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祖(南北竿)、福州溫泉卡蹓+泰寧五日遊 
全程無自費無購物 

    【行程特色】 

■宗教巡禮:參訪擁有媽祖娘娘千年石棺之馬港天後宮、全世界最高之馬祖巨神像與發現神明比老百姓多

的橋仔漁村。 

■坑道探索:最為壯觀而鬼斧神工之南竿北海坑道、退役而儲酒聞名之八八坑道。 

■戰情探祕:最高機密之雲臺山軍情館、823 砲戰功臣~戰時守護金馬而東南亞最大門砲之 240 砲陣地參

訪、歷任元首  與將官來馬下榻亦是全馬唯一有總統套房之勝利山莊。 

■閩東風情:媲美希臘愛情海漁村風情之芹壁舊聚落。 

 ■為響應政府與愛護馬祖這淨土,全台獨家提供電動機車作為陸上代步工具,讓貴賓可夜遊或自由活動讓

行動更加自如,也不用因遊覽車接駁徒增等待時間.~若貴賓中少數無法騎電動機車者由導遊開九人座帶領 

■福州:位於福建東部，北宋時期“編戶植榕”，滿城綠蔭，故有“榕城”美稱。又有“三山”鼎峙，閩

江穿城，獨具一番濱江濱海和山水園林的旅遊城市風貌。名山、名寺、名園、名居繁多，著名歷史古跡

有 150 多處，是中國優秀旅遊城市。 

■匯雅溫泉度假村: 位於風景秀麗的桂湖森公園區，占地面積 12000 平方米。酒店按東南亞風格設計，

強調溫泉靜態養生、商旅度假、森林留宿和異域餐廳等服務功能結合，定位追求精品和感官的意境融合。

30 多種不同功能和種類的溫泉泡池（森林泡池）1 個溫泉泳池 、在這個處處散發著大自然幽香的溫泉世

界裏，滿山蒼翠的清新景致，讓身體和心靈經歷一次全新的溫泉體驗。 

■泰寧介紹: 世界地質公園，是大陸五 A 級旅遊景區，大陸重點風景名勝區，大陸國家森

林公園，大陸國家地質公園，大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泰

寧位於福建省西北部三明市泰寧縣已開發金湖、上清溪、狀元岩、貓兒山、九龍潭、金龍

穀、泰寧古城七大景區，以水上丹霞、峽穀群落、洞穴奇觀、原始生態為主要景觀特點，

集奇異性、多樣性、休閒性、文化性為一身。公園以典型青年期丹霞地貌為主體，兼有火

山岩、花崗岩、構造地貌等多種地質遺跡，是一個綜合性地質公園。 

 
★ 航班參考(早去午回) 

天數 出發日期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航班 時間 

第 1天 2017 / 11 / 22 松山/南竿 立榮航空 B7-9091 08:30/09:20 

第 5天 2017 / 11 / 26 福州/松山 廈門航空 MF-883 18:25/19:45 

 

 

 

 

 

 

 

http://baike.baidu.com/view/7412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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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57659.htm


佳賓共遨遊  展業永長久 

★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松山－南竿環島(馬祖酒廠及八八坑道－蔬菜公園-北海坑道－雲臺山軍情館

- 馬港天後宮－媽祖巨神像－240 砲陣地(若因軍方戰備因素無法參訪予以

更改參觀為大漢據點) 

