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在地風情５⽇【莆⽥媽祖廟聖殿、永泰、天⾨⼭
⽣態旅遊景區+玻璃天橋、三坊七巷、⾦雞⼭風景
區、升等⼀晚品牌5星】

◎ 出境機場：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 主要特點：
中國⼤陸福州團體旅遊、天⾨⼭⽣態旅遊景區+玻璃天
橋、媽祖廟聖殿、三坊七巷、⾦雞⼭風景區、歷史文化⻑
廊、升等⼀晚品牌5星

◎ 團費說明 : 
(全程)

包含項⽬：含團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不含⼩費,不含⾏李⼩費,不含接送費,不含簽證
費⽤

可報名⼈數 : 15
◎ ⼤          ⼈ : NT$17,800
◎ ⼩ 孩 佔 床 : NT$17,800
◎ ⼩孩不佔床 : NT$16,800
◎ 指定單⼈房 : NT$21,800

優惠⽅案
特別叮嚀:
此系列⾏程，因應不同出發⽇期，會有不同航班及不同⾏程內容及順序調整，請務必參考正確出發⽇期之當
團⾏程內容，以免產品有誤，謝謝！

⾏程特⾊
●【精彩⾏程規劃】●

【⻄湖公園】園內⻑堤臥波，垂柳夾道，湖中⾃然的島嶼間有⾶虹橋、步雲橋、⽟帶橋等相連，佈局⼗分精巧。
【三坊七巷南後街】正是福州這座千年古城歷史和文化的精髓所在，被建築界譽為規模龐⼤的『明清古建築博物
館』。
【林則徐紀念館】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是中國歷史⼈物紀念館。為紀念清代⺠族英雄林則徐⽽建。

【天⾨⼭⽣態旅遊景區】到過天⾨⼭峽⾕⽣態旅遊景區的⼈，總會被裡頭多達121處⿁斧神⼯的⾃然⽣態景觀所深深
吸引。區峽位於福建省永泰縣葛嶺鎮溪洋村，總⾯積約6平⽅公⾥，最⾼海拔達828公尺，因⼭中有⼀塊巨⽯的形狀
和⾨相像，故名「天⾨⼭」。由天⾨洞景觀群以及萬溪⼤峽⾕兩條路線貫通⽽成，總遊覽路程約7公⾥⻑，沿途滿是
令⼈驚歎的原始⾃然風貌。天⾨洞景觀群包括有天⾨洞、觀⾳洞、⽇⽉洞、天崖、天橋等⾃然景觀。值得⼀提的
是，往地下河岩壁看去將有新奇發現！萬年⽯乳⾃然⻑成了外型輪廓神似觀⾳、彌勒佛的佛像，⾃然造物神奇奧妙
在當地蔚為奇觀。⽽天⾨洞景觀群的地下河，以及特殊的葫蘆倒珍珠，更已被專家鑑定為⼀級的旅遊景點。



【嵩⼝古鎮】嵩⼝古鎮，福州市永泰縣⼀個千年文化古鎮。歷史悠久，古稱嵩陽，早在新⽯器時期就有古越先⼈活
動。嵩⼝古鎮內⽬前有多座極具氣勢的古⺠居以及許多神秘的古堡、古廟等得以保留，這些古⺠居各具特⾊，富有
明清南⽅建築風格，其⼤院廳堂內處處盡是⽊雕、壁畫等等古代雕刻藝術，雕⼯細膩，被譽為“⺠間古⺠居博物
館”。
【春光村】春光村系福州市永泰縣梧桐鎮⼀個⾏政村，位於永泰縣⻄北部，東與阪埕村相鄰，⻄靠春頭亭，南與203
省道接址，北與圳南村隔溪相望，距縣城30公⾥。交通⽅便。春光村在⼤樟溪畔旁有2棵五百多年的⼤榆樹，枝葉茂
盛，蒼勁有⼒，雄偉壯觀。春光村地靈⼈傑，有⼀位名⼈陳汝儀康熙戊戌科進⼠（⽣於康熙甲戌年1694年）欽定江
南提督，翰林院編修，江⻄鄉試主考等職。篡修三朝國史、⼤清秘書。古建築有三爺宮⼀座，始建于明朝，年代悠
久，⾄今有600多年歷史，現廟宇重修，雄偉壯觀，遊⼈盡來朝拜，終⽇香火不斷，熱鬧非常。
【⾦雞⼭風景區】⾦雞⼭風景區是北嶺⼭脈的⽀脈，它像⼀顆碩無比的綠翡翠，縱卧在晉安河東岸，為福州城近郊
名⼭，歷史文化積澱極多，曾出⼟從漢代到清代的許多珍貴文物。如⼭頂有明代修建的“棲雲庵”，⼭下有建於唐
代的“⾦雞寺”和“地藏寺”；鄰近還有桑溪、曲⽔、荔枝林諸景，景物迷⼈。特別是⾦雞⼭依然保留着⼤⾃然⼭
林的原始風貌，是福州城區少有的⼭野情趣濃郁的風景區。

