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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飛麗江.德欽梅里雪山.中甸香格里拉.雪山 9 日(無購物  無自費)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20/04/19  日 中國東方航空 MU5092 桃園機場 15:00 麗江三義機場 19:00 

2020/04/27 一 中國東方航空 MU5091 麗江三義機場 10:15 桃園機場 14:00 

 

【麗江．玉龍雪山風景區－萬年冰川．海拔 4,506 公尺】  

 

玉龍雪山－萬年冰川，由海拔 3,356 公尺處搭乘索道向上行駛，採用 6-8 人座封閉式透明車廂，全長 2,914

公尺，直至玉龍雪山主峰扇子陡（5,596 公尺）正下方的上部站，海拔 4,506 公尺。索道垂直高差達 1,150

公尺，是全中國海拔最高的旅遊客運索道。於此，您可領略與群峰齊高的視野，欣賞難得一見的萬年冰川。 

【德欽．梅里雪山．飛來寺（觀日出日照金山、遠眺太子十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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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區的神山都有自己的屬相，傳說：用腳丈量神山，圍繞神山轉一圈，可以洗清一世罪孽；轉十圈，可以

免受輪迴之苦；轉百圈今生可以成佛。讓我們沿著朝聖者轉山的足跡，完成一輩子最有意義的旅行。 

【搭乘大索道纜車．登上海拔 4,449 公尺高峰．享受仁者樂山之氛圍－中甸香格里拉．石卡雪山風景區】  

 

位於香格里拉縣建塘鎮西南，是目前迪慶高原唯一具備纜車觀光條件的立體性生態文化旅遊景區。其北與

納帕海自然保護區相接，南與「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産千湖山景區毗鄰，東與噶丹、松贊林寺和獨克宗

古城相望，西面神秘峽谷與奔騰不息的金沙江，佔地面積約 65 平方公里。至高點石卡山主峰海拔 4,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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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最低點納帕草甸海拔 3,270 公尺，高差 1,179 米，涵蓋滇西北「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産地亞高山

帶和高山帶所有自然垂直帶立體生態景觀資源。 

【世界自然遺產．香格里拉大峽谷•巴拉格宗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位於香格里拉縣西北部，是「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紅山片區的核心景區之一，地處滇川藏交界處、總

面積為 176 平方公里。景區最高點巴拉格宗雪山海拔 5545 米、最低點南部水莊海拔 2200 米，相對高差

3345 米。地形及氣候的垂直立體性十分突出，幾乎包容了滇西北「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地幹熱河谷

到現代冰川帶所有自然垂直帶立體生態類型及景觀資源。2009 年 12 月 28 日評定為「國家 AAAA 級旅遊

景區」。2011 年 4 月 12 日，三江並流國家風景名勝區紅山景區巴拉格宗管理處成立，並標誌著巴拉格宗

景區已是「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和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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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 麗江 麗江三義機場    麗江   

【麗江】位於雲南省西北部雲貴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連接部位，北連迪慶藏族自治州，南接大理白族自治州，

西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東與四川涼山彜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接壤。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

有 12 個世居民族，其中納西族、彜族佔大多數，其在南宋時期就初具規模，已有八、九百年的歷史，自

明朝時，麗江古城稱「大研（硯）廂」，因其居麗江壩中心，四面青山環繞，一片碧野之間綠水縈回，形

似一塊碧玉大硯，故而得名，清爲麗江府，雍正元年（1723），改土設流，結束木氏土司元代以來的世襲

統治，乾隆三十五年（1770），置麗江縣。麗江的文化在 1723 年清朝改土歸流政策以後，便成爲一個納

西文化和漢族文化的綜合體。 

餐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納西風味 (RMB60) 

旅館： 麗江國際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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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麗江 BUS 瀘沽湖  4HR     