《蔬菜公園》山隴是南竿鄉介壽村的舊地名稱，此片蔬菜公園是馬祖少數的平地，經過

重劃後，呈現出整齊畫一的農田景觀，反映出馬祖人樸實克儉的一面。  

《馬祖酒廠及八八坑道》使用甘美清冽泉質所釀出的佳釀，讓馬祖酒廠聲名遠播，其中又以「八

八坑道」系列高梁最受青睞，來此可欣賞獨特造型的紀念酒。而充滿戰地氣息的八八坑道，冬暖夏

涼，兩旁的老酒甕，配上不時迴盪在坑道內的水滴聲，又另有風味。 

《北海坑道》把堅硬的花崗岩鑿成井字型交錯的坑道，還能容納百艘艦艇，真可說是鬼斧神工的蓋

世之作，這也是金馬地區最大的坑道碼頭。深長的地底世界透著一股神秘氣息，配上坑道內的腳步

聲、拉長的身影、水道徐徐的波動，氣氛令人著迷。（因為漲潮時步道會淹沒水中，所以會隨著潮

汐關係做行程調整)。 

  《雲臺山軍情館》位於南竿的雲臺山標高 248 公尺，高度僅次於北竿壁山（標高 294 公尺），是

南竿第一高峰，也是臺灣離島第二高峰，並己列為臺灣小百嶽的第 98 座，由於視野開闊，環繞視野

幾呈 180 度，是登高遠眺馬祖列島與大陸的最佳景點氣候晴朗時，不但東、西莒近在眼前，就連大

陸北茭半島都清晰可見。若登上軍情館遠眺可以展現出雲臺山不同的風貌，在馬防部全力配合下，

開放雲臺山觀測所給本國遊客參訪，非但創造全新話題，也讓馬祖地區又增添新景點。現在的雲臺

山除了日間登高觀景、傍晚欣賞落日晚霞。尤其在炎熱的夏天，夜裡海風習習，尤其令人留連忘返。!  

《馬港天後宮》馬祖地區香火最盛也最氣派的廟宇，據文獻資料推斷最遲在清嘉慶年間即已肇建，

廟中供桌前方的石棺，相傳為媽祖娘娘葬身 的墓穴。請別忘了來此上香求平安。 

《馬祖巨神像》由 365 塊花崗石建構而成，寓有「365 日、日日平安」之意，以及神像高度 28.8

公尺，正好是馬祖四鄉五島的總面積。馬祖全縣面積過去一直是以 28.8 平方公里為計算，但經過最

新測量，實際面積為 29.6 平方公里。業者在媽祖巨神像上加上避雷針後，其高度亦為 29.6 公尺已

申請金氏紀錄為世界第 1 高石造托燈媽祖神像，馬祖的地名與與媽祖的關係可說是密不可分，從神

象的興建中，即可瞭解到馬祖人民對於媽祖信仰的虔誠，因為這座神像從提案到正式落成，便花了

十年以上的時間。 

《240 砲陣地》曾經是反共前哨、復國跳板的馬祖列島，擁有一大堆看不完的戰地史蹟，也是來到

馬祖旅遊的觀光客最想一窺究竟的「禁地」，位於南竿島上的 240 大砲，是目前已開放參觀的戰地

設施中，最具代表性的景點，參觀者莫不動容。全國最大口徑,直徑有 24 公分,一次要十二名弟兄來

操作,,有馬祖鎮島之寶稱號的超級榴彈砲, ,1995 年最後一次試射之後就沒再發射過,不過,巨砲依然堅

守崗位保衛臺海的安全。 

 

 

XXX 繼光餅風味餐(每人 300 元)  老酒麵線風味餐(每人 300元) 

海天酒店或同等級 
 

 

 

 

http://udn.com/search/?Keywords=%AE%C8%B9%43


 