★特別安排～【湄洲媽祖廟】島上的媽祖廟，創建於⻄元987年，是當今世界上3000多座媽祖廟的祖廟，是全球2億
多媽祖信眾的精神故園。媽祖廟祀海上女神林默，歷代朝廷還敕封她“天妃”、“天后”、“天上聖⺟”等尊號。
傳說她幼讀詩書，得道于⽞通法師，善於治病救⼈，勇於拯溺濟困。宋雍熙四年(987)九⽉初九，時年28歲的林默
娘，在湄洲島⽻化升天。林默娘即被鄉⼈尊奉為海神並且建廟祭祀，從此此廟的香火不斷，成為閩中香火最為鼎盛
的廟宇之⼀。
●【購物安排】● 全程無購物
●【⾃費推薦】● 全程無⾃費
●【貼⼼規劃】● ◆【每天⾞上礦泉⽔⼀瓶】讓您出⾨免擔⼼飲⽔問題。
●【當地特⾊餐食】● 全程餐標RMB50給您餐餐風味
(1) 榕城風味 (2) 荔枝⾁風味 (3) 農家風味
(4) 永泰風味 (5) 景區風味 (6) 媽祖風味
(7) 蹄膀風味 (8) 莆⽥風味
※備註： 導遊於⾞上講解風俗⺠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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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或因酒店本⾝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造、服務等格局
都依同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準】字來代表，如造成困擾，敬請⾒諒。
◎酒店2⼈1室的住宿安排均為2張單⼈床的標準房型，若您指定⼤床房型，需視酒店提供為主 (可能須另外加價) ，
並無法保證⼀定有⼤床房型或三⼈⼀室加床 (須另外加價) ，因區域酒店構築限制，造成不便敬請⾒諒。 【⼤床房



的部份只能盡量為您需求、無法保証，造成不便敬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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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參考
序 天數 航空公司 班機 起⾶地 起⾶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2 第 1 天 立榮航空 B7179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08:15 福州機場 09:45

2 第 5 天 立榮航空 B7180 福州機場 10:45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2:15