瀘沽湖觀景台，豬槽船遊湖（裡務比島），鍋莊晚會 

瀘沽湖：古稱魯窟海子，又名左所海，俗稱亮海。納西族摩梭語瀘為山溝，沽

為裏，意即山溝裏的湖。四週崇山峻嶺，一年有三個月以上的積雪期。森林資

源豐富，山清水秀，空氣清新，景色迷人，瀘沽湖被當地摩梭人奉為母親湖。

也被人們譽為蓬萊仙境。現瀘沽湖沿岸居住有摩梭人和彝、漢、納西、藏、普

米、白、壯等 7 種民族，約 1.3 萬人，其中摩梭人佔多數。瀘沽湖風景區以其

典型的高原湖泊自然風光和獨特的摩梭母系民族文化，形成了特色突出的自然

景觀與人文景觀，四川省於 1993 年將瀘沽湖列為省級風景名勝區。  

豬槽船是一種形狀奇特的獨木舟，摩梭人傳統的交通工具，特別是沿湖阿夏走婚的幫手。泛舟湖上，聽兩

岸悠揚歌聲，看四邊風景如畫倒映水中，心情為之開朗，煩緒愁結盡掃。 

鍋莊晚會是瀘沽湖的傳統娛樂項目，是摩梭女人挑選自己情郎的佳期。晚會時男女手牽手圍成一圈，中間

燃起篝火載歌載舞，姑娘們穿戴整齊，所有飾品都戴在身上，頭纏黑布大包頭，身穿白色百褶裙，高聲歌

唱對情歌，再端上一碗“蘇利馬”酒，要情郎當眾誓言忠誠，小夥子儘量表現自己，但有時過了頭的表演

反而鬧笑話，樂得大夥前俯後仰。在舞會上男女牽手之際，如果女孩希望這男孩晚上來走訪“摸索摸索”

及“誓師北伐”，那就會在男孩手心裡扣幾下，暗示晚會後隨行。男孩可不去，但男孩沒有挑選或暗示的

權利。鍋莊晚會原本定期舉行，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已成為一項面向遊客的日常活動。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RMB50) 晚餐/納西風味 (RMB60) 

旅館： 曉駐精品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瀘沽湖 BUS 麗江 4HR   

情人沙灘，摩梭家訪  BUS 麗江       束河古鎮          

情人沙灘：瀘沽湖畔的一處美麗沙灘。情人灘旁是格母女神山和後龍山，這裡

流傳著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傳說格母女神和後龍曾是一對戀人，被天神施法

化作格母女神山和後龍山之後，他們只能隔海相望，天神只允許他們在每年的

七月十五相會一次，每到這一天，他們就會相會於情人灘，相依相偎、訴說哀

傷。  

【摩梭族家訪】摩梭人的「花樓」主要供母系氏族大家庭中的年輕女子居住，以便她們單獨結交男「阿夏」；

摩梭人的婚姻稱為「阿夏婚」，「阿夏」為摩梭人走婚生活雙方的互稱，確立了阿夏關係的彼此互稱「阿

注」，意為「親切的伴侶」，不稱夫妻；母系社會的獨特性也成為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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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河古鎮：古老寧靜的小鎮，位於麗江以北 8 公里處，又稱龍泉村。早在明代，這里就已經是滇西北的重

要集鎮，南來北往的商人們在此交易。束河中心的集市廣場與麗江四方街非常類似，青石鋪就的街面，周

圍店鋪順次排開，門口擺放著各種手工藝品。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RMB 50 晚餐/納西風味 (RMB60) 

旅館： 麗江國際或同級 

 

第 4 天  丽江 BUS  中甸  

   石卡雪山-藍月山谷大索道【纜車來回.含氧氣瓶】 中甸香格里拉 

 因香格里拉海拔較高，故請各位貴賓參加此行程不論任何季節，務必多帶件冬季厚外套及長袖服裝備

用以免受寒。麗江－香格里拉 約 180 公里 車程 4 小時  

 香格里拉【 迪慶藏族自治州】   (路過參觀) 

