊覽時間:約3小時)】 

是壯、瑤民族勤勞智慧的結晶，層層壯麗的梯田也是大地的樂章。整個梯田景區周圍山青水秀，瀑布溪流成群，龍脊梯
田四季美景如畫，四季各有美景神韻。 

▲12:30 用午餐 

▲17:30 用晚餐 

18:40抵達—【臨賀長歌秀(遊覽時間:約1小時)】 

入選2014年度廣西文化精品項目的大型古裝歌舞劇，該劇主要根據《隋書列女傳》“鐘士雄母”（蔣氏）條目史實，演
繹了一段南陳末隋初，發生在臨賀郡瀟賀古道上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忠烈愛國故事。 

▲20:00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紅瑤風味 RMB50 晚餐：賀州風味 RMB50 

🏨 住宿：☆☆☆☆黃姚酒壺山賓館 或同級 

 

賀州(黃姚古鎮)—陽朔(船遊興坪江(克林頓水道)、興坪古鎮、印象劉三姐新貴賓席、陽朔西街) 
  (約 150 公里/約 2 小時) 

▲早上08:30集合出發 

08:40抵達—【黃姚古鎮(遊覽時間:約1.5小時)】 

有著近千年歷史，發祥於宋朝年間，由於鎮上以黃、姚兩姓居多，故名“黃姚”。 

▲12:30 用午餐 

14:10抵達—【興坪古鎮(遊覽時間:約1.5小時)】 

興坪古鎮位於陽朔北部灕江江畔，是一座擁有一千七百多年歷史的古鎮。如今古鎮內仍存有古街、古橋、古戲臺、古廟
等景物。 

15:40抵達—【船遊興坪江(克林頓水道)(遊覽時間:約1.5小時)】 

乘船遠觀遊覽有四百多年歷史的灕江江畔興坪漁村（1997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該村做了環保演講故】又稱為克林頓水
道），觀賞興坪佳境，漁村等諸多美景，欣賞灕江最菁華段。 

▲18:00 用晚餐 

19:40抵達—【印象劉三姐(遊覽時間:約1小時)】 

是大型桂林山水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是中國灕江山水劇場之核心工程，全國第一部“山水實景演出”。 

21:15抵達—【陽朔西街(遊覽時間:約1.5小時)】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陽朔縣的一條步行街，是陽朔最古老最繁華的街道，也是陽朔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明城牆、碑
刻、古寺、古亭、名人故居、紀念館等這些古老的建築保存皆較完整。 

▲22:45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農家宴 RMB50 晚餐：啤酒魚風味 RMB50 

🏨 住宿：☆☆☆☆☆陽朔萬麗花園 或 烏布小鎮美豪酒店 或同級 

 

陽朔—桂林（世外桃源(含遊船)、訾洲公園(含象鼻山觀景台、雙程電瓶車)、東西巷風情街、登
逍遙樓、玄幻山水間秀(獨家升等豪華超寬 VIP 席，僅 30 席)）(約 74 公里/約 1.5 小時) 

▲早上08:30集合出發 

09:20抵達—【世外桃源(遊覽時間:約1小時)】 

是根據陶淵明所著《桃花源記》中描繪的意境，結合當地的田園山水風光所建的民俗風景園區。 

▲12:00 用午餐 

13:15抵達—【訾洲公園(遊覽時間:約1.5小時)】 

是桂林最年輕,又是最古老的公園。這裡江山會景，人文薈萃，濃縮了桂林山水及歷史文化的精華，是一個集生態、文化、
旅遊、休閒為一體的綜合性公園。 
15:00抵達—【東西巷風情街(遊覽時間:約1小時)】東西巷定位為桂林首家多功能立體式特色商業街區，是桂林市一個集旅
遊、民俗、文化、購物、餐飲、休閒、娛樂為一體的綜合型商業中心。 

【登逍遙樓】在桂林市區濱江路北段解放橋與伏波山之間，由桂州大總管李靖最早修建，唐代桂州城之東城樓，上置顏
真卿所書“逍遙樓”石刻碑一方。歷史上的逍遙樓，是達官貴人與文人騷客來桂林的必到之所。 

16:30抵達—【玄幻山水間秀(遊覽時間:約1小時)】 

是應用國際一流舞臺技術、以桂林風情歌舞與精品雜技綜合表演藝術形式、以一個奇特的角度為觀眾講述桂林山水故事
的旅遊舞臺秀。 

▲18:00 用晚餐 

▲19:00 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聚鮮港風味 RMB50 晚餐：澳門酒家 RMB50 

🏨 住宿：☆☆☆☆☆桂林麗柏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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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冠岩景區(含雙程電瓶車或滑道)、漓水人家、瓦窯小鎮） 

▲早上08:30集合出發 

09:30抵達—【冠岩景區(遊覽時間:約2小時)】 

是位於灕江江畔的一處巨型地下河溶洞，因山體形似紫金冠而得名。冠岩一共分為3層，上面兩層為旱洞，洞內懸掛著各
形各態的石鐘乳，氣勢恢弘。和大部分的溶洞一樣，它也有聲光系統，洞中林立的石筍，在彩燈的照耀下，顯得色彩斑斕，
宛若仙境。 

