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19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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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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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7有氧溫州～三晚住五星、雁蕩玻璃棧道、礦山長嶼硐天、

食色土豪宴五日(含稅、無購物、無自費) 
 

行程特色 
 

 

【升等三晚五星酒店】 

 

溫州奧嘉鉑爾曼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或同級 

溫州鉑爾曼酒店位於溫州，提供室內游泳池、餐廳和免費 WiFi。距離江心嶼公園有 10 分

鐘車程，距離溫州火車南站有 25 分鐘車程，距離溫州市龍灣國際機場有 50 分鐘車程。 

  

 
 

溫州香格里拉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或 同級 

溫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位於中央商業區，提供享有壯麗河景和山景的客房、spa 泳池和健身

中心。溫州香格里拉大酒店鄰近國際會展中心，距離溫州龍灣國際機場有 35 分鐘車程，

距離溫州火車站有 20 分鐘車程。酒店擁有寬敞客房提供落地窗、免費有線網絡連接、37

英寸液晶電視和迷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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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食在溫州：特別安排雁蕩山接地氣的海味土豪宴，及天一角食府小吃風味。 

 
 

★雁蕩山風景區：位於中國浙江省樂清市境內，素有"寰中絕勝"、"海上名山"之譽，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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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第一山"，以奇峰怪石、古洞石室、飛瀑流泉稱勝，其中，靈峰、靈岩、大龍湫三個

景區被稱為"雁蕩三絕"。 

  

  

★楠溪江風景區：中國山水詩的故鄉，感受水秀、岩奇、村古、瀑多、灘林美。 

 
 

★麗水古街：位於岩頭鎮上，形成於清代，全長 300 多米。舊時 90 餘間店面長廊相連，長

廊依水而建， 隨水勢蜿蜒，廊下掛著一個個紅燈籠，和參天的古樹綠影相向。沿街有麗

水古橋、接官花亭、楠溪石寨等景觀。楠溪石寨等景觀，非常值得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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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江南地區各式名產，您可依您實際所需向導遊訂購，自由選購

絕不強迫。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溫馨提醒與建議 TOP 

 

 

1.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2.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

之貴賓，若無親友陪同者，請務必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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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

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

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4.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

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

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5.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

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

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

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

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6.飯店房間均提供兩小床房型，若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飯店提供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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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

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

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8.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

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

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9.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灰、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

考量採緊急行程應變措施；敬請見諒。 

10.根據中國民用航空局有關規定，旅客不得隨身攜帶或在手提行李、托運行李中運輸打火

機火柴。如您隨身攜帶或在手提行李、托運行李中有打火機火柴的，請您取出並自行處置。

否則，您可能面臨公安機關人民幣 5000 元以下罰款、拘留等行政處罰。由此造成的其他

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11.中國大陸受限於當地官方電信管控，導致遊客在較常使用的通訊軟體或網站

(如:fb.line.yahoo.google...等)無法使用。舉凡在中國大陸使用之所有 WiFi 系統皆會有受限，

特此說明! 

註:如使用漫遊則不受制大陸電信規範，但其漫遊資費與使用方式請洽詢所屬之台灣電信公

司，謝謝。 

12.鑑於中國大陸運輸安全法規定，搭乘高鐵(動車)所攜帶的隨身或托運行李中不得含有各

式刀具、槍砲、彈藥等危險物品，故請勿攜帶搭乘。否則，您將可能面臨公安機關罰款、

拘留或沒收等行政處罰。如由此造成任何損失則需由您自行承擔。 

13.中華航空提醒: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CI/AE 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上限，

報名時請先向業務詢問.並提供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年齡.待中華航空確認後.方算報名成

功。 

14.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

團員或領隊進行分房（但無法保證）。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

人員，並按房型補足單人房價差，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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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行動電源限定規格 10,000mAh 以下，並需隨身行李攜帶，不得託運。無廠牌及標示說明

產品，禁止攜入中國大陸，敬請注意。 

航班時間 TOP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11/27 三 CA836 中國國際 台北(桃園) 溫州 17:20 18:30 

2019/12/01 日 CA835 中國國際 溫州 台北(桃園) 14:50 16:20 

 

機場資訊：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台中航空站 

行程安排 TOP 

 

第 01 天 桃園／溫州～夜遊五馬商業街～溫州 

 

今日集合桃園國際機場飛往溫州市。溫州市是浙江省的地級市，海峽西岸經濟區五大中

心城市之一，浙江省省級歷史文化名城，浙江的經濟中心之一，浙東南第一大都市，溫

州人以智行天下、善行天下、商行天下而遐邇聞名。 

夜遊五馬商業街：是中國浙江省溫州市最著名的商業街，位於該市市中心地段，鹿城區

五馬街道，溫州古城區的南部，東起解放南路，西接蟬街，全長 424 米。沿街各類商店

鱗次櫛比。五馬街是溫州傳統的商業中心。1934 年改稱中山路，1949 年以後又改回五馬

街。 

註：中國國際航空公司(CA)團體行李托運規定: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和不得

超過 158 公司即 62 英寸，重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餐食： （早餐）ＸＸＸ  （午餐）ＸＸＸ  （晚餐）石坪飯店(RMB.50/人) 

