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9TN207LZ1-T

【豬事大吉】草坪頭櫻花季．茂林－雙年賞蝶季．紫蝶幽谷．魯凱護蝶市集．彩虹教堂．哈瑪星三日【豬事大吉】草坪頭櫻花季．茂林－雙年賞蝶季．紫蝶幽谷．魯凱護蝶市集．彩虹教堂．哈瑪星三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19/02/07(四)  成團 列印時間：2019-01-16 11:00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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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 

孩童佔床

--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  

嬰兒

--

雙人房
大人

$8,699 

孩童佔床

$8,699  

孩童不佔床

$4,699  

孩童加床

--  

嬰兒

$500

三人房
大人

$8,399 

孩童佔床

$8,399  

孩童不佔床

$4,699  

孩童加床

--  

嬰兒

$500

四人房
大人

$7,799 

孩童佔床

$7,799  

孩童不佔床

$4,699  

孩童加床

--  

嬰兒

$500


行程特色

2018/12/03 16:36 更新

★國內旅遊專人洽詢專線：０２-８７９３-９６１１

～２０１９豬事大吉，春節行程開跑囉～

本行程出團日期為２／５（年初一）、２／６（年初二）、２／７（年初三）

　

　　　　　　

～２０１９　豬事大吉～

～草坪頭櫻花季～

～茂林－雙年賞蝶季．紫蝶幽谷．魯凱護蝶市集～

～彩虹教堂．哈瑪星鐵道園區三日～

javascript:window.print()


※因近年氣候異常，櫻花花況以當時現場情形為準，如遇櫻花未開或其他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凋謝，仍前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南投信義－草坪頭．櫻花．李花季～

草坪頭茶區位於海拔約１３００公尺的信義鄉同富村，台２１線新中橫公路旁，是一座廣達４８公頃的茶園，民國８２年由政府機關輔導成為觀光茶園，進入草坪頭

茶區可見到茶園旁的小廟前豎立一座大茶壺，和一大遍綠油油的茶園，一月底～二月前往還可看到路旁整排的李花／櫻花綻放，仔細看茶園中每一顆開滿白色花朵的

李子樹，讓人驚艷不已。

　※此為櫻花盛開示意圖，櫻花花況以現場為主，敬請見諒，謝謝。

※此圖為領隊小澤拍攝澤澤稱奇《點進來．看一看》

★此照片為李花示意圖，非草坪頭之李花，僅供參考，為領隊小澤拍攝－澤澤稱奇《旅遊百寶袋．按個讚》

.
★【紫蝶幽谷生態公園】

雙年賞蝶～茂林魯凱護蝶市集～熱烈開場

＊有聽過『紫蝶幽谷』嗎？ 還沒有欣賞她曼妙的風姿嗎？
讓我們來個高雄浪漫小旅行～～紫斑蝶生態公園．幽谷賞蝶～熱情浪漫漫遊

每年至少有超過百萬隻紫斑蝶會乘著滑翔翼般造型的紫翅膀，來到南台灣魯凱、排灣族人的聖山 ─ 大武山腳下溫暖避風的山谷，形成最高可達100萬隻以上的越冬集
團「紫蝶幽谷」，和太平洋彼端的墨西哥「帝王斑蝶谷」，併列為目前世界兩種大規模「越冬型蝴蝶谷」。

★【茂林魯凱護蝶市集】

茂林魯凱護蝶市集於雙年賞蝶期間將規畫每月進行二禮拜的場次活動，於市集中有著在地部落工藝品、美食、傳統民俗童玩，每場將有著不同主題，讓您來到茂林有

著煥然一新的體驗，除了觀賞生態外也能體驗原民人文唷！

★【情人谷】

情人谷魯凱族語為「吐拔魯」，溪流清澈平緩，河床乾涸平坦，沙子細柔，經吊橋沿步道上行約10分鐘路程可到達情人谷瀑布，由下往上共有五層瀑布，但僅能由一
旁階梯步道到第二層，林木茂盛，叢山峻嶺羅列，遊客可在此可細聽流水的聲音，四周清涼幽靜，是消暑去熱的最佳去處。如果靠近潭邊則可感受到自山上順流而下