⾏程內容
DAY1
桃園／福州【三坊七巷南後街、林則徐紀念館、⻄湖公園、森林福道】

※符號標⽰：● 入內參觀▲下⾞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福州】是福建省省會，有著2000多年的悠久歷史。它⾃古就是商業繁華之地，如今已成為我國沿海對外
開放的主要城市之⼀。福州市具有典型的古城風貌，閩江穿市⽽過，市內有三⼭（烏⼭、於⼭、屏⼭），成
為“⼭在城中，城在⼭中”的獨特城市。
▲【三坊七巷南後街】正是福州這座千年古城歷史和文化的精髓所在。三坊七巷是南後街兩旁從北到南依次
排列的⼗條坊巷的概稱。三坊是衣錦坊、文儒坊、光祿坊；七巷是楊橋巷、郎官巷、安⺠巷、黃巷、塔巷、
宮巷和吉庇巷。三坊七巷街區，地處市中⼼，占地四⼗公頃，⽩牆⽡屋，佈局嚴謹，房屋精緻，匠藝奇巧；
集中體現了閩越古城的⺠居特⾊，被建築界譽為規模龐⼤的『明清古建築博物館』。
▲【林則徐紀念館】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是中國歷史⼈物紀念館。為紀念清代⺠族英雄林則徐⽽建。位於福
建省福州市南後街澳⾨路。1982年成立。館址原為林則徐專祠，創建於清光緒三⼗⼀年(1905)，佔地⾯積約
3000平⽅米，內有儀⾨廳、禦碑亭、樹德堂、南北花廳、曲尺樓、⽵柏軒等主要建築物，具有江南園林風
格，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湖公園】福州⻄湖公園位於市區⻄北部，是福州迄今為⽌保留最完整的⼀座古典園林，有1700多年的
歷史。園內有⻄湖八景：仙橋柳⾊、⼤夢松聲、古堞斜陽、⽔晶初⽉、荷亭唱晚、⻄禪曉鐘、湖⼼春雨、澄
瀾曙鶯。總⾯積約45公頃，⽔⾯⾯積約30公頃。⻄湖景⾊秀麗，遐邇聞名。
▲【森林福道】全線⻑19公⾥，共10個入⼝，東北連接左海環湖棧道，⻄南連閩江，橫貫象⼭、後縣⼭、梅
峰⼭、⾦⽜⼭等⼭體脊，貫穿福州五⼤公園，是福州市⾸條城市⼭⽔⽣態休閒健⾝⾛廊。 福道主體採⽤空⼼
鋼管桁架組成，橋⾯採⽤格柵板，縫隙在1.5釐米以內。設計既可滿⾜輪椅通⾏，也給步道下⽅的植物最⼤限
度的⽣⻑空間。在環線懸空棧道上，有增設景觀電梯進⾏接駁，以縮短繞⾏時間。同時，為確保遊客能快速
便捷的往返，福道著重考慮將懸空棧道、登⼭步道和⾞⾏道三個對接形成環形系統

住宿 : ４★福州銘濠酒店或同級
早餐 : X
午餐 : 榕城風味RMB50
晚餐 : 荔枝⾁風味RMB50

DAY2
福州─永泰(⾞程約2H)【嵩⼝古鎮、百漈溝、春光村、六館⼀中⼼】

※符號標⽰：● 入內參觀▲下⾞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嵩⼝古鎮】位於福建省福州市永泰縣的⻄南部，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鎮，也是福州市唯⼀的中國歷史文化名
鎮。嵩⼝古鎮是南宋愛國詞⼈張元幹的故鄉，同時是永泰⻄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和重要交通樞紐。嵩⼝
鎮區有60多座明清時期古⺠居保存完好，屬下各村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居達百座以上
●【百漈溝】位於福建省福州市永泰縣梧桐鎮⼤渭⼝往前1公⾥，距永泰縣城42公⾥，是國家級AAAA重點景
區。 [1-2] 景區核⼼⾯積約2平⽅公⾥，棧道全⻑5.1公⾥，海拔680米，規劃保護⾯積9.8平⽅公⾥，是福建省
最⼤的青剛櫟（即黃楮）⽣態保護區。百漈溝景區的景點沿著⼀條1000多米⻑的峽⾕循序漸進，由⽔簾瀑
布、龍缸瀑布、珍珠瀑布、天坑彩虹瀑布、⼈參瀑布、雙獅瀑布、⽩龍瀑布、三疊泉八⼤瀑布組成
●【春光村】在福州的永泰⼤樟溪畔，有這麼⼀處鮮為⼈知的地⽅，它就是被稱為永泰版“雲⽔謠”，⾏⾛
在古樸舒適的鵝卵⽯棧道，⽵林邊時有⽔⿃⾶掠⽽過，⼀排排新式房⼦錯落有致，別有情趣。放眼望去，炊
煙嫋嫋的⼭村坐落在⼭腳下，⼗數株百年古榕樹⽣⻑在潺潺流⽔、兩岸綠樹掩映的⼤樟溪邊。溪畔的“法
道”上，四溢的茉莉花香撲⿐⽽來，令⼈⼼曠神怡。
●【六館⼀中⼼】作為永泰縣重點推進的文化設施專案，包含了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科技館、規劃展
⽰館、旅遊體驗館和演藝中⼼。總⽤地⾯積53400平⽅米，總建築⾯積46153平⽅米，建築占地⾯積12321.06
平⽅米。其中，文化館建築⾯積5676.2平⽅米、博物館5209.2平⽅米、圖書館8646.8平⽅米、科技館5325.2
平⽅米、規劃展⽰館1334.5平⽅米、旅遊體驗館1275.8平⽅米、演藝中⼼5719.31平⽅米。經過近4年的施
⼯，2017年11⽉，文化館、圖書館及博物館3館先期開放。春節期間，科技館和旅遊體驗館也正式完⼯對公眾
開放。