第 2 天 
南竿－北竿環島 (壁山觀景－橋仔漁村(漁業展示館) －芹壁閩東古厝－

大後山戰爭和平紀念館、阪裏黃金沙灘)-黃岐(25 分鐘)-匯雅溫泉精品酒店 

 《壁山觀景》濱海而立的北竿機場、晶瑩細緻的塘後沙灘、熱鬧繁華的塘岐街道，及附近島嶼螺山、

蚌山、無名島、峭頭、大坵、小坵等，盡入眼簾；霧季時，山頭在濃霧籠罩下隱約縹緲，猶如置身人間

仙境。《橋仔漁村(漁業展示館)》村內設有漁業展示館，陳列傳統漁具，並介紹漁業作業方式，以及馬

祖當地風俗習慣，如服飾、飲食等文字解說。《芹壁閩東古厝》也有人形容此處有如地中海般的風光,

一座座石頭屋屹立在臨海陡峭的山坡上，風景絕佳，號稱全國國寶級石頭屋保留最完整的閩東建築區／

近眺烏龜島。《大後山戰爭和平紀念館》此紀念館位在北竿後澳村後方大澳山，全區佔地 38.8 公頃 ，

是馬祖整體戰地景觀與歷史風貌具體而微的縮影，工程規劃以地區的軍事歷史、戰爭知識、模擬軍事陣

地、冷戰時期東太平洋防線等角色等，作深入發揮，並運用馬祖豐富之戰地風貌與歷史背景，引領遊客

體驗與感受「前線戰地」的氛圍。《青島啤酒夢工廠》由青啤百年歷史文化展示區、啤酒生產原料工藝

演示區、多功能體驗區、現代化生產車間參觀區等 4 大遊覽區組成，參觀遊覽總面積近 12000 平方米。

在青啤百年歷史文化展示區，遊客可以通過詳盡的圖文資料，瞭解啤酒的神秘起源、青啤的悠久歷史、

青啤不勝枚舉的榮譽以及國內外各界知名人士參訪情況。在啤酒生產原料工藝演示區，遊客可以身臨其

境地看到平常不為人知的酵母、大麥、啤酒花、大米等青啤釀造的基本原料，以及繁雜細微的生產工藝

流程。《匯雅溫泉精品酒店》 位於風景秀麗的桂湖森公園區，占地面積 12000 平方米。酒店按東南亞

風格設計，強調溫泉靜態養生、商旅度假、森林留宿和異域餐廳等服務功能結合，定位追求精品和感官

的意境融合。30 多種不同功能和種類的溫泉泡池（森林泡池）1 個溫泉泳池 、在這個處處散發著大自

然幽香的溫泉世界裏，滿山蒼翠的清新景致，讓身體和心靈經歷一次全新的溫泉體驗。 

 

 

 

 

飯店享用 魚麵風味餐(每人 300元) 荔枝肉風味餐(每人 RMB60元) 

匯雅溫泉精品酒店 

 

 

第 3 天 
 汇雅温泉精品酒店-船政博物館-格致園-三坊七巷-林則徐紀念館-鎮海樓-景城大

酒店 

  《船政博物館》走進館區就感受到濃濃的船政文化。博物館的前方是一座長長的雕塑牆，那些浮雕展

示了當年福建船政的輝煌。雕塑牆的一側則擺放著一架福建船政所建造的飛機模型。整座博物館倚山而

建，共有五層，外形設計很像是一艘劈波斬浪的艦船。一進博物館的門廳，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座巨

大的銅質浮雕——“鐵石同心”，這座浮雕再現了當年創立船政之艱難。而幾位穿官袍、戴烏紗的創始

人的形象更是栩栩如生。大廳的右側，一艘當年福建船政建造的木質帆船正在揚帆。博物館內在不同的

樓層設立了不同的展區，通過船模、船政精英塑像、車床、羅經、舵輪、海軍日記、古炮、照片、文字

介紹等展品，從船政創建、人才培育、海軍建設、重大海戰、科技發展、文化建設六個方面來介紹馬尾

船政文化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 《格致園景區》是「馬尾·中國船政文化城」的開篇之作，船政衙

門及前後學堂復建工程主要包括船政衙門、前學堂、後學堂 3 幢建築。復建後的船政衙門將重現當年船



政的輝煌。同時開放的馬尾船政時空隧道入口位於馬尾造船廠內，改造後連接船政格致園和船政博物館

的馬限山防空洞，布置了船政文化、人防科普兩大主題展區。船政文化展區分為「閩人善舟」「海絲樞

紐」「千年局變」三部分，人防科普主題展區分為「抗戰時期」「建國初期」「和平年代」「未來時空」

四部分。《三坊七巷》 福州唯一的 5A 旅遊景點正是這個千年古城歷史和文化開枝散葉的源頭。始建於

西晉末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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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巷、黃巷、塔巷、宮巷和吉庇巷。三坊七巷街區地處市中心，