【香格里拉】『太陽最早照耀的地方，是東方的建塘；人間最殊勝的地方，是奶子河畔的香格里拉』；『香

格里拉』是迪慶藏語，意思為「心中的日月」，這個美麗動聽而又遙遠陌生的名字，這個「世外桃源」與

「伊甸園」的同義詞，如同一個巨大的懸念，足足跟隨了人類半個世紀。 

 石卡雪山風景區─藍月山谷大索道【纜車來回】   (特別安排) 

【石卡雪山大索道景區】又稱「藍月山谷景區」，位於香格里拉縣城西南部，

距香格里拉縣城 7 公里，交通便捷，有一條四級油路直達景區，車程約 15 分鐘。

索道於 2006 年 7 月份建成試營運，十一期間正式開通。全長 4,190 公尺，是

目前雲南最長的索道，索道將遊客從海拔 3,270 公尺的納帕草甸送到海拔 4,000

多公尺的山頂，在山頂可以同時看見梅里雪山、玉龍雪山，甚至四川稻城的三大雪山等幾乎所有的雪山景

色。景區匯集了雪山、峽谷、森林、湖泊、花海、草甸等香格裡拉特色的自然景觀和生物及民俗宗教文化，

綜合體現了雪域高原特有的自然美景和民族風情。很多美妙的民間傳說和動人故事，讓景區頗具《消失的

地平線》一書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神韻。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酒店個人小火鍋 (人民幣 60)  

旅館： 天界神川大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中甸香格里拉－巴拉格宗 約 80 公里 車程約 2 小時；巴拉格宗－德欽 約 140 公里 車程約 2.5

小時 中甸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大峽谷•巴拉格宗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德欽－飛來寺 德欽 

巴拉格宗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特別安排) 

【巴拉格宗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位於香格里拉縣西北部，是「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紅山片區的核心景

區之一，地處滇川藏交界處、總面積為 176 平方公里。景區最高點巴拉格宗雪山是香格里拉縣的最高峰，

http://www.gogo88.com.tw/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4/19 

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林永泰 0932-122933 周飛鵬 0939-143038 廖敏妃 0936-141577 
鄭麗麗 0928-794118 申瑀婕 0963-971936 許富宗 0933-736263 楊素文 0933-165185 葉茂盛 0932-909267 許容豪 0937-713388 

海拔 5545 米；最低點在南部水莊，海拔 2200 米，相對高差 3345 米。地形及氣候的垂直立體性十分突

出，幾乎包容了滇西北「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地幹熱河谷到現代冰川帶所有自然垂直帶立體生態類型

及景觀資源。巴拉格宗景區以峽谷景觀為主體，處於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區和高山峽谷區，自然生態旅遊資

源擁有更高品味、更強的綜合性和神秘性、及更為豐富的地貌植被。巴拉格宗景區分為自然生態景觀旅遊

資源和人文旅遊資源。景區於 1999 年開始進行開發建設，2009 年 12 月 28 日評定為「國家 AAAA 級旅

遊景區」。2011 年 4 月 12 日，三江並流國家風景名勝區紅山景區巴拉格宗管理處成立，並標誌著巴拉格

宗景區已是「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和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巴拉格宗景區【香格里拉大峽谷】   (下車參觀) 

香格里拉大峽谷是雲南乃至全國較為幽深的峽谷之一，全長約 154 公里。峽谷以「高深險、奇雄特、神妙

秀」著稱，「峽中有峽，峽上有峽，縱橫交錯，峽峽相連」是香格里拉大峽谷最大的特點，主峽谷兩側還

有上百條之多的支峽側穀，而且這些峽谷多屬於典型的冰川水峽谷，冰川水峽谷主要分佈在海拔較高的雪

山上因為這裡獨特的地質地貌（喀斯特地貌）形成了低海拔罕見的冰川水峽谷。 

 德欽   (路過參觀) 