住宿 : 準5★香米拉酒店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助早餐



早餐 : 飯店內⾃助早餐
午餐 : 農家風味RMB50
晚餐 : 永泰風味RMB50

DAY3
永泰─【天⾨⼭⽣態旅遊景區、天⾨⼭玻璃天橋、三曲橋、七仙橋、仙女浴池、天⾨
洞、萬⽯瀑布、廣化寺】─莆⽥

※符號標⽰：● 入內參觀▲下⾞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天⾨⼭景區】位於福建省永泰縣葛嶺鎮溪洋村，占地12平⽅公⾥，最⾼海拔可達828米，距福州49公⾥，
永泰8公⾥，交通便捷，譽有福州“後花園”之美稱。天⾨⼭巍峨秀麗，景點眾多，類形各異，因⼭中有⼀巨
⽯屹立形狀如⾨⽽得名。主要景觀：天⾨、天⾨洞、天⾨窗、天⾨橋。地下河，乃⾃然界天公造物之奇，地
下河岩壁上萬年⽯乳形成的天然“觀⾳”、“彌勒”佛顯像，栩栩如⽣，神秘莫測。天⾨⼭瀑布深潭眾多，
葫蘆瀑布、⼈參瀑布、燕潭瀑布、天涯瀑布、萬⽯瀑布、三疊⾶泉等姿態萬。
★【廣化寺】⼜稱莆⽥南⼭廣化寺，位於莆⽥市城南三公⾥處的鳳凰⼭麓(別稱南⼭)。1983年，莆⽥廣化寺被
國務院確定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1990年莆⽥廣化寺被中國佛教協會列為三座全國樣板寺廟之榜
⾸。 [1] 廣化寺創建于南朝陳永定⼆年(558),本為當地名⼠鄭露三兄弟(世稱“南湖三先⽣”)講學之所，後獻
其所于⾦仙禪師(即開⼭祖師)取名⾦仙院。隋開皇九年(589)，經來⾃天臺⼭的無際禪師募資拓建後，改名⾦
仙寺。

住宿 : 準5★秀嶼假⽇酒店或海源國際酒店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助早餐
午餐 : 景區風味RMB50
晚餐 : 莆⽥滷麵RMB50

