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期:10月 17日(週一) 

現金優惠價:15,600元整 刷卡+2%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 5000 元/每人                         報名截止日: 9/19

費用包含： 

■飯    店：琉夏萊旅店或同等、金聯世紀飯店、綠島凱薪飯店或同等、台東桂田喜來登。兩人一室。 

因離島飯店會依實際人數確認住宿，如房型差異則當天抽籤決定。敬請見諒!! 

■遊 覽 車：本島遊覽車 (三年用車)、司機導遊小費、停車費、離島兩人一部機車。 

■餐  食：全程餐標約 300~600元/人、桂田自助晚餐。 

■門    票：行程中包含景點門票。 

■保    險：500萬履約責任險、20萬醫療險。  

離島注意事項: 

1.離島住宿無法與台灣本島飯店等級相同，如對住宿要求，敬請見諒!! 

2.因離島飯店會依實際人數確認住宿，如房型差異則當天抽籤決定。敬請見諒!! 

3.此行程需會騎乘機車，領取機車時煩請出示普通重型機車駕照。(兩人一部機車) 

4.綠島船班會因天氣因素而有所變動，如無法前往則現場討論調整行程。 

5.因離島資源較有限，部份民宿旅館房內並無提供冰箱、電視等設備或限制熱水使用時間，詳情請參照 

  旅館民宿現場規定，敬請見諒。 

6.表中所列各景點順序安排，出發後將依實際交通狀況調整；保留變更、修改行程之權利。 

行程安排  

第一天   台中高鐵集合搭車高雄高鐵集合搭車東港碼頭小琉球   

集合於台中高鐵，準時集合出發後開始五天四夜精彩的旅

程。 

午餐後抵達東港碼頭～憑身分證件領取船票，搭船前往小

琉球。準備前往美麗的海上公園～小琉球。 

【小琉球】抵達小琉球後行李由行李車戴至民宿，貴賓牽

好摩托車後開始小琉球的旅程。 

 台灣自來水(股)公司企業工會 111 年度模範勞工國內參訪行程 

           【悠遊台東、綠島、小琉球】精選之旅五日 

 



【美人洞】美人洞係琉球嶼風景區之一，為鄉公所於民國六十四年以公共造產方式闢建而成。該洞位於

琉球嶼西北角，距鄉公所約一公里，在杉福村東北側外緣，北山面海，奇石陳列，花草叢生，洞外碧波

萬頃，茫無際涯。 

【山豬溝】山豬溝位於杉板澳口左上端，與烏鬼洞銜接相通，溝為斷崖所形成，怪石嵯峨，起伏交錯，

形勢頗為峻險。崖深數丈，曲徑通幽，迂迴四百公尺，谷內遍佈荊棘苔藤，花草叢生，保持原始風味。 

【烏鬼洞】琉球島上珊瑚多屬石灰岩，因此洞穴地形遍佈，最著名者為地處琉球嶼西南方，天福村海岸

的烏鬼洞。 

【夜間探索導覽活動】。如遇天氣狀況不佳，則取消。 (實際是否進行，依民宿公佈為主。)潮間帶生態解說。

(12 月-3 月為休養期，潮間帶需配合潮汐，由專人帶往潮間帶，如遇晚上需自行攜帶手電筒，天氣不佳

或浪太大則取消，實際是否進行，依民宿公佈為主。) 

註：參加潮間帶的旅客請記得要穿短褲或寬鬆長褲並且帶可下水的涼鞋或拖鞋喔。 

◇為了愛護地球，響應環保，民宿不主動提供拋棄式個人盥洗用品(牙刷牙膏、浴帽、刮刀、梳子)，如有忘記,可以到櫃檯領

取。其他如 洗髮精、沐浴乳、浴巾、毛巾，房間仍有提供使用。(實際依各民宿提供的為主) 

餐食：早精緻早餐   午東港海鮮風味 500 元 /人   晚BBQ 烤肉餐 400 元 /人  

宿：琉夏萊旅店或同等級  

第二天  小琉球台九線南迴公路 (車經 )台東 ~知本 ~入住知本金聯世紀飯店  

【小琉球日出】晨間當太陽微微浮上水面，貼著海面緩緩上升~陽光灑落整個海洋變城整片金色海面~非

常震撼。 

【浮潛體驗】用完早餐後前往體驗浮潛(自費項目請提前跟導遊報名)，來小琉球不可錯過的就是水肺潛

水了!即使您不會游泳也沒關係，專業教練上完約 30 分鐘的課程後將與您一起下水，好好體驗小琉球海

底之美。這裡不只有藍藍的海水和五顏六色的珊瑚礁，還有機會與海龜共遊的機會~!! 

返回民宿清洗整理後，整理好您的行李，再把小琉球好好玩一遍!! 