【德欽】德欽縣是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下轄縣之一，縣境位於雲南省西北部。德欽縣轄 2 個鎮、6 個鄉，

總面積為 7,273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約每平方公里 8 人，縣城升平鎮，海拔 3,400 米，距州府中甸 182

公里，距省會昆明 889 公里。德欽縣素稱「歌舞之鄉」，也是中國最珍貴的滇金絲猴的故鄉。 

 飛來寺   (特別安排) 

飛來寺，位於德欽縣城約 10 公里處的滇藏公路旁，是一座歷史悠久的藏傳佛教小廟，飛來寺最初建於明

萬曆四十二年（西元 1614 年），已 400 多年歷史。由於其地理位置特殊，飛來寺成為觀賞梅里雪山的最

佳位置。飛來寺神話般的傳奇色彩：相傳建寺時選址原定在現址兩公里外之處，當建材已完備、破土動工

的晚上，樑柱等建材不翼而飛，住持和尚派人尋其蹤跡。找到現址時，發現樑柱已按規格豎好，且無大殿

的後樑後柱，人們認為這是神意，於是遵照神意把寺建於現址，並因樑柱飛來自立，命為「飛來寺」。飛

來寺內祀「覺吾南卡紮西佛祖像及卡瓦格博神像」，在飛來寺我們可以感受到藏區神山文化，感受到藏民

虔誠的信仰，每個早晨都可以看到藏民虔誠的對著神山頂禮膜拜、魏桑、轉經。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藏式料理 RMB60/人 

旅館： 觀景天堂景觀房 准五星 

 

第 6 天 德欽－中甸香格里拉 約 200 公里 車程 4.5 小時  德欽 梅里雪山－飛來寺觀景台【觀日出日照

金山、遠眺太子十三峰】 明永冰川【含電瓶車】 途經白馬雪山 4,292 米觀景台 金沙江大拐彎【觀景台

上俯瞰】 中甸香格里拉 

  梅里雪山   (路過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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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雪山】雲南與西藏交界處的梅里雪山，海拔 6,740 米，是橫斷山系中一座景色秀麗的雪峰。瀾滄江

和怒江分東西兩側從山腳下流過。暖濕與冷空氣相遇常使這裡的氣候變幻莫測。當地藏民稱它是「雪山之

神」。盛產蟲草、雪蓮、貝母等，梅里雪山位於世界聞名的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並流」地區，是

一座北南走向的龐大雪山群體，北段稱梅里雪山、中段稱太子雪山、南段稱碧羅雪山，北連西藏阿冬格尼

山，平均海拔在 6,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13 座，稱「太子十三峰」，在藏文經卷中，梅里雪山的 13 座高

峰，均被奉為「修行於太子宮殿的神仙」，特別是主峰卡瓦格博，海拔 6,740 米，是雲南海拔最高的山峰，

更被尊奉為「藏地八大神山之首」。 

 明永冰川   (特別安排) 

【明永冰川】明永冰川，又稱奶諾戈汝冰川，是卡瓦格博峰下其中一條長冰川，它是一條世界罕見的低緯

度熱帶季風海洋性現代冰川，山頂冰雪終年不化。由於它所處的雪線低、氣溫高、消融快、靠降水而生存，

因而它的運動速度也快。冬季時，它的冰舌可以從海拔 5,500 米往下延伸到海拔 2,600 米處，如一條銀鱗

玉甲的游龍，從高高的雪峰一直延伸到山下，直撲瀾滄江邊，離瀾滄江面僅 800 多米。明永冰川位於雲南

迪慶德欽縣境內。是香格里拉旅遊路線中最為經典的戶外徒步路線之一。明永冰川藏語稱「明永恰」，「明

永」是冰川下一村寨得名，「洽」是冰川融化的水之意。「明永」即火盆，因該村四周山巒起伏，氣候溫

和而得名。 

 金沙江大拐彎   (路過參觀) 

