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8TI919SAM-T

【【9月】馬祖月】馬祖(南北竿大坵島尋鹿南北竿大坵島尋鹿)三日遊三日遊

列印

出發日期： 2018/09/19(三)  保證出發 列印時間：2018-08-27 16:21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4,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單人房
大人

$11,900 

孩童佔床

--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  

嬰兒

--

雙人房
大人

$10,500 

孩童佔床

$9,700  

孩童不佔床

$8,500  

孩童加床

--  

嬰兒

$500

三人房
大人

$10,500 

孩童佔床

$9,700  

孩童不佔床

$8,500  

孩童加床

--  

嬰兒

$500

四人房
大人

$10,500 

孩童佔床

$9,700  

孩童不佔床

$8,500  

孩童加床

--  

嬰兒

$500


行程特色

2018/08/13 16:30 更新

～【限定出發日期９／９、９／１９】～～【限定出發日期９／９、９／１９】～

每人折扣８００元每人折扣８００元

再享免小費喔再享免小費喔!!<嬰兒除外嬰兒除外>~

【馬祖天后宮】【馬祖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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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祖巨神像】【媽祖巨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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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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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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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壁】【芹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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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print()


※宗教巡禮※宗教巡禮:參訪擁有媽祖娘娘千年石棺之馬港天后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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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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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情探祕:最高機密之雲台山軍情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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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東風情:媲美希臘愛情海漁村風情之芹壁舊聚落享用下午茶。
※大坵島※大坵島:漫步于無人島上之之觀景步道，亦靜亦動中宛如一座戶外的生態教室可觀賞到不畏生之百餘隻野放梅花鹿漫步林中外，另有迎賓鹿讓貴賓餵食外之體驗、百
年梧桐樹、自行享用野放蜈蚣雞餐，夏天的大坵還可以看到滿天飛翔的燕鷗。

※北海坑道搖櫓※北海坑道搖櫓:全台獨家安排北海坑道內搭乘利用木板拚製成的馬祖傳統漁船的搖櫓船，隨著高唱福洲歌船夫的划行下，走過歷史見證鬼斧神工典藏燦爛的回憶。也
讓貴賓不用到威尼斯也能體驗水道中划行的景緻。◆費用詳細說明◆費用詳細說明

　　　　

住　　宿：南竿或北竿住宿（需依當天航班起降地而定）住　　宿：南竿或北竿住宿（需依當天航班起降地而定）

　　　參考飯店：南竿－海天、麗緹、多麗、假期、聖托里尼、清水灣、卡蹓英雄館、皇亞會館、馬祖民宿或同級飯店　　　參考飯店：南竿－海天、麗緹、多麗、假期、聖托里尼、清水灣、卡蹓英雄館、皇亞會館、馬祖民宿或同級飯店

　　　　  　　　　　　  　北竿－宏瑞飯店、台江飯店、北海岸飯店、大新民宿、億客來民宿或同等級飯店　北竿－宏瑞飯店、台江飯店、北海岸飯店、大新民宿、億客來民宿或同等級飯店

※中秋節連續假期不適用※中秋節連續假期不適用09/21-09/25。。
※床型無法指定，需依實際配房為主。※床型無法指定，需依實際配房為主。

※未滿２歲嬰兒團費※未滿２歲嬰兒團費NT$５００元【僅含作業費用、保險費用】。５００元【僅含作業費用、保險費用】。

※※2015年年5月起，依航空公司規定，老人、小孩優待票僅限當團人數十分之一張；並僅限提供一張殘障及一張殘陪優待票月起，依航空公司規定，老人、小孩優待票僅限當團人數十分之一張；並僅限提供一張殘障及一張殘陪優待票(同老人報價同老人報價)，請於報名時告知，請於報名時告知

客服人員，待確認未超過限制人數時方可開立，若有超過之部分，則需依成人票客服人員，待確認未超過限制人數時方可開立，若有超過之部分，則需依成人票(全票全票)開立，敬請見諒。開立，敬請見諒。

※航班若起飛時間為:去程13:00、回程11:30，每人可扣午餐費300元，於提供說明會資料時一並扣除午餐費。
※說資於出發前二天提供。

※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

◆費用包含◆費用包含

※表列台北/馬祖來回程機票。
※住宿二晚。

※表列行程中之門票與接駁車費用。

※餐食：飯店早餐*2/午餐*3/晚餐*2。
※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２００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２０萬（實支實付）