▲12:00用午餐 

13:30抵達—【漓水人家(遊覽時間:約1.5小時)】 

位於靈川縣大圩鎮潮田河畔，占地600多畝，這是一個遠離城市的村落，也是一個集古村落文化、傳統手工藝於一身的休
閒綜合體。 

16:00抵達—【瓦窯小鎮(遊覽時間:約1小時)】 

是在深入領會“尋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價值”精神指導下，依託瓦窯奇石根雕珠寶字畫傳統產業，融合文
化、旅遊和互聯網功能，以展現桂林本土藝術品、手工匠藝、桂州窯歷史文化為主題的文旅特色小鎮。 

▲17:30用晚餐 

▲18:30前往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冠岩風味 RMB50 晚餐：桂林風味 RMB50 

🏨 住宿：☆☆☆☆☆桂林麗柏酒店 或同級 

 

桂林（日船遊四湖）✈ 桃園 （或桂林✈香港✈桃園） 

▲早上09:30集合出發 

10:00抵達—【日船遊四湖(遊覽時間:約1小時)】 

為桂湖、榕湖、木龍湖、杉湖，今日兩江四湖，襟江接湖，飛湍瀑流，七峰倒影，清波拍岸，芳草繽紛，相交輝映。為甲
天下之桂林山水錦上添花，今中外遊客流連忘返。 

▲11:30用午餐 

▲12:30前往機場 

搭機返回臺灣溫暖的家，結束此次難忘的旅程，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民國風味 RMB50 晚餐：╳ 

🏨 住宿：★★★★★★溫暖的家 
行程至此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以上行程景點安排順序與標示時間(用餐、景點停留等)僅供參考，依實際情況調整，以導遊現場安排為主 
行程如有更改，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備註： 

1. 未獲正式評級的酒店，本公司以準 X 星級標示，以便客人參考，飯店如有變更以同級為主。 

2. 行程內之任何景點，如遇到特殊原因下關閉或休息，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以上行程景點若不參加視同放棄，不予退費。行程內之門票計價方式：

為求降低團費成本，已先行將優惠票種（如老人、小孩、殘障…等）按一定比例計算於成本中，而得出此最優惠售價，故無優惠票差可退回，敬
請見諒！旅途期間如遇景區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示檢查，謝謝！ 

3. 現直航航班航空公司基本都是會先以八天團為主，寶豐深度團行程一般都會超過八天，所以本公司會盡量安排搭直航為優先，若沒有則以當天可

以轉到當天可抵目的地之航班，敬請包涵! 

4.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 元；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元。 

5. 房間價差：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

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證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大陸尚少有 3 人房，若是加床即是加行軍床或加床墊，

且有些飯店連行軍床或床墊都沒有得加（並且加床者費用並無減少，相當划不來）！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

若不補單人房差時則由本公司自行配對；配對後旅途中，如果造成室友嚴重不便，而導致臨時要加房，則費用需由兩人共同負擔。 

6. 特殊餐食：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吃素者），最少請於出發前 5 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機上由航空公
司安排。且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請先自行準

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7.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船位…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

外，恕不退其餘團費，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敬請見諒。 

8. 以上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只供參考，如有任何調動、更改，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航班時間及出入境只供參考。因大陸飛機、火車時刻

常誤點或取消，此資料僅供參考，確定安排由當地旅行社做最後確定。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9. 報名時須提交正確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護照及臺胞證號碼，並請於出發日 15 天前將臺胞證正本交予旅行社辦理簽證事宜，若因個人因素導致

簽證作業延宕而産生額外費用，請自行負擔。 

10. 針對保險部分：①自民國 99 年 1 月 7 日起，保險法第 107 條修文修正草案規定，年齡未滿 15 足歲者不得投保旅遊平安險之身故保險。②外站參
團（非自台灣出發）無法投保團體保險，請自行投保，恕無退費，請參加的旅客，自行斟酌。③各項保障及理賠，悉依各保險公司保單條款及核

保規定為準，保險公司有最終核保權。 

11. 為響應環保，中國很多地方酒店大多已不提供一次性用品（牙膏、牙刷、拖鞋、沐浴洗髮乳、衛生紙、杯子等），敬請貴賓自備。 

12. 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及特惠活動，因此並不保證同團旅客售價皆相同一致，端視您報名當

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13. 本公司為提升旅遊團員之保障權益，除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200 萬意外險+10 萬意外醫療費用，另額外再超額加保旅行業責任

保險台幣 300 萬意外險+10 萬意外醫療費用（含高山症）+海外緊急救援服務，讓您玩的開心又放心！（※建議可加購旅行平安保險+海外突發疾

病醫療險+海外旅行不便險+海外緊急救援服務等內容之保險，詳洽業務人員，保費 9 折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