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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8 (六) 印象桂林~漓江四星船、古壯寨梯田、雙秀、三排座、 

５日(五星酒店+劉三姐秀.三排椅、無購物.無自費.無車購) 

行程說明 : 

桂林：船遊灕江四星船+自助餐 桂林五星住宿，贈陽朔印象劉三姐秀，桂林 5 日豪華三排

椅遊覽車，無購物無自費。 

 

桂林陽朔 5 日全程用車特別安排三排座椅遊覽車；讓您在旅遊行程的車程中也能舒適輕鬆。 

特註：本車型為 22 座，如人數超出 20 人或車輛調度問題，則調整為 45 座大型遊覽車 

  

桂林船遊灕江－特別安排搭乘四星船商務觀光船，由竹江碼頭到陽朔碼頭，遊覽桂林灕江

最菁華的十里畫廊，船上安排簡易自助餐。價值 NT2000。 

  

長線船從竹江碼頭－陽朔碼頭，桂林山水甲天下最具代表的灕江菁華景點，延途欣賞到知

名景點：草坪幽洞、楊堤煙雨、神筆奇峰、浪石攬勝、九馬畫山、黃布倒影、興坪佳境等

大自然雕琢出的美景。 

  

桂林灕水人家，集文化、旅遊、農業、生態的桂北風情體驗營；漫步在桂林漓水人家裡，

仿佛回到了記憶裡的童年，有人說它傳統文化豐富，有人說它體驗感十足，也有人說一派

鄉村田園景象。景區內灕水風光有著桂北古民居建築藝術，時光守藝人有著民間傳統工藝。

在不同人的眼裡，它就像一個千面的少女，每多看一眼，你都會發現她新的一面。 

 

五星灕江瀑布大酒店：位於城市心臟地帶的地點非常方便~飯店對面就是桂林兩江四湖中的

杉湖杉湖有很著名的日月雙塔. 
 

五星陽朔碧蓮江景大酒店 

陽朔碧蓮江景大酒店距離西街僅 600 米，步行 5 分鍾。這間酒店設有一個室外游泳池、一

間健身中心和三個餐飲場所，提供免費停車場，並在客房內提供免費有線網絡連接。 

 

【漓江四星船】陽朔世外桃源以及船遊漓江鑽石水道（特別安排貴賓搭乘四星船及船上自

助餐） 

【賞華麗大秀】國際大導演張藝謀策劃之印象劉三姐秀 

【賞天然岩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赴桂林必走景點～銀子岩 

【無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站，無自費，無車購，不上攝影，讓您可以輕鬆旅遊 

【用車安排】全程用車特別安排 VIP 三排椅，讓您在車上也能舒適輕鬆(本車型為 22 座位如

人數超過或因車輛調度問題，則調整為 45 座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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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間 起飛機場 到達時間 到達機場 

中國南方航空 CZ3020 2020/02/08 18:35 桃園機場 2020/02/08 21:15 桂林 

中國南方航空 CZ3019 2020/02/12 15:35 桂林 2020/02/12 17:35 桃園機場 

●如遇航空公司變動航班，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並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參觀景點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拍照 ※行車經過 ★特殊交通⊕世界遺產 

第 1 日  桃園機場／桂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助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桂林。桂林屬於

典型的「喀斯特」巖溶地貌，遍佈全市的石灰岩經億萬年的風化浸蝕，形成了千峰環立、

一水抱城、洞奇石美的獨特景觀，被世人美譽為「桂林山水甲天下」。 

住宿：五星灕江瀑布大酒店或同級 

餐食：晚餐 (機上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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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日 桂林－龍勝【龍脊金坑大瑶寨梯田】－三江【欣賞坐妹秀】 

龍脊金坑大瑶寨梯田 

龍脊金坑梯田 :建於元朝，距今已有近 700 年的歷史。她是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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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壯、瑤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青瓦木樓之中，男

耕女織，淳樸美良。 

纜車往返金坑梯田 :3 號觀景點金佛頂龍脊的金坑梯田景區是整個龍脊大景區內最具代表

性的，乘坐於纜車之中沿途可於空中從多個不同視角鳥瞰欣賞整個金坑梯田景區內的三大

景點的景色：“西山昭樂(1 號景點)、千層梯田(2 號景點)、金佛頂(3 號景點)”。 

 
 