註：旅客未滿１５歲或７０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

◆費用不含◆費用不含

※本行程不含當地導遊差旅小費，每日100元，共300元。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行李超重費。

※航空行李託運規定每人限重10公斤，超過部分將加收行李超重費。

◆特別說明◆特別說明

※如您確定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金每人新台幣4000元整，本公司方可受理並　為您進行車位或機位的預訂及飯店預訂。
※本預約作業金非訂金性質，非擔保契約履行，僅為旅遊元件預約調度及人事作業成本費用不負擔保確定成行之責，如本商品已額滿或訂位未成功（訂位未成功含：

指定車航班已額滿、旅客指定之飯店已額滿，旅客指定入住飯店之房型已額滿等均屬之），導致行程無法成行，則旅客所繳付之預約作業金將全額無息退費。《線上

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

※旅客如已繳付預約作業金，並經本公司客服人員回覆機(車)位及飯店均已訂妥後，經客服人員通知確認取得您所需航班(車班)及飯店後，將由業務人員與您進行國內
個別定型化契約書之簽署，旅客已繳交之作業金將自動轉為團費之一部並扣抵尾款。旅客不得主張變更或取消本行程，如旅客任意取消或變更本行程者，旅客已繳納

之預約作業金恕無法退還或要求本公司為其他之補償。

※預約作業金繳交期限：線上預約後24小時內繳交，尾款以客服人員回覆訂位成功確認為準。
※預約作業金非屬訂金履約之性質，旅客繳交預約作業金後仍需依本公司實際訂房及訂位作業回覆之結果為準，恕無法擔保可預約到您所指定搭乘航班或住宿飯店。

2018/09/01~09/30 單人房單人房 ２～４人房均一售價２～４人房均一售價:大人大人/人人 12歲以下小孩佔床歲以下小孩佔床 65歲以上老人歲以上老人/愛心愛心/愛陪愛陪/人人 小孩不佔床小孩不佔床/人人

平日（週日～週四）出發平日（週日～週四）出發 $11900元元 $10500元元 $9700元元 $9100元元 $8500元元

假日（週五、週六）出發假日（週五、週六）出發 $12400元元 $11000元元 $10200元元 $9600元元 $9000元元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8/13 16:30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台北 南竿環島(馬祖酒廠及八八坑道－蔬菜公園－勝利山莊(若因軍方戰備因素無法參觀更改為大漢據點) －馬港天后宮－媽
祖巨神像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勝利山莊:若因軍方戰備因素無法參訪予以更改參觀為鐵堡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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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山莊】



餐食餐食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老酒黃魚風味餐(每人300元)   晚餐／ 繼光餅風味餐(每人300元)

旅館旅館 假期飯店、海天或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2天

南竿環島(福山照壁－240砲陣地(若因軍方戰備因素無法參訪予以更改參觀為雲台山軍情館)－馬祖風景管理處－北海坑道)-大
坵岛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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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紅糟風味餐(每人300元)   晚餐／ 福州風味餐(每人300元)

旅館旅館 假期飯店、海天酒店或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3天
北竿環島[壁山觀景－橋仔漁村(漁業展示館)－芹壁閩東古厝]－大后山戰爭和平紀念館若(若遇未開館予以更改為戰爭紀念公園
)－生態導攬(依季節性) 台北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位在清水勝利水庫旁的勝利山莊，是一座將山壁開鑿後所建立的招待所，專門用來接待總統或高級長官蒞臨馬祖時之用。除的客房以

外，坑道內別有洞天，還設有寬敞氣派的餐廳，每當總統蒞臨巡視，軍方都會安排在此舉辦餐會，發表談話。勝利山莊坑道內，配置有

接待大廳、展示廳、客房和餐廳，以及一座裝飾用的七五山砲，軍方定時開放遊客進入參觀，讓遊客有機會一窺傳說中神秘的「總統套

房」真面目。

●【馬港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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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了解到馬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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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山照壁】
位於福澳村西南方福山公園的山頭，上書「枕戈待旦」四個三、四人高的大字，是遊客搭船訪馬的第一印象。為先總統蔣公於民國四十