東臨 817 北路、西靠通湖路、北接楊橋東路、南達吉庇路、光祿坊，占地 40 公頃。灰牆青瓦古樸大方，

佈局嚴謹、院落相連、中軸對稱，並以木結構承重，由精雕細刻的石木構造和大紅鬥門可看出當時的風

光功業，宅院四周圍有土築的馬鞍形風火牆，牆峰飾以龍鳳花鳥魚蟲及人物風景，具有濃鬱閩越色彩。 

《林則徐紀念館》中國歷史人物紀念館。為紀念清代民族英雄林則徐而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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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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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海樓》始建於明洪武四年（1371 年）， 附馬都尉王恭跨山築城，在山巔建樓意為其

他諸城門樓的樣樓，為城正北的標誌，所以屏山也稱樣山。樓前右側有七星罡按北斗七星方位排列，築

此樓以寓北斗之水厭火祥之意，保佑全城平安；樓以鎮海名，工在樓意在海。鎮海樓六百年間十三次建

十三次毀。鎮海樓是福州古城的標誌性建築，為江南三大鎮海樓之一，也是我國古代名樓。明清以來，

鎮海樓除了作為歷史名樓，還被作為“太平盛世”的象徵，所以屢毀屢建不絕於世。鎮海樓雄居於福州

古城中軸線端點的屏山之巔，是市民、遊客俯瞰福州城的重要制高點和登高眺望點。從建成後效果看，

無論其高度、體量、形式與色彩都是合適的；從樓閣上能看到福州三山及西湖周邊景色，它充分契合了

福州古城的特色及城市總體格局，其建築重簷飛角，沖霄淩漢，再現了福州鎮海樓的雄姿；並在一定程

度上又恢復了三山二塔之間的視廊關係，得到了各方的認同與好評。 

飯店享用  海鮮風味餐(每人 RMB50元)   破店風味餐(每人 RMB60元) 

景城大酒店 

   

 
 

 

 
第 4 天 福州-泰寧(參考班次 D3266：0808-1004)- 明清園-寨下大峽谷-九龍潭 

《明清園》座落在福建省泰甯世界自然遺產地，是一家以收藏和展示明清時期各流派大型古建築和木雕

藝術精品為主的“民間故宮”， 該項目具有極大特色：坐擁不同年代、不同風格、不同區域、不同材質

的古民居建築，目前已完成 7 幢古建築的移植，還有 20 餘幢也將陸續移入；另為古屏風的大觀園，展示

的 200 余件古屏風來自全國各地，全部用金絲楠木、黃花梨木等珍稀木料，可謂是木雕大觀園。《寨下

大峽谷》是觀賞丹霞地貌的絕佳地點，也是泰寧的第一條地質科考路線。於 2004 年 6 月方被發現，現為泰寧世界地

質公園的重點景區，是天然的地質博物館。其由三條峽穀首尾相連而成，呈環狀三角形，好似一條金色

蒼龍蜷臥在群山之中，又名金龍穀。這些峽穀分別是由流水侵蝕、重力崩塌、構造運動為主的三種地質

作用而形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實地考評時說：“無論從地質景觀還是生態環境，這裏是世界級

的”，稱之為“世界地質公園的榜樣景區”。《九龍潭風景區》位於福建省泰甯縣世界自然遺產、世界

https://baike.so.com/doc/12798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47124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7999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79992.html