如白絹般的飛瀑再拍擊石壁與水面之後，水氣迎面撲來而暑氣全消。

【旗津風景區】

★景點特色：旗津老街、風車公園、彩虹教堂

https://www.facebook.com/lee19840617?ref=aymt_homepage_panel
https://www.facebook.com/lee19840617?ref=aymt_homepage_panel


★此圖為國旅達人．小澤拍攝澤澤稱奇《你的旅遊百寶袋．點進來看一看》

旗津位於高雄港西側，為一海外沙洲，南北長約11公里，寬約20公尺。島上有天后宮、旗後山、旗津燈塔、旗津海水浴場等名勝古跡，而人力三輪車更是當地人文景
觀的一大特色。自從銜接高雄前鎮區與旗津兩地的過港隧道通車後，宏偉的海底隧道景觀，即成旗津的重要旅遊據點。

【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

★景點特色：文青創作，小火車，大草皮，鐵道文化館

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為原高雄港站之腹地，高雄港站為高雄第一個火車站，亦是當年開啟海陸聯運之運輸站，雖不幸於二戰時期受空襲摧毀，在現今經簡易整建後，

將原車站體以「打狗鐵道故事館」之面貌呈現，由於這裡的鐵道古蹟保存完整，也是全台唯一可進行動態復駛之百年車站；園區佔地面積約12座足球場的廣大綠地，

https://www.facebook.com/lee19840617?ref=aymt_homepage_panel


可見具有38年歷史由紅色路橋改建之天空雲台，更可由駁二藝術特區延伸旅遊至此。若您想進入鐵道文化館參觀的話，也可以自費進入唷。

★此圖為國旅達人．小澤拍攝澤澤稱奇《你的旅遊百寶袋．點進來看一看》 .

◆『東埔溫泉』

東埔溫泉位於陳有蘭溪畔，是八通關古道的必經之處，放眼望去盡是渾然天成的美景。由於擁有優秀的溫泉水質，早在日據時代，即由日本人開發為溫泉浴場。東埔

主要的溫泉區是位於東側的望山鄉山麓，並以呈現透明狀的優質礦泉水聞名。泉質屬於弱鹼碳酸泉，溫度大約在４５～４８℃左右，由於水質透明、無色、無臭、無

味，且具有療效，不但可供洗浴，更是飲用的聖品。

※此圖僅供參考

☆注意：因櫻花盛開時間極其短暫加上近年天候異常，花況無法確切掌握，如遇梅花未盛開或提前凋謝，仍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諒解！

◆費用說明，康僑商旅-後驛九如館入住（第一天）＋　帝綸溫泉飯店住宿（第二天）（每人團費）：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小孩不佔床　　　　

　　

　★　　８６９９元　　８３９９元　　７７９９元　　４６９９元　　　

　

☆名額有限，以訂購報名付款者為先。

☆報名時請向業務需求住宿房型及間數，且須待業務回覆預定完成後，始代表此預訂成功。

☆此團無加床服務

☆小孩佔床與大人同價　

☆２歲以下不佔位之嬰兒，僅收保險作業費５００元。

◆費用包含：

　☆車資：遊覽車三日來回車資及過路橋費。

　☆住宿：康僑商旅－後驛九如館　住宿一晚（第一天）

　　　　　帝綸溫泉飯店住宿一晚（第二天）。

　☆貼心：遊覽車上提供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

　☆餐食：第一天茂林原住民風味午餐（４５００元／桌）

　　　　　第一天康橋商旅，高雄特色宵夜

　　　　　第二天康僑商旅自助式早餐

　　　　　第二天帝綸大飯店自助晚餐

　　　　　第三天帝綸大飯店早餐

　　　　　第三天信義鄉，梅子風味午餐（５０００元／桌）

　☆接駁：草坪頭半日遊接駁小車（約４５０元／人）

　☆活動：手作超萌動物香香包（１００元／人）　

　☆保險：『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２００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２０萬（實支實付）】