七年七月蒞臨馬祖巡視防務時，嘉勉地區軍民不忘復國之志而親筆所題，並銘刻於碑石上，這面精神標語雖然稱之為照壁，但實際上是

一座地上五樓、地下一樓的長方形建築物，之前作為「連江縣文建館」。展示馬祖風土民情、漁業資源、文經建設的發展歷史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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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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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坑道搖櫓:全台獨家安排北海
坑道內搭乘利用木板拚製成的馬祖傳統漁船的搖櫓船，隨著高唱福洲歌船夫的划行下，走過歷史見證鬼斧神工典藏燦爛的回憶。也讓貴

賓不用到威尼斯也能體驗水道中划行的景緻。 

●【雲台山軍情館】
位於南竿的雲台山標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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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己列為台灣小百
岳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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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不同的風貌，在馬防部全力配合下，開放雲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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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雲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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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坵島》
位於橋仔村西北方，距離北竿本島約兩百公尺，一海之隔的大坵島，平日是釣友的幾釣樂園，也是馬祖列島唯一野放梅花鹿的島嶼。大

坵有大、小坵兩島，面積僅0.69平方公里，是全馬祖列島曾經有人居住的島嶼中，唯一沒有馬路與車子的小島。大坵盛產紫菜，退潮
時，海邊的紫菜在陽光照射下，金光閃耀，因此素有「金山」之雅稱。　大坵附近海域潮暢流急，漁產豐富，至今仍然是北竿漁民下

網、捕魚的場所。昔日鼎盛時期，島上居民多達四十餘戶、三百餘人，駐軍曾經高達四百餘人，島上設有國小分校一所，如今全島軍民

均已撤出、搬離，島上偶有釣客出現，平日則是一座寂靜荒涼的無人島。　民國七十年代，馬祖農業改良場將飼養的數十頭梅花鹿野放

到無人的大坵島，部分梅花鹿遊回北竿，部分則落地生息。由於未受人類干擾，島上梅花鹿不但現身林間、海邊，甚至在古昔中、村落

步道上，都可以偶見鹿蹤。 拍下難得一見的珍貴鏡頭。 在島上尋訪鹿蹤、欣賞景觀、享用蜈蚣雞餐，享受幽靜無比的「慢活」及「生
態」之旅。 

●【壁山觀景】
濱海而立的北竿機場、晶瑩細緻的塘后沙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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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魚麵風味餐(每人300元)   晚餐／ 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溫暖的家

區／近眺烏龜島。

●【大后山戰爭和平紀念館】
此紀念館位在北竿后澳村後方大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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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生態導覽】

馬祖土壤貧瘠，多裸露地，歷經軍民大力栽樹植林後，今日馬祖除了岩壁島礁之外，都有植被覆蓋。當時造林的主要樹種有相思、苦

楝、木麻黃、銀合歡等，映照著過去駐防阿兵哥的心情寫照。此外，因為地理位置較接近中國大陸，可見到一些與台灣相異的物種，且

因島嶼特性而逐漸演化而成的原生特有種，如紅花石蒜、圓蓋隂石蕨、馬祖卷柏、馬祖百合、馬祖石蒜、野生蘄艾、狗娃花等等。搭配

常見的野花如裂葉月見草、長萼瞿麥、曼荊等在山坡與海灘遍地綻放，妝點馬祖四季容顏，甚真美麗。

→ 返回溫暖的家～

＊行程順序將依實際班機抵達之時間，彈性更動，如遇天候不良或其他因素影響，將安排其他行程活動替代＊


行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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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團說明

※本行程基本出團人數為６人以上團體出發（不含小孩、老人、嬰兒），（若當天出團人數不足１０人，南竿用餐改採套餐）抵達當地將合併聯合出團。

※由於離島資源有限，然抵達當地會有合併團情況，且交通工具須採接駁，無法專車專用，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十二歲以下為小孩；二歲以下嬰兒每人５００元，不提供床位、餐食，僅收保險手續費及機票。　

※若因天候因素而影響飛機原來的起降地點時，如原南竿機場改降北竿機場或北竿機場改降南竿機場，會衍生一趟南/北竿間的船資及接送車資150/每人，敬請旅客自
理並於抵達機場後交給當地導遊。

