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選團》週休遊桂林４日【升等品牌５星香格里拉一晚】 4 天 3 夜 

出發日期： 11/2 、11/9 、11/16 、11/23、 12/7 、12/14 、12/21 、12/28 

旅遊地區： 大陸港澳 

旅遊國家： 中國 

旅遊城市： 桂林 

進  出  點： 桂林/桂林 

出境機場：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 特色介紹： 

●行程銷售重點 ● 

★特別推薦～周休二日最佳選擇~超值經濟優惠首選。 

★特別推薦～全程餐標 RMB40。 

★特別推薦～全程不進購物站。 

★特別推薦～升級一晚品牌５星香格里拉酒店。 

★特別推薦～【包含張藝謀執導之大型戶外山水秀～印象劉三姐(新貴賓席)】。 

★特別推薦～【桂林吃吃喝喝的地方】陽朔西街、桂林東西巷、桂林萬象城。 

 

 



 

 

 



 

 

●【購物安排】● 

★全程不進購物站。 

●貼心規劃● 

【贈送每天車上礦泉水一瓶】讓您出門免擔心飲水問題。 

●【自費推薦】● 

日船遊四湖+夢幻灕江秀+遇龍河竹筏漂流三合一 NT2600/人。 

註：此行程因有安排推薦白天自費項目，如果貴賓不想要參加自費行程者，建議您可選擇

參加本公司其它無自費之旅遊產品，謝謝。 

●【當地特色餐食】● 全程餐標 RMB40 



(1)芋頭宴風味 (2)啤酒魚風味 (3)阿甘酒家風味 

(4)火鍋風味 (5)曾三家味館 

※備註： 導遊於車上講解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了解也供旅客選

擇，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 特別安排： 

●【住宿安排】● 

 

 



★ 團票說明： 

※民航團體票僅包含每人一件 23 公斤拖運行李(如超重會加收行李超重費)，行李三邊之和

不可超過 158cm，隨身行李以 5 公斤為限。 

※民航一旦開票後如取消，無退票價值，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

不得退票、改期，若已經開票後再取消，需收取全額票款再加收取消費用。 

★ 團費說明： 

團費包含： 含團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團費不含： 不含小費,不含行李小費,不含接送費,不含簽證費用 

★ 出團備註： 

【重要事項請詳細閱讀】 

【廣西旅遊需知】： 

＊某些景區會安排拍照，照片是另行付費，您可自由決定是否拍照及購買。 

＊冬季時灕江遊船會因水位的高低，而造成游船的船行地點有所不同，船行時間及地點將

依船公司的安排為主。 

＊按摩活動等自費或部分行程，請貴賓視服務人員狀況酌給小費以示鼓勵及獎勵辛勞(每人

約 25~30 元人民幣左右)。 

＊印象劉三姐秀如遇天候不佳或政策性因素停演,則以退費方式或更改為其他行程處理，將

依當團情況處理，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行程說明】： 

●本團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 

●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

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７０歲以上或行動

不便之貴賓，需要有家人或有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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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位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

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如遇有中段國內班機因團體所搭配的航班有限，行程順序會依實際取得之航班來調整前

後順序，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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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大陸地區酒店有時會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有些酒店未參與星級評等，但



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會有此【準 5,4,3】名詞產生，但酒店本身的

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同星級酒店標準。 

●飛機上如有要求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 2 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於出發時能夠

為您預訂（因機上無法臨時準備）。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因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等及其他不可

抗拒之因素，將會前後更動酒店順序或行程順序或換觀光景點; 遇季節性變化或有餐食變

更之情形，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以上價格無老年證優惠，老年優惠價格已分攤於費用中，老年人無任何費用優惠或後退，