亦稱月亮灣，位於雲南德欽縣奔子欄鎮和四川得榮縣子庚鄉交界處。穿山越谷而來的金沙江，在即將沖出

這川滇要塞之時，彷彿想舒緩長途奔波疲勞般地放慢脚步，圍繞著有如金字塔的日錐峰畫上一個“U”字

形的大拐彎。此景亦是中國四十大景觀之一的｢金沙江大拐彎｣。從觀景台上俯瞰全景，景緻遼闊，震攝人

心，令身處群山萬嶺之中的您，心曠神怡，屢屢讚嘆大自然造化之美。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人民幣 50)  晚餐/中式料理 RMB60/人 

旅館： 天界神川 大酒店或 同級  

 

第 7 天 香格里拉  （約 180 公里 車程 4 小時  ）丽江  

 噶丹．松贊林寺   (特別安排)－香格里拉    虎跳峽      麗江 

【松贊林寺】又稱歸化寺，位於香格里拉以北 5 公里的佛屏山下，是公元 1679 年五世達賴和清康熙皇帝

敕建「十三林」之一，它不僅是雲南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群落，還是川滇一帶的黃教中心，被譽為『小布

達拉宮』，該寺依山而建，外形猶如一座古堡，集藏族造型藝術之大成，有『藏族藝術博物館』之稱；每

年農曆十一月二十九日，藏民在此舉行以「跳神」（面具舞）為主的格冬節，氣氛神秘而熱烈。 

普達措國家公園   (特別安排) 

 普達措國家公園【屬都湖】   (下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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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跳峽】虎跳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峽谷，以奇險雄壯著稱於世，主要分為上虎

跳、中虎跳、下虎跳 3 段，共 18 處險灘，江面最窄處僅 30 餘米，江水被玉龍、

哈巴兩大雪山所挾峙，兩座雪山的海拔分別爲 5596 和 5396 米，海拔高差 3900

多米，峽谷之深，位居世界前列。麗江古城   (下車參觀) 

【麗江古城】始建於宋末元初，以不築城牆馳名，走訪以小橋、流水、人家為特色的四方街，四方街是古

城的中心廣場，廣場的形狀很像方形的知府大印，由土司取名四方街，取「權鎮四方」之意，也有人說是

因為這裡的道路通向四面八方，是四面八方的人流、物流集散地，所以叫四方街，走街入院，欣賞古城建

築，古城建築全為古樸的院落民居，房屋構造粗獷，而庭院佈置和房屋細部裝飾豐富而細膩，而麗江古城

也在 1997 年 12 月 4 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松茸宴 RMB100/人 

旅館： 麗江國際 或 同級 

 

第 8 天 麗江 玉龍雪山風景區－萬年冰川大索道【租借雪衣（供當天使用）】、《印象．麗江》、藍月

谷【含電瓶車】、玉水寨、玉峰寺 麗江 

 玉龍雪山   (路過參觀) 

【玉龍雪山】在納西族心目中，玉龍雪山是一座神山，車一進入麗江，第一眼看

到的就是玉龍雪山，它由 13 座雪峰組成，主峰扇子陡海拔 5596 米，至今仍是

一座未被征服的處女峰，且玉龍雪山主峰常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雲霧纏繞之中。 

＊今日午餐安排雪廚旄牛小火鍋 (人民幣 128 / 每人一鍋)，旄牛為當地特色食

材，如有旅客不吃牛肉，請於報名付訂時向業務人員提出，肉品可更換為：臘排

骨或土雞；茹素之貴賓將為您更換為素食小火鍋。 

 玉龍雪山風景區－萬年冰川大索道【纜車來回】   (特別安排) 

【玉龍雪山－萬年冰川大索道】雪山大索道從甘海子雪花山莊西行約 5 公里雪山腳下的下部站起，這裡是

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海拔 3356 米。索道由此往上營運，直至雪山主峰扇子陡（5596 米）正下方的上