◆費用不包含：

　☆以下為建議小費，敬請參考：春節期間領隊及司機小費，每位旅客每天新台幣１５０元。領隊人員差旅費每人三天（含佔車位孩童）新台幣４５０整，謝謝您。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

　☆純屬私人之消費：如餐飲、私人購物費。

◆作業金說明：

※如您確定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金每人新台幣３０００元整，本公司方可受理並為您進行車位及飯店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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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車位已額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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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及飯店均已訂妥後，經客服人員通知確認取得您所需車班及飯店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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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班或住宿飯店。

◆雄獅門市位置圖／～仔細看哦～

https://www.facebook.com/lee19840617?ref=aymt_homepage_panel


★國內旅遊專人洽詢專線：０２-８７９３-９６１１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12/03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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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車站 依交通狀況停靠休息站 紫蝶幽谷紫斑蝶生態公園(紫蝶生態與棲地) 茂林魯凱護蝶市集 情人谷～吐拔
魯 康橋商旅後驛九如館－ＣＨＥＣＫ　ＩＮ－康橋商旅宵夜

◎入內參觀●下車參觀◆路過參觀★特別安排

※行程載明之車行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遊客眾多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

景點景點 雙年．茂林賞蝶季  

餐食餐食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茂林原住民風味餐（４５００元／桌）   晚餐／ 商圈附近自理或康橋商旅宵夜

旅館旅館 康橋商旅-後驛九如館

康橋商旅 旗津－彩虹教堂－風車公園－旗津老街 幸福鐵道－哈瑪星鐵道園區 帝綸溫泉飯店 ＣＨＥＣＫ　ＩＮ－飯店自

０６：３０　台北火車站／雄獅站前門市集合。（搬家了，請參考圖檔）

『領隊穿著紅色背心，迎接大家完成報到手續，並且劃訂座位』

０６：５０　快樂出發，敬請準時。若有以下接駁地點請於報名時告知，否則車不下交流道。

　　　　　　０７：２０　桃園地區旅客／南崁交流道／南下方向長榮航空大樓前上車。

　　　　　　０７：５５　新竹地區旅客／新竹交流道／南下方向光復路加油站前上車。

出發當天請保持旅客聯絡手機暢通，以免因手機號碼錯誤或無法接通導致行程延誤。

－－：－－　茂林紫蝶幽谷入口

１２：００　午餐－享用在地原民部落餐食／原民風味合菜／＄４５００／桌／１０人。

－－：－－　●【姿沙里沙里步道】（＊特別說明：此為健行步道，有上坡與下坡步道，請自行斟酌體力前往）（＊特別說明：此為健行步道，有上坡與下坡步道，請自行斟酌體力前往）

步道位於茂林區公所後方產業道路進入，總長3.7公里；目前暫時開放一般步道2.1公里，從入口七里花香撲鼻引領，到賞蝶步道輕鬆健
行，中途有觀景平台欣賞茂林里部落、濁口溪畔隨中央山脈的疊翠山巒盡收眼底，還有隱匿樹林裡的松鼠、五色鳥、雛雞、遨翔天空的

大冠鳩…等豐富生態熱鬧鳴叫歡迎您；再登上瑪雅亭（茂林亭）觀賞濁口溪與荖濃溪雙流匯集的壯闊視野，終點至生態公園的紫蝶園全程
約1小時(個人腳程不一，僅供參考)。

－－：－－　●【紫蝶幽谷紫斑蝶生態公園】
在每年冬天紫斑蝶會乘著滑翔翼般造型的紫翅膀，來到南台灣魯凱族、排灣族人的聖山－大武山腳下溫暖避風的山谷，形成最高可達１

００萬隻以上的越冬集團「紫蝶幽谷」，欣賞紫斑蝶最佳的地點是茂林區公所所規劃之賞蝶步道及生態公園，茂管處規劃自導式步道，

以定點解說牌來服務說明。

※紫蝶幽谷並非一個地名，而是蝴蝶研究者用來專指紫斑蝶群聚越冬的生物現象。※紫蝶幽谷並非一個地名，而是蝴蝶研究者用來專指紫斑蝶群聚越冬的生物現象。　

　