團體旅遊售價中已將各景區之優惠票價分攤，故不就個別客人狀況退還。 

【大陸地區注意事項說明】： 

●大陸機場、車站設備落後，造成經常性誤點或班機取消，航空公司不負責賠償責任，若

導致行程延誤，短缺概不得退費，但團體仍會在條件允許下，儘量安排走完行程，若與此

狀況，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大陸地區行程景點內若有旁人要求燒香、拜拜、或捐款等事，請勿隨便答應，應堅定立

場婉轉拒絕，以免後續產生詐騙金錢糾紛。 

●大陸的很多餐廳，廁所休息站及旅遊景點，皆賣絲綢字畫、雕刻性茶壺、茶葉....等當地

土產，並非特定購物點，這種情形在全大陸性是普遍性的情形，如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大陸的遊覽車狀況無法台灣及與歐美或東南亞其他國家相比，因大陸經濟特殊，且文化

背景較一般不同，對觀光事業的認知及重視有限，加上土地大，城市景點的車程皆較遠，

遊覽車的保養也較不重視，甚至司機的服務及熱忱也較為保守，如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空調開啟情況：一般情況下，冷氣開放時間約為 4 至 9 月，暖氣開放時間約為 11 月至 3

月，其他日子僅提供送風模式(視個別酒店或有所不同)。由於中國因為節約能源及環保的

關係，中國國務院規定，凡公共建築物內夏季的室內空調溫度設置不能低於攝氏 26 度，冬

季室內空調設置不得高於攝氏 20 度，故此不排除酒店會按國家規定運作，敬請旅客留意並

見諒。 

●特色的食物是每個地區必不可少的，但因土地幅員遼闊，各地飲食習慣差異性大，請旅

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作認識，如有不便之處，還請入境

隨俗。 

●素食者貼心叮嚀：素食的旅客，大陸地區素食料理烹飪技術與台灣相差甚鉅，餐廳均以

簡單的炒青菜為主，菜色比較簡單且無變化，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需托運)、泡麵等，

以備不時之需。(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為三菜一湯，四人則為四菜

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但如遇自助式之餐食(早午晚餐皆同)，將以餐

廳所提供之菜色內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以上報價包括】 

＊包含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包含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

付)】。旅客未滿 15 歲或 70 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 萬元、意外

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包含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以上報價不包括】 

＊不含新辦卡式台胞證費用 。 

＊不含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



用。 

＊不含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貼心說明： 

付小費是國際禮儀，亦為慣例，各國均有付小費的習慣；平均每人每天 NT200~300 台幣計

算(小孩亦同)，給與領隊付給當地導遊及司機，另領隊請依其表現酌情給與小費以玆鼓勵。

房間小費以及行李小費敬請自付，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25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

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

自理。 

【簽證需知】： 

＊台胞證新辦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需 6 個月以上效期)。 

2.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未滿 14 歲附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已滿 14 歲

則請務必附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兩吋彩色照片一張(需 6 個月內近照，需露耳露眉，不可帶眼鏡，背景必須為白色，不可

穿著白色上衣，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 

4.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5.工作天約 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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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貴客擁有雙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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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請參考網站：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電話】： 

＊從台灣打電話到大陸 

台灣國際冠碼＋大陸國碼＋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002 ＋86 ＋ 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從大陸打電話回臺北 

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區域號碼＋電話 

00＋ 886 ＋ 2 ＋電話 

＊從大陸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行動電話 0 以後的號碼 

00＋ 886 ＋ 960 (不撥 0) 
 

 

天數 時間 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16:55 19:25 TPE/KWL 長榮航空 BR759 

第 4 天 20:35 22:55 KWL/TPE 長榮航空 BR760 
 

 

出發日期：2019/11/02 

★ 第 1 天 桃園／桂林－陽朔 

※ 符號標示： ●入內參觀▲下車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1


桂林是中國大陸熱門旅遊城市，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東北部，氣候宜人，市區發展風貌獨

具，是世界各地觀光客公認的中國「十大名勝」排名第二的風景旅遊點。 

註：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

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住宿：維也納酒店或新西街國際酒店或鉑頓國際公寓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 X： 晚餐 O：機上簡餐 
 