住宿： 溫州奧嘉鉑爾曼酒店(5 星)   或  溫州香格里拉大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或同級旅館 
 

第 02 天 
溫州(車程約 1HR)～楠溪江風景區(竹筏漂流)～石桅岩景區(車程約 1HR)～麗

水古街～溫州 
 

楠溪江景區：楠溪江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灘林美而名聞遐邇，是中國國家級景

區當中唯一以「田園山水風光」見長的景區；楠溪江水清澈見底，秀麗多姿，遊魚碎石，

歷歷在目。我們將安排搭乘竹筏漂游江上，楠溪江水面寬而淺，一般水深僅 1 米左右，

在江上遠眺青山，近看灘林，溪光山色令人心曠神怡。 

註：楠溪江竹筏漂流若遇下大雨以致於溪水暴漲或者是天氣太冷，不適合漂流，將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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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 30RMB，敬請見諒。 

 

遠眺甌江：中國東海獨流入海河流，浙江第二大江，位於浙江南部，歷史上曾名永寧江、

永嘉江、溫江、慎江。發源於龍泉市與慶元縣交界的百山祖西北麓鍋帽尖，自西向東流，

貫穿整個浙南山區，流經麗水、溫州等市，乾流全長 388 公裡，流域面積 18028 平方公裡，

從溫州市流入東海溫州灣。 

 

石桅岩景區：位於浙江省永嘉縣境內，三面環溪成峽，相對高度 306 米，堪稱《浙南天

柱》、《華夏之冠》其景觀具有雄、奇、險、秀、幽、奧等特點，主要景點有：石桅岩、

小三峽、水仙洞、麒麟峰、水響岩、鳳梨岩等。 

 

麗水古街：建於岩頭村村落東緣的蓄水堤上，蓄水堤是建於明嘉靖年間，當時地方宗族

規定堤上只許蒔花種樹與建亭，不准築屋經商。到了清代，岩頭村長堤成了擔鹽客的必

經之路。清末之際，長堤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商業街。 

餐食：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楠溪第一樓風味(RMB.50/人) 晚餐:溫州風味(RMB.50/人) 

住宿： 溫州奧嘉鉑爾曼酒店(5 星)   或  溫州香格里拉大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或同級旅館 
 

第 03 天 
溫州～(車程約 1.5HR)雁蕩山風景區(靈岩景區+懸崖飛渡表演+臥龍谷玻璃棧

道.大龍湫景區.靈峰夜景)～雁蕩山 
 

雁蕩山風景區：位於中國浙江省樂清市境內，部分位於永嘉縣及溫嶺市，距杭州 297 公

里，距溫州 68 公里，始於南北朝，興於唐，盛於宋，素有《寰中絕勝》、《海上名山》

之譽，史稱《東南第一山》。 

總面積 450 平方公里，500 多個景點分佈於 8 個景區，以奇峰怪石、古洞石室、飛瀑流泉

稱勝；其中，靈峰、靈岩、大龍湫三個景區被稱為《雁蕩三絕》，特別是靈峰夜景。 

靈岩景區：靈岩景區位於雁蕩中心，峰巒雄壯渾龐，絕壁回環，古洞詭異，鬼工雕鐫，

形態萬變。"雁蕩冠天下，靈岩尤絕奇"，靈岩被譽為雁蕩山之"明庭"。天柱之雄偉，展旗

之闊大，天窗之幽異，龍鼻之奇幻，卓筆之秀銳，獨秀之孤拔，玉女之撣妖。雙鴛之翔

舞，無不令人叫絕。其中「靈岩飛渡表演」是仿效 30 年代當地村民為了採取位於懸崖上

的草藥的表演，飛渡分為直渡和橫渡，這個空中舞臺，高達 200 多米，寬亦 200 多米，可

謂世界罕見。 

懸崖飛渡表演(特別安排專屬位子，一邊品茶.一邊欣賞表演)：在天柱峰和展旗峰的峰頂（高

達 200 多米，寬亦 200 多米），表演分直渡和橫渡。懸崖飛渡始於本世紀 30 年代村民們

為了 采吊蘭（學名石斛）賣錢養家，常身系繩索，沿著崖壁懸空採擷。雁蕩三絕（靈峰、

靈岩、大龍湫），靈岩正當其中，人視為雁蕩山的"明庭"。以靈岩為中心，後有燦若雲錦

的屏霞嶂，左右天柱、展旗二崖對峙，壁立千仞。因"渾龐"而生肅穆，人處其中，頓覺萬

慮俱息。 

大龍湫景區：在三絕中又被認為是獨佔鰲頭。南宋樓鑰有詩雲：北上太行東禹穴，雁蕩

山中最奇絕。龍湫一派天下無，萬眾讚揚同一舌；《攻瑰集大龍湫》可見在宋代，大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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湫便已揚四海。因《渾龐》而生肅穆，人處其中，頓覺萬慮俱息。 