※行程中八八坑道為馬祖酒廠所有之儲酒空間，為保持儲酒溫度與濕度，不適宜經常開關大門。每週一、二配合酒廠不開放之參觀，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參考航班時間如下，需依實際航空公司配位為主;【早航班為：早去06:00～11:30 午航班為：11:31～17:00、晚航班17:01～21:30】
※若有優惠活動不得同步使用，僅能選擇其一。

※搭乘班機時請參考各航空公司相關搭乘規定及公告禁帶之物品相關規定，國內航空皆無提供餐食服務。

※若持有殘障手冊者，報價同老人價，請於出發當日攜帶相關證件，以便查驗，若無攜帶相關證件者將於現場補差額。

※老人優惠售價：僅限持本國之身份證件之年滿65歲(含)以上之老人，方可開立，外籍人士不適用。
※回程如遇飛機停飛或延誤因而滯留馬祖，將免費招待當地住宿（餐食則需自理）並協助返台交通工具之服務。

※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災等情事(如風浪等因素)影響離島開船時間或返台交通，船票費用產生退費問題回補至用餐品質及變更飯店的房價差。
※如遇天候不良班機無法起飛時，可更改日期出發，若無法挪期要求退費者需扣除手續費每人800元。
※若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原起降之機場無法返台而需變更機場或是所搭乘之交通工具有異動返台時產生之交通費由貴賓負擔。（例如原南竿起降，但因機場關場而改為

北竿起降時；或原坐船改搭飛機等）。

※由於離島資源有限，抵達當地會有合併團之情況，行程安排會依各地機場抵達當地之航班時間，做行程上的前後調動，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若遇旺季期間航班會有前後調度時，將於出發前3-5日確認航班。
※藍眼淚為自然生態景象，在每年4-6月為藍眼量爆發最大期，但還是需在當日天候濕度環境適合及月光光害最低情況下才能看到，若當日無法看到敬請見諒。
※配合依班機時間不同及各展館休館日期，行程或餐食次序若有變動，以當地接待為主；若因航班因素導致餐食數需增加時，可提供代訂餐食之服務或自理，不便之

處，敬請見諒。

※本行程報價期間，若行程內容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報名參加時敬請再次洽詢本公司業務專員。

※出團前若遇天候因素，航班仍正常起降時，旅客認為有生命安全之虞者，旅客可解除契約，但應按旅遊費用百分之五補償本公司；如本公司有實際損失之費用時(如
已開立機票..等)，仍需由旅客賠償。
※取消規定：本公司作業均遵依照觀光局相關規定，與旅客簽署旅遊契約書，詳細取消規訂請參閱《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

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敬請見諒。


活動附註

搭乘國內班機注意事項:
一、乘客搭機時應攜帶政府機關核發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接受檢查核對。

二、未滿十四歲之兒童，未持有政府機關核發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者，得以戶口名簿正本或健保卡（兒童手冊）等能證明身分之文件代替之。

三、航空公司於班機表定起飛時間前六十分鐘開始受理乘客報到作業，乘客應於班機表定起飛時間前三十分鐘辦妥報到手續。乘客未於前項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者，

航空公司得取消其訂位。

四、乘客隨身攜帶行李以不超過一件為原則，合計不超過七公斤，每件長寬高不得超過56X36X23公分，超過上述限制者，應改以託運方式運送。經濟艙乘客之免費
託運行李額度為十公斤（除享有票價免費優待者外，不得少於十公斤），商務艙乘客之免費託運行李額度為二十公斤（除享有票價免費優待者外，不得少於二十公