－－：－－　★【茂林魯凱護蝶市集】

茂林魯凱護蝶市集於雙年賞蝶期間將規畫每月進行二禮拜的場次活動，於市集中有著在地部落工藝品、美食、傳統民俗童玩，每場將有

著不同主題，讓您來到茂林有著煥然一新的體驗，除了觀賞生態外也能體驗原民人文唷！

－－：－－　●【情人谷】～走在情人谷上～將與心愛的他（她）幸福久久唷！！～走在情人谷上～將與心愛的他（她）幸福久久唷！！

情人谷魯凱族語為「吐拔魯」，溪流清澈平緩，河床乾涸平坦，沙子細柔，經吊橋沿步道上行約10分鐘路程可到達情人谷瀑布，由下往
上共有五層瀑布，但僅能由一旁階梯步道到第二層，林木茂盛，叢山峻嶺羅列，遊客可在此可細聽流水的聲音，四周清涼幽靜，是消暑

去熱的最佳去處。如果靠近潭邊則可感受到自山上順流而下如白絹般的飛瀑再拍擊石壁與水面之後，水氣迎面撲來而暑氣全消。

－－：－－　入住康橋商旅-後驛九如館

－－：－－　您可以在商旅附近，簡單的用餐，或是先休息一會充，等待２０：００康橋商旅的宵夜唷

２０：００　康橋商旅-後驛九如館　高雄在地特色宵夜

－－：－－　高雄的景空夜語

https://travel3.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TWKHH102


第2天 助式晚餐－星空夜語

※行程載明之車行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遊客眾多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旗津老街自理．品嘗在地滋味   晚餐／ 飯店自助晚餐

旅館旅館 東埔帝綸溫泉渡假大飯店

第3天
帝綸溫泉 櫻雨綿綿－南投．信義．草坪頭櫻花／李花季 梅子大餐 過年看健康－中藥健康館．手作超萌動物香香包 返

程

※行程載明之車行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遊客眾多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

０７：００　晨喚，一夜舒適充足的好眠，讓您精神飽滿，起床囉～

－－：－－　早餐～享受康橋商旅為您準備的營養早餐哦～

０８：３０　飯店一樓大廰集合，我們準備前往高雄最著名的景點．旗津囉～

０９：３０　旗津

旗津位於高雄港西側，為一海外沙洲，南北長約11公里，寬約20公尺。島上有天后宮、旗津燈塔、旗津海水浴場等名勝古跡，而人力三
輪車更是當地人文景觀的一大特色，若有興趣，也可自費體驗看看。旗津半島舊稱「旗後半島」，是高雄最早的發祥地，也是高雄人心

中一塊寶地。旗津對高雄而言，是自然的屏障也是天然的樂園。

－－：－－彩虹教堂

－－：－－風車公園

１１：００旗津老街自理午餐

在旗津老街上，飄散的一股濃濃的海鮮味，到旗津老街上，不論是海邊必備的海鮮小炒餐聽，或是大街上滿滿的海鮮小吃、蚵仔煎、炸

海產，也看的到古早味的白糖粿。這裡也有出海人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天后宮，來到這裡，您一定會驚呼～哇！！原來廟穻，也可以這

麼現代化呀～

１３：３０　★駁二藝術特區放鬆趣－哈瑪星鐵導文化園區

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為原高雄港站之腹地，高雄港站為高雄第一個火車站，亦是當年開啟海陸聯運之運輸站，雖不幸於二戰時期受空襲