地質公園北部核心區，距離泰寧縣城約 15 公里，距離泰寧火車站約 19 公里，距離高速公路泰寧收費站

14 公里，與上清溪、紅石溝和狀元岩毗鄰，因四周九條蜿蜒如龍的山澗泉水彙聚潭中而得名。在九龍潭

景區大家可以領略大自然造就而成形態各異的景觀 ，自然風化造就的生命之門，孕育這生生不息，流水

侵蝕形態各異的面目表情，動物、人物、就像一幅動態畫，讓你有無數的聯想，除此在這擁有這天然音

響的潭穴當中來一首美妙的山歌，筏進長 100 多米水上一線天中讓人的心境平和愉悅，九龍潭在地質上來

說是組成密度和複雜度最高的一片中國丹霞峽穀群，是泰甯青年期的丹霞地貌發育的典型地區，融湖、

溪、山、穀、岩、峰、溝多樣變化，號稱“泰寧丹霞山水微縮明珠”。 

 

                                                                                                                                   

《泰寧古城》素有“漢唐古鎮，兩宋名城”之美譽，有江南保存最完好的

明代古建築和國內縣級規模最大的青銅群雕，在這裡，可以領略美輪美奐

的建築藝術，追思古街古巷古井古城牆的似水流年，感慨狀元文化園青銅

群雕凝固的科舉盛事、宋明文化，還可以品嘗來自山野人家的土特產品、

風味小吃等 後狀元文化廣場自由活動，參觀狀元文化主題銅雕群，領略泰

寧古城的歷史變遷，感受之風韻。前往“天下第一湖山”—《石竹山》風

景區位於福建省福清市石竹街道。以石

奇竹秀而得名，素有“雅勝鼓山”之譽，為福建省道教名山。山間有

紫雲洞、桃源洞、通天洞、日月洞、摘星台、化龍窩、鶴影石、鴛鴦

石、棋盤少、龜蛇石、蟠桃石、洞天等奇岩怪石、天然石景。屬閩中

戴雲山余脈西山山脈南段，主峰狀元峰海拔 534 米，這裡夏無酷暑，

冬不嚴寒，年均氣溫保持在 19.7℃。 因“石能留影常來鶴，竹欲摩空

盡作龍”而得名。山上有勝景石竹寺、獅子岩等 128 處。明朝徐霞客遊記中說：“岩石最勝，亦為九仙祈

夢所”，現為福建省十大風景區之一。 

■費用:每人單價: 

■費用包含:行程中門票費用、二人一室住宿費用、餐費、交通費用、200 萬意外 20 萬醫療旅遊 

  責任險、接送機、領隊司機小費 

 

現金優惠價 20,500 元 (團費19,000元+小費200元*5天+機場接送500元) 

刷卡價21,000元 、 單房差每人3,500元   

鴻展旅遊  電話：02-24215539   24282633    傳真：02-24215596 

佳展旅行社       交觀甲03818   

 佳賓共遨遊  展業永長久  

飯店享用 海鮮風味餐(每人 RMB50元)  海鮮風味餐(每人 RMB60元) 

四星級泰寧大飯店或同等級 

第 5天 
泰寧-泰寧古城--福州（參考班次 D3303：0853-1043）石竹山風景區(纜車上下)-

長樂-松山 

飯店享用 福州風味餐(每人 RMB50元)  機上餐盒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1%83%E6%BA%90%E6%B4%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8%B3%E9%B8%AF%E7%9F%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8%B3%E9%B8%AF%E7%9F%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8%B4%E4%BA%91%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A%B6%E5%85%83%E5%B3%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7%AB%B9%E5%AF%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B%AE%E5%AD%90%E5%B2%A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9C%9D


 代辦台胞證需準備: 

代辦費 1700 元 

1、護照正本。(效期要有 6 個月以上) 

 2、身分證正反影本 - 清晰。 

 3、照片 1 張(必須一年內的近照 、要按台灣晶片護照的規格.、背景白底不能穿白色衣服的大頭照.) 