 

★ 第 2 天 陽朔－船遊灕江精華水道、興坪古鎮－張藝謀執導之大型戶

外山水秀～印象劉三姐(新貴賓席)－陽朔 

※符號標示： ●入內參觀▲下車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景點參觀時間】: 船遊灕江精華水道(約 50 分)－陽朔西街(約 50 分)－張藝謀執導之大

型戶外山水秀～印象劉三姐(約 70 分) 

★【船游灕江精華水道】 

灕江之旅令人完 成沉浸在 山水墨畫的世界中，沿途山水舉世聞名。遊灕江，有一個絕妙之

處，就是 不愁天氣 變化，因為不同天氣灕江景色有不同特點：晴天，看青峰倒影；陰天，

看 漫山雲 霧；雨天，看灕江煙雨；甚至是陰雨天，但見江上煙波浩渺，群山若隱若 現，

浮雲 穿行於奇峰之間，雨幕似輕紗籠罩江山之上，活像一幅幅千姿百態的潑墨 水彩畫， 正

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絕妙灕江泛秋圖」。 

▲【陽朔西街】 

不到一公里的陽朔西街，位於縣城中心，全長 517 米，寬 8 米，大理石路面，呈彎曲的 S

形，房屋建築古色古香，地方特色濃厚。薈翠各種旅遊紀念品、小吃於街市。其充滿了異國

情調的夜景更是風情萬種，風俗濃鬱。 



★【印象．劉三姐】 

欣賞國內最大規模的環境藝術燈光工程及煙霧效果工程，大型實景演出，著名導演張藝謀擔

任總導演。讓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交相輝，利用山峰隱現、水鏡倒影、竹林輕吟、煙雨點綴

等灕江四季景觀，創造出如詩如夢的視覺效果，營造出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 

※印象劉三姐秀如遇天候不佳或政策性因素停演,則以桂林千古情秀替代，不便之處敬請見

諒(每年農曆春節約前一個月開始停演至春節初二)，正確停演時間依每年公告為主。 

住宿：維也納酒店或新西街國際酒店或鉑頓國際公寓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自助早餐 中餐 O：芋頭風味 RMB40 晚餐 O：啤酒魚風味 RMB40 
 

 

★ 第 3 天 陽朔－穿山公園~穿山岩－伏波山－魯家民俗村－車遊兩江

四湖－桂林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下車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景點參觀時間】: 穿山公園~穿山岩(約 50 分)－伏波山(約 40 分)－魯家民俗村(約 40

分) 

◆【車遊兩江四湖】 

桂林號稱「東方威尼斯」的環城水系；木龍湖、桂湖、榕湖、杉湖、謂之四湖，是桂林市人

民政府，投資數十億元進行改造修建的新市區，市區內遍植名樹，湖面上架有 19 座名橋，

名樓、名塔、名亭上萬平方公尺，鬼斧神工，氣勢恢宏。 

▲【穿山公園~穿山岩】 

是桂林市山水旖旎的公園之一。穿山岩使穿山南北穿透，總長 517 米，是桂林近年開放的

第三個大型溶洞。形成於 3.4 萬年前，1979 年發現、開闢，岩內曲折環回，燦爛多姿，有

天鵝湖、水簾洞、連心石盾、龍鱗壁，古樹坪、捲曲石、空心石、金剛寶劍，珍珠龜等 25



個景點。 

▲【伏波山】 

唐代曾在山上修建漢朝伏波將軍馬援祠而得名，因而有'伏波勝境'之美稱，該山臨江而立，

山腳深入，山麓有著名的還珠洞，洞內有著名的試劍石，題刻和佛像等。 

▲【魯家民俗村】 

位於桃花江畔，風景秀麗，依山傍水，是桂林國家級風景區江畔的一個村落。在去往魯家村

的路上，沿途可看到翠綠的竹林、盛開著的山花，還有清澈的溪水，農家小屋就點綴在其中。

魯家村，擁有著詩情畫意的美。別具一格的鄉村民宿，寬闊縱橫的鄉村道路、綠意盎然的農

家小庭院，已經成為魯家村尋常的風景。 

住宿：５★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自助早餐 中餐 O：火鍋風味 RMB40 
晚餐 O：阿甘酒家風味