坐妹秀:是廣西三江侗族的大型實景風情演出。坐妹表演向廣大的遊客呈現了侗族人民傳統

的婚慶嫁娶，坐夜等民俗，並有其獨具特色的蘆笙、牛腿琴、琵琶等民族樂器演繹，場面

美輪美奐，令人無比嚮往侗族人民美好幸福的生活。坐妹表演體現了侗族兒女從戀愛到嫁

娶的美好生活。 

住宿： 準 5★三江璟像酒店或同級 

餐食：早餐 (酒店內享用) 中餐 (龍脊風味 RMB50/人) 晚餐 (侗族風味長桌宴  RMB60/人) 

  

第 3 日 三江【程陽八寨景區、風雨橋+鼓樓】-桂林【魯家民俗村、新地標(東西巷+逍遙樓)】 

程陽八寨景區 

是廣西重點風景名勝區，柳州、桂林大旅遊圈侗族風情旅遊的代表景區，由馬安寨、平寨、

岩寨、平坦寨、懂寨、大寨、平埔寨、吉昌寨等八個自然村寨組成，俗稱“程陽八寨”。

它也被譽為《中國最美的小鎮》之一，村寨內的吊腳 木樓、鼓樓、風雨橋與周邊大山、小

河、田野構成了別致而獨特的美景，擁有中國最完好、數量最多、分佈最集中的侗族建築

群。自清朝以來，逐漸形成八個自然村落，所以俗稱《程陽八寨》。這裡節日盛多，也有

《百節之鄉》的美 譽，節日到來，村村沸騰、寨寨歡歌、處處一片喜氣洋洋。 

♦ 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 

♦ 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 

♦ 中國十大最美鄉村 

魯家民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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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家村位於兩江四湖環城水系重要節點附近，是蘆笛岩國家級風景區旅遊線路及桃花江西

岸上的自然村落，青磚黛瓦，古韻悠悠；水鄉村落，拙樸天成；彩蝶嬉戲，稻田流金；荷

塘月色，別有風情。該村依山傍水，環境非常好，桂林 老八景之一的”陽江秋月”指的就

是那個地方，電影《西遊記》片頭風光亦取景於此。村里的建築也有點特色，坡屋頂、小

青瓦、花格窗、白粉牆、青石板集合了傳統桂北民居的這些建築元素。 

東西巷文化步行街 

桂林東西巷包含了正陽街東巷、江南巷、蘭井巷等桂林傳統街巷，空間尺度宜人，是桂林

明清時代遺留下的唯一的一片歷史街巷，也是桂林古歷史風貌的觀景區，體現了桂林的歷

史文脈。因此東西巷歷史文化商街作為桂林歷史文化名 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傳統居

住、傳統商業、文化體驗、休閑旅遊等主要功能為基礎、融合景區遊賞，以“市井街巷、

名人府邸”特色，同時體現時代發展的多元文化複合型歷史風貌區，整體建築風格是還原

老東西巷明、清古風貌 建築群，結合桂林旅遊資源，旨在打造最有特色的歷史文化街區。 

住宿：五星灕江瀑布大酒店或同級 

餐食：早餐 (酒店內享用) 中餐 (侗族風味 RMB50/人) 晚餐 (粵式合菜 RMB60/人) 

 

第 4 日  桂林【船遊漓江～特別安排四星船+船上自助餐】－銀子岩-陽朔【欣賞華麗大

秀－印象劉三姐秀（新貴賓座）】晚上逛陽朔西街 

【船遊漓江四星船】灕江之旅完成沉浸在山水墨畫的世界中，沿途山水舉世聞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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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貴賓搭乘四星船游漓江，午餐在船上享用船上自助餐 

【銀子岩】位於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荔浦縣，銀子岩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貫

穿十二座山峰，屬層樓式溶洞，洞内匯集了不同地質年代發育生長的鍾乳石，晶瑩剔透，

潔白無瑕，宛如夜空的銀河傾斜而下，閃爍出像銀子、似鑽石的光芒，所以稱爲&ldquo 銀

子岩&rdquo。 

【印象劉三姐秀】全球最大的山水實景劇場演出，由張藝謀、梅帥元、王潮歌、樊躍等傾

力製作而成。表演舞臺為兩公里的灕江水域及十二座背景山峰，構成全世界最大的天然劇

場，其大寫意地江劉三姐的經典山歌 、廣西少數民族風情、灕江漁火等許多元素創新組合，

不著痕跡的溶入山水，還原於自然，成功詮釋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創造出天人合一的