 4、有更改姓名者，請附上戶籍謄本。 

 5、有舊台胞證要附上。 

 6、16 歲以下須附上戶口名簿影本及家長證件影本。 

 

 代辦護照需準備: 

 代辦費 1600 元 

1、護照專用二吋白底 彩色照片二張。 

 2、身分證正本。 

 3、舊護照正本。 

 4、37 歲以下男性新辦護照者需附上退伍令 正本。 

 5、未滿 18 歲小孩須監護人身分證正本(如婚姻狀態 

       是離異,請提供監護權證明。) 

 6、未滿 14 歲者須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 

 7、遺失者須國內遺失作廢申報表正本 

 

大陸旅行注意事項 
進大陸考察旅行探親本是一件難得的機會，但是出門在外為免於在國外受騙或錢財失竊造成嚴重損失，

特別提供幾點事項，敬請小心提防。 

一、出發： 

請準時於集合時間到達集合地點， （依航空司規定旅客應於起飛前一小時前抵達機場

櫃檯辦理報到手續，否則您的機位有可能被取消）。 
（01）出國證件有專人代辦登機手續，辦好後將分發各團員。請留意收好，千萬勿將護照套內任何

一物遺失。（若不慎遺失，請速向各地公安局報案後，補辦臺胞證後方可離境。） 

（02）行李不得超過 10 公斤，否則航空公司必須加收超重行李費。 

二.飛機上： 

（01）請留意各項飛航安全規定，非吸煙區不得吸煙及廁所內嚴格禁煙。 

（02）飛機起降時請系好安全帶，飛機尚未停止前，切勿起身走動拿取行李，以策安全。 

（03）飛機拖運行李到達各地機場時請領取後集中。待全團團員清點後再集體出關。 

三.餐飲: 
（01）團隊均安排中旅標準餐（八菜一湯、 飲料一瓶） 。 

（02）餐廳定時供餐,逾期不候，除少數餐廳外一般餐廳供餐食時間是上午 06時 30 分至 08 時 30分，

中午 11時 30分至 14時 00分，下午 18時 00分至 20時 30分，過時的顧客只能吃閉門羹。 

（03）當地汽水、牛奶飲料品質較差。最好隨身攜帶乾糧、水壺以免挨餓。 

（04）旅館外的餐廳多半衛生條件較差。最好能隨身攜帶免洗筷子，並注意飲食衛生。 

（05）為了健康著想及為環保盡一份心力，各位貴賓最好能隨身攜帶自己的環保餐具。 

 



四.衣:  

（01）旅遊主要城市天氣狀況 

城市 氣候 
大陸只要城市月平均氣溫、平均雨量、平均降雨日數 

01 月 02 月 03 月 04 月 05 月 06 月 07 月 08 月 0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廈 

門 

閩西 

氣溫 12.5℃ 12.4 14.6 18.7 22.6 25.8 27.8 27.6 26.0 23.0 19.2 14.6 

雨量 37.7mm 66.9 76.5 124.0 154.7 207.1 150.4 144.0 96.3 32.1 27.8 26.1 

降雨日數 8.3 10.9 13.0 13.3 16.5 16.8 10.0 11.7 8.1 4.2 4.6 5.4 

桂 

林 

氣溫 7.9℃ 9.1 13.2 18.4 23.0 26.2 28.3 27.7 25.6 20.7 15.1 10.2 

雨量 56.9mm 75.1 128.0 282.3 353.8 311.7 231.7 169.9 63.6 98.4 74.9 54.0 

降雨日數 13.6 14.3 18.8 20.9 20.2 17.9 15.4 15.4 8.6 9.5 9.6 11.0 

（02）衣著力求舒適輕便，大陸的衣著仍十分保守，因此衣著宜樸素，應儘量不穿奇裝異服。鞋子

最好以休閒鞋或布鞋為主，女士請避免穿高跟鞋。 

(03) 春、秋一般為涼爽季節，請攜帶一件禦寒外套。冬季請務必攜帶保暖衣物、帽子、圍巾、手套、

毛襪、面霜、乳液等。 

 (04) 冬季室內、車上皆有暖氣。室外著大外套；室內著適宜室溫之衣物以免太熱。 

(05) 請攜帶太陽眼鏡、遮陽帽、洋傘…遮陽用品。 

(06) 赴大陸旅遊請隨身於手提袋內準備一套換洗衣物，以免因飛機或車船延誤而造成不便。 

五.物品: 