斤），超過時航空公司得另外收費。

五、手提行李可隨身攜帶一只打火機勿放於托運行李中。 
六、攜帶鋰電池搭機搭機之旅客，若攜帶鋰電池搭機，必須符合以下之條件： 
(1).備用鋰電池必須個別保護避免短路。且不可放置於託運行李中。 
(2).無須經航空公司同意之項目：個人使用之可攜式電子裝置(手錶、手機、照相機等)。 
(3).必須經航空公司同意之項目：備用鋰電池超過100瓦特-小時但不超過160瓦特小時，每人最多可於"手提行李"中攜帶兩個備用電池。 
(4).下列物品內所含的鋰電池，必須符合聯合國「測試和標準手冊」第三部分，38.3節之每項測試要求，並經航空公司同意。 
- 裝有鋰電池之輪椅或其他電動行動輔助裝置； 
- 具有保全裝置之設備； 
- 可攜式電子醫療裝備。
七、下列物品禁止手提攜帶或託運上機：（詳情請洽各航空公司） 
(1). 壓縮氣體（無論是否低溫、易燃或有毒）：如罐裝瓦斯、純氧、液態氮、潛水用氧氣瓶。 
(2). 腐蝕性物質：如強酸、強鹼、水銀、濕電池等。 
(3). 爆炸性物質：各類槍械彈藥、煙火、爆竹、照明彈等。 
(4). 易燃性物質：如汽柴油等燃料油、火柴、油漆、稀釋劑、點火器等。 
(5). 放射性物質。 
(6). 以安全目的設計的手提箱（內含鋰電池或煙火材料等危險物品）、錢箱等。 
(7). 氧化物質：如漂白劑（水、粉）、雙氧水等。 
(8). 毒性及傳染性物質：如殺蟲劑、除草劑、活性濾過性病毒等。 
(9). 其他危險物品：如磁化物（如磁鐵）及刺激性物品（如防身噴霧器）等及其他經民航主管機關公告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
八、 下列物品如有攜帶必要，應以託運方式處理。 
(1). 刀劍棍棒類。 
(2). 髮膠、定型液、醫療用含酒精之液態瓶裝物、防蚊液、酒類、非刺激性噴霧器及其他不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但經安檢人員同意者，得置於隨身行李隨身攜帶
（詳情請洽各航空公司）。

九、所屬單位主管出具證明文件，並由攜帶人自動請求查驗，經核符後將所攜帶武器交由航空公司服務人員處理。

http://www.liontravel.com/webpd/form7.asp?sProd=05TE508T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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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乘客在客艙內，禁止使用任何干擾飛航安全之通訊器材及電子用品（如：行動電話、個人無線電收發報機、各類遙控器、CD唱盤、調頻收音機等），並應遵守相
關安全規定及與機上服務人員合作。（詳情請洽航空公司） 
十一、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平等互惠與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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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1).領隊將於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劃位手續及相關事宜說明。
(2).行程正確飯店、火車（飛機）班次，均以客服人員回覆為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3).行程費用不包含領隊及司機費用。
(4).旺季期間交通資源有限(飛機、遊覽車、船資)，以當天旅遊行程進行順利為原則，將會做行程前後調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但行程內容均會走完)
(5).團體活動，請務必準時集合，當日遲到或不到視同放棄，並且無法退款。
(6).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請隨時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症狀，請立刻通知服務人員。
(7).請勿攜帶寵物同行，以維護公共衛生、預防傳染病發生。(車輛、飯店、餐廳均會拒絕寵物進入，導盲犬除外)
(8).請攜帶：換洗衣物、遮陽傘帽、禦寒外套(預防車上冷氣太冷、山區氣溫較低)、相機、電池、充電器、個人醫藥(暈車船藥、感冒藥)等。並建議穿著輕裝便鞋，方
便旅遊活動進行。

(9).外出旅遊請隨時補充水分，我們特別在遊覽車上準備礦泉水。
(10)連續假期旅遊人數眾多，旅途中難免有服務不週之處，例如用餐時補菜速度一定比不上夾菜速度，如果飯店上菜太慢，您可直接向領隊反映，千萬不要生氣而影
響旅遊興致。其他像是飯店分配鑰匙、入園購票、換搭其他交通工具時經常會有等待時間，也請事先諒解！

(11)旅行社人員及領隊無法提供內服藥物給各位旅客服用，請自行備足暈車藥與個人藥品！
(12)如有發放票劵，請一一檢查各種票劵（如火車票、門票等）是否齊全，若有不齊請通知領隊。
(13)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如需自行活動，請告知領隊及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4)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5)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
(16)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17)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8)為了您與其他旅客的健康，由於遊覽車上屬密閉式空間，若有感冒咳嗽等症狀之旅客請戴上口罩
(19)為了更安心舒適的旅程，提醒您於每次遊覽車發車前繫妥安全帶，如有需要協助的地方也請告知隨車服務人員，謝謝！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至6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
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886-800-
001922）。

敬請與領隊合作、並祝旅途愉快


旅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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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費小費

旅行業為服務業，無底薪，所以小費是領隊和司機的主要收入之一，世界各國皆如此，台灣也不例外。

以下為建議小費，敬請參考：領隊及司機小費，每位旅客每天新台幣１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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