摧毀，在現今經簡易整建後，將原車站體以「打狗鐵道故事館」之面貌呈現，由於這裡的鐵道古蹟保存完整，也是全台唯一可進行動態

復駛之百年車站；園區佔地面積約12座足球場的廣大綠地，可見具有３８年歷史由紅色路橋改建之天空雲台，更可由駁二藝術特區延伸
旅遊至此

１８：３０　飯店ＣＨＥＣＫ　ＩＮ～

東埔溫泉位處南投縣信義鄉，是往返阿里山國家公園與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之中點風景區，也是您親近玉山、往來阿里山、日月潭的最佳

休憩點或登山客經八通關通往玉山的歇腳處。又因緊鄰玉山國家公園西北側，風景據點多，遊憩區遼闊。瀑布、溪谷、斷崖、古道、雲

海，森林遍佈，動植物生態豐富，蝴蝶多達１７７種。台灣特有種的鳥類、兩棲類、植物類常見於此區。而帝綸座落於東埔溫泉區入口

處，海拔１１２０公尺，位於陳有蘭溪溪畔，郡大山，望鄉山的山腳下，臨對玉山北峰尾稜，各方山谷的匯集地，形成氣流季風的障壁

，因此，東埔四季如春，冬暖夏涼，氣候宜人。春櫻、夏瀑、秋楓、冬梅，四季美景不絕，加上豐富的自然景觀、古老布農文化與優質

的溫泉，東埔絕對是個一年四季都好玩的旅遊點。帝綸誠心歡迎您前來感受玉山之美，體感原鄉、原味、原湯的感性之旅。

－－：－－　享用飯店晚餐

－－：－－　東埔的星空～

享受高山純淨的空氣，亮麗的星空，安靜的夜晚～

－－：－－　晨喚，一夜舒適充足的好眠，讓您精神飽滿，起床囉～

－－：－－　早餐～享受飯店為您準備的自助式早餐哦～

－－：－－　大廰集合　準備開始今日一天的美妙行程

０９：００　★櫻雨綿綿－南投．信義．草坪頭櫻花季

草坪頭茶區位於海拔約１３００公尺的信義鄉同富村，台２１線新中橫公路旁，是一座廣達４８公頃的茶園，民國８２年由政府機關輔

導成為觀光茶園，進入草坪頭茶區可見到茶園旁的小廟前豎立一座大茶壺，和一大遍綠油油的茶園，二月前往還可看到路旁整排的李花

／山櫻花綻放，仔細看茶園中梅一顆滿白色花朵的梨樹，讓人驚艷不已。

－－：－－　草坪頭觀光茶園

草坪頭玉山觀光茶區海拔介於１３００公尺１８００公尺之間，屬於玉山山脈，８２年正式命名為「草坪頭玉山觀光茶園」，進入草坪

頭茶區要先經過一座紅色的牌樓然後前進，偌大的茶園風光盡入眼簾，因地處於玉山山麓高海拔地區，冬季前往還可看到路旁整排的山

櫻花綻放，這樣的景致加上一大遍綠油油

－－：－－　台大實驗林

－－：－－　百年神木

－－：－－　豐丘部落

豐丘部落位於南投縣信義鄉陳有蘭溪東岸，日本統治時期自巒大山遷至此地，是一個布農族為主的聚落。昔日豐丘地區主要的種植作物

為稻米跟香蕉，交易到近鄰近的水里鄉，再透過鐵公路輸送到外地。大約在１９８０年代左右，一名住在豐丘地區的邱姓農戶，引入巨

峰葡萄進行栽種，由於陳有蘭溪河谷沿岸的氣候溫差大通風佳又能避強風，因此邱姓農戶栽種成功後，便吸引其他農戶的目光，開始嘗

試葡萄的栽種，並在南投縣信義鄉農會的支持下，先後成立利峰葡萄研究班及產銷班。

１２：００　南投信義鄉享用，梅子大餐（５０００元／桌）～

來到南投信義鄉，當然要來品嘗看看在地的梅子大餐啦，過年吃梅子，讓您梅看眼笑，新年旺旺旺～<

１５：３０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位在苗栗縣頭份市，由立康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２０１４年正式成立。主要為推廣大眾對中草藥的用藥知識