RMB40 
 

 

★ 第 4 天 桂林－訾洲景區～遠觀象鼻山觀景平臺+單程電瓶車－榕杉

湖景區【古南門、黃庭堅系舟處、日月雙塔(外觀)】－桂林新地標～東西

巷－桂林萬象城逛街－機場／桃園 

※符號標示： ●入內參觀▲下車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景點參觀時間】:訾洲景區～遠觀象鼻山觀景平臺+電瓶車(約 1H)－榕杉湖景區(約 40

分)－桂林新地標～東西巷(約 1H)－桂林萬象城逛街(約 1.5~2H) 

▲【訾洲景區～遠觀象鼻山觀景平臺+電瓶車】 

訾洲，因唐代洲上曾有訾姓人家住而得名。洲呈條形如舟浮水中，又稱浮洲，漓水環繞，群

山環繞，群山簇擁，東靠普陀，月牙，西對象山，南接穿山，塔山，備有伏波，疊彩，鬥雞，

南溪、獨秀、堯山視野可及。每到秋天，洲上蒼翠之中紅黃秋葉翩翩，訾洲紅葉桂林秋為桂



林勝景。在煙雨彌漫的時節，雲紗霧幔，訾洲籠罩在一片朦朧之中，嵐霧繚繞，洲島隱約可

見，或淡或濃，猶如一幅水墨畫卷，充滿詩情畫意，訾洲煙雨是桂林著名的老八景之一。 

▲【榕杉湖景區】 

位於桂林中心城的核心地段，體現著“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山水城格局。景區地處陽橋

的兩側，橋西為榕湖，以湖岩生長古榕樹得名；橋東為杉湖，連著灕江，因湖畔長有杉樹而

得名。如今杉湖之杉雖然不見了，但那榕湖之榕，卻“老樹婆娑八百年”的姿態傲然挺立。

榕杉湖景區的熱點景區——“榕湖春曉”由古南門、古榕、黃庭堅系舟處等共同構成。唐

代古南門遺址位於古榕樹附近，城上的樓就叫榕樹樓。1963 年郭沫若登樓賦詩，並手書“古

南門”三字，現刻石嵌在城門上。黃庭堅系舟處，則是當年，宋代和蘇軾並稱為“蘇黃”的

黃庭堅被貶官到宜州，路過桂林，曾在榕樹下水邊系纜停船，遍游桂林山水。當地人就在大

榕樹西建“榕暖閣”，即今榕蔭亭處，來紀念這位宋代大詞人。 

▲【桂林新地標～東西巷】 

投資八億餘元耗時三年全面整修的桂林新東西巷是市區唯一留存的兩條古巷，如同一部時光

收錄機，收納了老桂林的市井生活風貌，也見證了桂林城自唐代武德年間建城後近 1400 年

的歷史興衰。秉承桂林藩王明城、桂北合院歷史的文化精髓，集旅遊、文化、休閒、娛樂等

為一體，以“市井街巷、名人府邸”為特色，注入現代時尚商業要素，打造成為一條極具特

色的歷史文化和時尚休閒商業街區。 

▲【桂林萬象城】 

總建築面積約 18 萬㎡的桂林萬象城，基於“桂林時尚新地標”的定位，以超 200 家店鋪為

載體，彙集近 300 個品牌，以時尚潮流、特色餐飲、休閒娛樂、人文生活四大業態打造高

品質的購物、休閒、社交新體驗。 



住宿： 

早餐 O：酒店內自助早餐 中餐 O：曾三家風味 RMB40 晚餐 O：機上簡餐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

主，不另行通知】  

印表日期：2019/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