部站，那裡海拔 4506 米。索道全長 2914 米，垂直高差 1150 米，是全中國海拔最高的旅遊客運索道。

索道採用 6-8 人座豪華脫抱式全封閉吊箱，在此你可觀看難得一見的萬年冰川。 

 《印象．麗江》   (特別安排) 

《印象．麗江》是由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大型實景演出。演出場景在玉龍雪山 3,200 米海拔處，世界上最

高的實景演出劇場—甘海子藍月穀劇場，是個 360 度的全角度劇場，可以容納 2,000 人演出的場地，演

出分爲《古道馬幫》、《對酒雪山》、《天上人間》、《打跳組歌》、《鼓舞祭天》、《祈福儀式》等 6

http://www.gogo88.com.tw/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4/19 

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林永泰 0932-122933 周飛鵬 0939-143038 廖敏妃 0936-141577 
鄭麗麗 0928-794118 申瑀婕 0963-971936 許富宗 0933-736263 楊素文 0933-165185 葉茂盛 0932-909267 許容豪 0937-713388 

個章節。整個演出以雪山爲背景，讓表演與大自然徹底結合，500 名來自 10 個少數民族的演員傾力演出，

用他們最原生的動作，最質樸的歌聲，與天地共舞，與自然同聲，帶給觀衆震撼的觀賞表演。 

※印象麗江秀為室外演出劇場，如因天氣不佳或其他因素停演，將以大型歌舞《麗江千古情》替代，造成

不便，懇請見諒!【2019 年冬季停演區間：12 月 21 日-12 月 31 日，此期間劇場將進行設備保養。】 

 玉龍雪山風景區－藍月谷   (下車參觀) 

【藍月谷】幽深的河谷，因河床顯藍色，借用了《消失的地平線》中"藍月谷"的傳說而得名。由 4 個湖組

成，從上到下依次為：玉液湖，鏡潭湖、藍月湖、聽濤湖。湖與湖之間有小瀑布隔開，水在這裏變得溫柔

與夢幻，也許是因河底各種礦務質，這裡的湖泊都呈現一種異樣色彩，說不清是粉藍、粉綠，還是深藍、

碧綠，這種藍色和綠色好似不屬於自然界，有如神靈為玉龍雪山下湖水調配的顏色。 

 玉水寨   (入內參觀) 

【玉水寨】這裏是納西族的文化發源地，是納西族人祭神的聖地及東巴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可深入認識

東巴傳人傳統的生活和學習方式。 

 玉峰寺   (入內參觀) 

【玉峰寺】位於麗江以北的白沙鄉境內，是麗江五大紅教喇嘛寺之一，距離縣城 13 公里。始建於清代，

建築風格既有漢族、白族建築的特點，又吸收了藏族建築的特點。玉峰寺西北面偏院中有一棵被譽為「環

球第一樹」、「雲嶺第一枝」的山茶，樹齡已高達 500 多年，這便是名揚中外的「萬朵山茶」，山茶為兩

株不同品種的山茶嫁接後成為一體，每年立春初放，一開 7 個節令共 100 多天中，一批又一批含苞待放，

總共開 2 萬餘朵茶花，因此而得名。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雪廚小火鍋蒼 RMB50/人 晚餐/小南國．中式料理 RMB100/人 

旅館： 麗江國際或同級 

 

第 09 天 麗江 台北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旅館： 溫暖的家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 47,800 元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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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說明 

(A)團費包括 

1. 契約責任保險新台幣$200 萬意外身故險+意外險醫療新台幣$20 萬 

(依據觀光局『國外旅遊契約』第九條第五款中規定，特別提醒每一位參加團體的貴賓，不要忘了自行

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2. 機場稅+兵險+燃油稅。 

3. 國外司機、導遊領隊小費、行李小費。 

4. 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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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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