    （01）電池、膠捲底片、相機、雨傘、個人盥洗用具、個人習慣性藥物品、感冒藥、胃藥、暈

車藥。（女性個人日常用品） 

六.錢幣： 

（01）大陸入境：相機或攝影機、金飾、外幣金額須登記，否則出境時造成不便。 

（02）臺灣出境：A.台幣現金不得超過 40,000元。 

                    B.美金現金不得超過 5,000元。（旅行支票、匯票不限） 

                    C.人民幣不得攜入或帶出大陸。人民幣為大陸人民所持有之貨幣。市面上購 

買東西都是使用人民幣。＜以上采活動匯率，依當地、當日之兌換率為准＞ 

(03) 攜帶金融：請先兌換人民幣，目前匯率約五台幣換 1 人民幣。 

信用卡用於飯店、大型商店，小型商店不接受刷卡。 

八.安全問題： 

（01）請勿單人外出隨意行動，並請勿帶貴重首飾及手錶出國旅遊。不任意與陌生人或黑市換 

外幣或金飾物品，以免上當。如果被公安人員抓到，不僅要受牢獄之災，並且還得重罰。 

（02）照相時勿將隨身行李放置地上，吃飯時行李勿掛在椅背上，以免遺失。 

本公司按照觀光局之規定替每位旅客投保 200萬平安保險，若有其他安全責任之問題適用交

通部觀光局頒發之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 

九.小費： 

行李箱以硬殼、有鎖、帶輪子的行李箱外加細帶為宜，並貼上旅行團之標籤，並一定

要加鎖否則無法拖運。 

十.小費：  在國外旅遊，除了在飛機上以外，差不多都有付小費的習慣，小費一般分導遊、司機、服

務 

          費、領隊小費及飯店服務生小費。（飯店服務生小費為服務生送行李至房間及每天起床後，

服務   

         人員來整理房間時也大都以人民幣 5-10元（每次）的當地貨幣為原則。） 

十一.其他： 



（01）禁止嫖妓，不得攜帶古董、金子或金飾、報紙出境。 

（02）因國情政策有所不同，希望各位貴賓注意言行舉止，尤其是政治問題。 

（03） 生鮮水果、農產、海鮮禁藥帶入大陸。農產品亦不得攜帶禁入臺灣。 

（04）若非贈送親友所需，請切勿做一大件、三小件之任何買賣生意。 

（05）為確保旅行安全，切勿要求領隊做超負荷之旅遊或增加過多的旅遊點。 

(07) 大陸的電壓為 220伏特( 圓型兩孔或方型三孔 )臺灣為 110 伏特，所以臺灣電

氣品不可直接使用,如攜帶電氣請自備變壓氣。 
（06）凡屬個人之消費亦未包括於團費內，例如洗衣服費用、電話費等。 

（07）出國是做無形的國民外交，請注意自身的言行舉止，公共場所不要大聲喧嘩、不要隨地吐痰、

丟棄垃圾、果皮，非吸煙區請勿吸煙，並注意衣著適切，以免有損國家形象。 

（08）返國時成年旅客可帶免稅酒一瓶、香煙一條。另每一個人之物品可享有新臺幣 10,000

以下免稅。超逾此範圍則有可能被海關課稅。 

（09）在大陸各地因宗教及習慣不同，故請注意導遊之解說以免造成困擾。 
（10）因大陸飛機、火車班次時常誤點或取消，本公司所提供之行程僅供參考，一切正確行程以當

地接待旅行社之安排為主，造成不便之處，敬請海涵。 

（11）飯店若有更改，則以同等級為主。 

（12）回程離隊之旅客，請於返回前 72小時與航空公司再次確認機位，以免機位被取消。 

（13）為了您的自身權益著想，請勿幫他人攜帶任何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