大龍湫瀑布：與貴州黃果樹瀑布、黃河壺口瀑布、黑龍江吊水樓瀑布並稱《中國四大瀑

布》，而大龍湫獨以其落差為 190 余米取勝，為中國瀑布之最，有《天下第一瀑》之譽。 

剪刀峰：位於連雲嶂口錦溪的右側，一峰聳立，上分為二，似兩股略開口的蟹螫，看去

又像一把大剪刀。此峰變化極多，名稱也多，古有：夫妻、植圭、卷旗、玉柱、一帆等

名；今又有：啄木鳥、孔雀等稱呼。清人錢賓玉說：千百峰影名不同，此峰變態更無窮，

確非誇大之辭。 

 

靈峰景區：靈峰是雁蕩山的東大門，是雁蕩山的精華，與靈岩、大龍湫並稱「雁蕩三絕」。

景區內以奇峰異洞為主要特色，其中又以合掌峰、雙筍峰、犀牛峰等眾峰形成的靈峰夜

景取勝。不同於夜景，日景更耐看，其中有一羅 漢洞藏於合掌峰之中，朝東洞依岩構築

九層樓閣，為雁蕩山第一洞天。遊客可以親自體 驗從第一洞天所欣賞到的靈峰美景。 

靈峰景區夢幻夜景：情侶峰、雄鷹斂翅、雙乳峰等，一座座山峰在夜色中、在一個個傳

說中都有了生命，演繹出一個個情景交融的美麗動人故事。 

  

餐食：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雁盪農家宴(RMB.50/人)  晚餐:土豪宴(RMB.130/人) 

住宿： 芙蓉賓館  或  雁蕩山樸格飯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4 天 
雁蕩山風景區(靈峰景區)～長嶼硐天國家礦山公園+雙門石窟+水雲洞～(車程

約 2.5HR)溫州 
 

靈峰景區：靈峰是雁蕩山的東大門，是雁蕩山的精華，與靈岩、大龍湫並稱「雁蕩三絕」。

景區內以奇峰異洞為主要特色，其中又以合掌峰、雙筍峰、犀牛峰等眾峰形成的靈峰夜

景取勝。不同於夜景，日景更耐看，其中有一羅 漢洞藏於合掌峰之中，朝東洞依岩構築

九層樓閣，為雁蕩山第一洞天。遊客可以親自體 驗從第一洞天所欣賞到的靈峰美景。 

長嶼硐天國家礦山公園：位於浙江省溫嶺市東南，是一處人工開採後留下的礦硐景觀．

總面積 16.18 平方公里。由八仙岩、雙門硐、崇國寺和野山四大景區組成。礦區採石歷史

悠遠，早在南北朝時期，已有開採遺跡，距今 1500 多年，共留下 28 個硐群，1314 個硐

體．1998 年榮獲世界基尼斯之最，2002 年列入世界地質公園和國家級風景名勝區，2007

年被國家建設部評為"中國十大最具特色的風景區"。 

"雖由人作，宛若天成"， 目前開發的景點有八仙岩、淩霄硐、雙門硐、觀夕洞、水雲洞、

雙門石窟、熊貓館等，集雄、險、奇、巧、幽為一體。礦硐規模宏偉壯觀，硐體相連，

硐群相通，硐外山體環繞，柳綠成蔭．遺跡保存完整，石文化內涵豐富。是避寒消暑的

天然休閒度假勝地。 

餐食：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望燕樓風味(RMB.50/人)  （晚餐）成都老火鍋(RMB.100/人) 

住宿： 溫州奧嘉鉑爾曼酒店(5 星)   或  溫州香格里拉大酒店(5 星)國際連鎖  或同級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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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 天 溫州～江心嶼景區～溫州機場／桃園 
 

江心嶼景區：這裡人文景觀豐富，是中國四大名勝孤嶼之一，也是甌江上的一顆璀燦明

珠，歷來被稱為「甌江蓬萊」。它位於溫 州市北面的甌江中游，呈東西長、南北狹的形

狀，江心嶼內古樹名木蒼翠蓊鬱，山繞水 環，亭台點綴，橋榭相映，山光水色嫵媚競秀，

名勝古跡眾多，如江心寺、宋文信國公 祠、浩然樓、謝公亭、澄鮮閣及博物館、革命烈

士紀念館等。在這裡更可以遠眺日月雙 塔，這兩座塔屹立於孤嶼，遙相呼應，繪出江心

嶼的優美輪廓，現已成為溫州城的標誌。 

午餐後，前往溫州機場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餐食：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溫州餛飩風味(RMB.30/人)   

住宿： 溫暖的家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 19,900 元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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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6.國外導遊、司機、領隊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 

7.行李小費。(行李小費約人民幣 5/每次每件) 

【費用不包】 

1.新辦護照費新台幣$1,400 

2.新辦台胞證新台幣$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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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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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綺年、范振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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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