境界。 

【陽朔西街】是陽朔縣城內的一條古老街區，有 1400 多年的歷史，西街的房屋古樸典雅，

桂北明清時期風格，小青瓦、坡屋面、白粉牆，吊陽臺。桂林陽朔西街是一個濃縮華夏精

華的中式小鎮。在這個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陽朔鎮上，除了中國情結，西域風情也是陽朔西

街的特色之一。許多來桂林的外國人被這裡的青山秀水，自然的民情風俗所吸引，由此而

定居於此，異國風情的咖啡店，酒吧，餐館和有著中國古色古香的建築風格，由此而形成

了陽朔西街獨特的旅遊景點資源，旅客們可在此找一家酒吧，配上一瓶啤酒，聽著駐唱歌

手彈唱，放鬆心情。 

※【印象劉三姐為室外演出，如遇氣候不佳，或其他因素停演，將於外站退予每位貴賓《人

民幣 138 元》，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住宿： 五★碧蓮江景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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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餐 (酒店內享用) 中餐 (船上自助餐) 晚餐 (碧蓮江景酒店－啤酒魚 RMB80/人) 

 

第 5 日  桂林【蘆笛言、訾洲公園】／桃園機場 

”桂林山水甲天下，蘆笛美景堪最佳”。 

被譽為”大自然藝術之宮”的蘆笛岩，是桂林山水一顆璀璨的明珠。蘆笛岩位於光明山南側

山腰，岩洞中琳琅滿目的鐘乳石、石筍、石柱、石幔、石花擬人狀物，惟妙惟肖，構成了

三十多處美妙景觀，”圓頂蚊帳”、”高峽飛瀑”、”盤龍寶塔”、”原始森林”、”簾外雲山”、”

水晶宮”等景景相依，景景相連，可謂移步成景，步移景換，整個岩洞猶如一座用寶石、珊

瑚、翡翠雕砌而成的宏偉、壯麗的地下宮殿，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蘆笛岩景致高度集

中、景物極盡造化的神奇遊覽佳境。 

【訾洲公園】景區內的象鼻山山形酷似一頭伸著鼻子汲飲漓水的巨象，是桂林最著名的標

誌性景觀之一。但許多遊客仍會沖著象鼻山的名氣而來，只為拍攝這它的全景以作留念。

訾洲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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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有伏波，

疊彩，鬥雞，南溪、獨秀、堯山視野可及。 午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住宿： 溫暖的家 

餐食：早餐 (酒店內享用) 中餐 (澳門酒家 RMB50/人) 晚餐 (機上簡餐)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26,800 元 (團費 25,700+小費(代收現金 1,100 元)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10,000 元) 

費用說明 

【團費包括】 

1.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2.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車資。 

3.新台幣$200 萬履約責任險+意外險醫療新台幣$20 萬 

4.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5. 含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6. 含國外導遊、司機、領隊小費(新台幣 1000 元) 

7. 含行李小費。(約新台幣 100 元) 

【費用不包】 

1.新辦護照費新台幣$1,400 

2.新辦台胞證新台幣$1,700 

3. 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航空公司託

運行李規定 

4.住宿酒店房間床頭小費 

5.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 

6.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簽証說明 (A)有護照（六個月以上） 

(B)無護照或更換須繳  

身份證正本 

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彩色 6 個月內近照相片（頭頂至下

巴需 3.2-3.6 公分，不可戴眼鏡）2 張 

舊護照 

未滿 18 歲須附監護人身份證正本 

未滿 14 歲無身分證者請附戶籍謄本一份 

(C)無台胞證或更換須繳  

護照正本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彩色 6 個月內近照相片（頭頂至

下巴需 3.2-3.6 公分，不可戴眼鏡.）2 張 

如有改名請附戶籍謄本一份 

萬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879 號  旅品北 471 號 

台北 (02)25602277  服務團隊：范振發、魏綺年、吳健智、林永泰、賴宜慧、魏亦璟 

許富宗、楊素文、葉茂盛、楊秀紋、許容豪、歐陽蓉蓉 

桃園 (03)3372226   服務團隊：廖敏妃、周飛鵬、曾春蘭、李佳霖 

新竹 (03)5900338   服務團隊：鄭麗麗、鄭麗琴、申瑀婕、彭明洪、曾美娜 

http://www.gogo88.com.tw/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8%BE%E5%A7%93/65245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AE%E6%B4%B2/130252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A7%E5%B1%B1/30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