了解和建立養生保健的觀念，透過觀光服務的模式，讓遊客獲得正確的資訊。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主要將中醫五行、十二經絡、二十

四節氣調理概念與中藥辨識鑑賞及生活應用綜合於此，讓參觀者完整了解中醫藥的養生保健知識。

－－：－－　手作－超萌動物造型．防蚊香香包

哇～～沒想到中藥材，也可以讓您發揮創意，做出特別又卡哇伊又可防蚊的香香包唷～快來跟著我們專業的導覽人員一起做吧～

https://travel3.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TWNTOM03


景點景點 草坪頭  立康中藥健康館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 梅子大餐（５０００元／桌）   晚餐／ 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溫暖的家 或同級

－－：－－　中醫生教您養生，中藥講座

不同於一般觀光工廠，在這裡，會有專業的中醫師，教您如何養生，如果對症抓藥，聽完講座後，也可以跟中醫師一對一諮詢，看看自

已喜歡的商品。 
※約停留７０～９０分鐘

１７：００　結束三天兩夜，準備回程囉

１９：００　返回出發地


行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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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每車需滿３０人以上即可成行。(將於出發日前二天給予行前說明資料)
☆若小孩２歲以下均為【嬰兒價】，不佔車位，僅含保險及作業費用。

☆若因實際出發後孩童身高超出上述限制規定，將於現場補足實際產生之費用。

☆遊覽車為密閉空間，請勿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上車，以免影響遊客安全，謝謝合作。 
☆請於規定時間內準時集合，報名時登記的手機請開機，以免領隊聯絡不到客人，無法上車。行程中如旅客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集合不到，本公司不予退費。

☆為維護其它旅客之權利，請參團貴賓，勿攜帶寵物。

☆本行程所載明之車行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遇假日遊客眾多，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

☆敬請自備防寒衣物及雨具，個人慣用隨身藥品：如暈車藥、感冒藥、防蚊蟲液等。

☆行程出發前二日另行傳真或電話通知相關注意事項。

☆此報名表經本公司客服人員於確認欄內簽名始可生效並視同雙方簽署觀光局定型化國內旅遊契約書，歡迎先向客服人員索取契約書內容,正本於出發當日簽定。
☆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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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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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安全與運動保護

１˙下坡時，重力加速度下，對於膝蓋的壓力會很大，腳步一定要放慢。
２˙行走速度請放平緩，快的話很容易滑倒或是扭到腳；並請調整好呼吸，這樣健行自然比較順暢。
３˙聽從領隊及服務人員之輔導，未得領隊允許請勿私自行動，請勿超越領隊。
４˙患有心臟病、高血壓、高山症或身體健康不佳者，請斟酌行程參加。
５˙建議背包內裝:
飲水：個人飲水，短程以500-1000cc就夠了。
餐點：簡單的小點心，可以填一下肚子。

毛巾：擦擦汗，有時也可以拿來防曬。

雨具：可用簡便的雨衣，買透氣+質輕的雨衣就可以了。
保暖衣物：防風或是稍微厚一點的外套，有帽子的較佳。

乾淨的衣物：除保暖衣物外，一定要多帶一件替換的衣服，因為淋雨或是運動流汗，衣服濕了，最好能夠馬上替換，避免失溫，這一點在高山上特別重要，在一般溫

度變化大的季節也很重要。

照明+電池：手電筒或是頭燈。　
防曬用品：帽子之類的防曬用品，摺疊洋傘的效果最佳。

數位相機：紀錄旅程這是一定要的啦!!
６˙我們只是訪客，請勿干擾動植物生態，也不帶走任何的動植物，即便是落葉，在生態鏈中也有一定的地位，讓我們做個友善的大自然訪客。


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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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iontravel.com/webpd/form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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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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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費小費

旅行業為服務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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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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