DAY4
莆⽥─【湄州媽祖廟(輪渡+含電瓶⾞)、 賢良港】─福州【⾦雞⼭風景區、省博物館、歷
史文化⻑廊】

※符號標⽰：● 入內參觀▲下⾞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湄州媽祖廟(含電瓶⾞)】湄州島全島港灣眾多，沙灘連綿。環島優質沙灘⻑達20多公⾥，已開發鵝尾⼭、
黃⾦沙灘、蓮池沙灘等海濱浴場5處；還有6千餘畝防風林帶，是理想的度假勝地。還有鵝尾⼭神⽯園等眾多
奇特的⾃然海濱景觀。島上的媽祖廟，創建於⻄元987年，是當今世界上3000多座媽祖廟的祖廟，是全球2億
多媽祖信眾的精神故園。媽祖廟祀海上女神林默，歷代朝廷還敕封她“天妃”、“天后”、“天上聖⺟”等
尊號。傳說她幼讀詩書，得道于⽞通法師，善於治病救⼈，勇於拯溺濟困。宋雍熙四年(987)九⽉初九，時年
28歲的林默娘，在湄洲島⽻化升天。林默娘即被鄉⼈尊奉為海神並且建廟祭祀，從此此廟的香火不斷，成為
閩中香火最為鼎盛的廟宇之⼀。
★【賢良港】古稱黃螺港，位於福建省莆⽥市秀嶼區⼭亭鄉港裡村。港裡，古稱賢良港，亦名黃螺港，⻄元
960年農曆三⽉廿三海神媽祖在港裡誕⽣。賢良港是海上女神——媽祖的誕⽣地。媽祖⽻化後，鄉⼈建祠紀
念。祖祠始建于宋代，今祠內保存有宋代媽祖寶像，清乾隆⽯刻碑記及附近的“媽祖故居”、“受符井”、
“八封井”、“連礎⾯柱”等宋代文物。1989年辟為“莆⽥縣賢良港天后祖祠旅遊區”，1991年福建省⼈⺠
政府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雞⼭風景區】古籍《閩中記》載：“秦始皇時，望氣者雲：此⼭有⾦雞之祥”，⼭形似雞，故名⾦雞
⼭。依然保留著⼤⾃然⼭林的原始風貌，是福州城區少有的⼭野情趣濃郁的風景區。
▲【福州省博物館】館藏文物標本共5萬多件，其中⼀級品360多件，以傳世藝術品、考古發掘品和⾰命文物
資料為主。重要的有五代閩王延翰造鎏⾦銅獅爐，宋建窯的“兔毫盞”，南宋黃升墓出⼟的絲織服飾，明德
化瓷塑⼯藝家何朝宗所塑的立像觀⾳，明清以來黃道周、董其昌、沈周、吳彬、黃慎等書畫軸，林則徐、嚴
複⼿劄，黃花崗烈⼠林覺⺠遺書，蘇區郵票和福建省蘇維埃執⾏委員會銀印等。 該館辦有《福建省古代歷史
文物陳列》、《福建⾰命史陳列》和《福建⼭海富源陳列》3個基本陳列展覽。
▲【江濱路歷史文化⻑廊】在福州江濱公園閩風園的防洪堤上建成，是全國最⼤的城市歷史文化為主題岩⽯
浮雕，⽤花崗岩築砌，全⻑200米、⾼4.5米，由9個組雕構成。這幅歷史畫卷以⼤型的《閩都賦》為浮雕的起
始點，向⼈們講述了福州2200年的歷史文化，從遠古的閩族原始圖騰形像，到現代⾼科技發展的抽像像征符
號展⽰福州的⼈文景觀、歷史事件, 顯⽰出極強的藝術張⼒。

住宿 : 國際品牌5★凱悅酒店或香格⾥拉酒店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助早餐
午餐 : 媽祖風味RMB50
晚餐 : 蹄髈風味RMB50

DAY5
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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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後前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結束這五天的旅程。

住宿 : 溫暖的家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助早餐
午餐 : X
晚餐 : X

附加項⽬
※ 額外費⽤-簽證
項⽬名稱 費⽤ 必須購買 與訂⾦同繳
台胞證正常件 NT$1,700 否 否

出團備註
【重要事項請詳細閱讀】
【⾏程說明】：
●本團最低出團⼈數為1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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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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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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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換觀光景點; 遇季節性變化或有餐食
變更之情形，本公司將保有變更⾏程及餐食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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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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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美或東南亞其他國家相比，因文化背景及觀光條件等的不同對觀光事業的認知
及重視有限，加上⼟地幅員遼闊，城市景點的⾞程皆較遠，如有不便之處，敬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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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室)、⾞資。
＊保險：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20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機場稅、燃料稅雜⽀及代辦費。
【以上報價不包括】：
＊新辦卡式台胞證費⽤
＊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費，每⼈每⽇新台幣200元，⼩孩亦同。請交於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
地的導遊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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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旅⾏平安保險請⾃⾏投保。
＊貼⼼說明：給⼩費也是國際禮儀之⼀喔！如有⾜浴按摩⼩費⼈⺠幣20~30元；⾏李⼩費⼈⺠幣5~10；床頭
⼩費⼈⺠幣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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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均為持中華⺠國護照之旅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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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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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撥0)

http://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