午餐後返回東港前往台東。 

【花瓶岩】海中的珊瑚礁岩因地殼隆起抬升，加上長期海水侵蝕，形成頭大身小的特殊造型，岩頂長滿

了植物，看起來如同插著花草的花瓶，因此得名。 

【白燈塔】白燈塔小琉球南側，為白色混擬土的圓型建築，屬於國際性燈塔，另有「白燈樓」之稱，興

建於民國十八年元月，基座至塔頂約為十公尺，水平面至塔頂則約有八十八公尺，並設有日夜閃光裝置，

是引導船隻航海的重要燈塔。 

【台九線南迴公路(車經)】台灣最長省道，歷時多年的拓寬高架改建工程，終於在 2019 年底東西岸全線

通車，沿途擁有全台灣最純淨自然的絕美景色，許多旅客甚至慕名駕車前往，整段南迴公路宛如美的化

身，更因此被稱為《全台最美公路》。 

餐食：早旅店內   午小琉球風味 300 元 /人   晚飯店內合菜 600 元 /人  

宿：知本  金聯世紀飯店  

第三天  台東富岡碼頭綠島  

▲取船票流程：富岡碼頭櫃台報到，憑身分證件即可取票搭船(請

提前30分鐘報到)，船票屬於自由座位並非劃位，如有要選擇座位，

請您提早領票提早排隊上船。 

抵達綠島~#下船出碼頭後，工作人員會舉【入住飯店】的舉牌作

為接應，帶您牽機車、行李上行李車，並報路回到飯店！ 

【半潛艇】半潛艇的設計，就是為了讓遊客可以透過深入水下的玻

璃船倉，欣賞海面下豐富的珊瑚礁以及熱帶魚類生態。下船艙有冷

氣設備，在炎熱的綠島海域能涼爽舒適的欣賞美麗的海底景觀，喜

歡大自然的你也能在上艙的甲板吹彿海風遙望著綠島的岸邊景色，



享受一覽無遺的無限海景。 

【朝日溫泉泡湯】綠島朝日溫泉是非常罕見的海底溫泉，全世界僅出現在綠島、義大利北方與日本九州，

是世界級的地質景觀，來朝日溫泉泡湯，夜晚可仰望星空，觀海聽濤，晨間可迎接曙光，愜意享受富有

島嶼風情的溫泉之旅。 

【綠島秘密行程~燈塔星砂灘、牛頭山樓門岩探險或瀉湖潮間帶生態之旅】 

餐食：早飯店內   午綠島風味 300 元 /人   晚綠島風味 400 元 /人  

宿：綠島  凱薪飯店或同等級  

◇為了愛護地球，響應環保，民宿不主動提供拋棄式個人盥洗用品(牙刷牙膏、浴帽、刮刀、梳子)。其他如 洗髮精、沐浴乳、

浴巾、毛巾，房間仍有提供使用。(實際依各民宿提供的為主) 

若綠島因天候因素而產生滯留，保險補助費用實支實付，每人最多新台幣 1000 元/天。 

第四天  綠島富岡碼頭台東   

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自由出發時間~ 

騎乘機車環島采風，探索綠島的牛頭山草原風光、綠島燈塔

美麗貝殼沙灘、朝日溫泉大草原、哈巴狗與睡美人、柚子湖。

結束綠島行程後前往碼頭返回台東富岡碼頭。 

【富岡地質公園(小野柳)】富岡地質公園 (小野柳) 位於富岡

漁港北方的海域，是東部海岸最南端的風景據點，因地形和

岩石在種類上，與北關的野柳外貌相似，因此被稱為「小野

柳」。園區內設有遊客中心、賣店、露營區與海邊步道等，來

到這裡除了欣賞不同類型的奇岩怪石、觀海聽浪、賞魚戲水

之外，天氣晴朗時更能眺望約 33 公里外的綠島，在此露營體驗在夜色下聽著海聲入睡的新奇感受。 

【漫步鐵花村】自由前往。 

餐食：早飯店內   午綠島風味 300 元 /人   晚飯店內自助餐  

宿：台東  桂田喜來登  

第五天  台東台東大學圖書館櫻木花道平交道海天一線高雄高鐵站台中高鐵

站  

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 

【台東大學圖書館】這座三角形外型的綠建築，其實是台東大學收藏豐富知識的圖書館。因獨特三角

的綠色山丘造型，除了校內學生駐足漫遊，更是吸引許多遊客特地前來，從不同角度欣賞時，更像是一

座古埃及金字塔的化身，也因為美麗的外型，更被網美們稱為《台版金字塔》。 

【櫻木花道平交道】櫻木花道平交道：位於太麻里車站附近步行約 5 分鐘路程，因跟日本動漫灌籃

高手片頭曲場景湘南地區的鎌倉相似，故被稱為台版的《櫻木花道平交道》或《灌籃高手平交道》，站

在平交道前可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吸引許多旅客紛紛前來探訪。 

因各位旅客分散於台灣各地，考量最後一天為週五容易塞車，因此最後一餐晚餐自理及餐費平均分攤於

島內用餐，敬請見諒。 

餐食：早飯店內   午台東風味 500 元 /人   晚自理  

宿：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2022 年 10 月 31~11 月 4 日(星期一~五) 

旺萊山-愛情大草原園區裡面的裝置藝術都以

「愛情」與「阿里山」為創作主題，一眼望去綠油

油的草原，半層樓高的純白色大禮盒還有一顆火熱

的愛心，紅、白色的藝術品在綠色草地上格外引人

注目，也讓情人們再次回味甜蜜的時光。 

天長地久橋天長和地久兩座吊橋建於日治時期

昭和十二年（1937 年），落成時以紀念天長節（日

本天皇生日）和地久節（皇太妃生日）而命名。雖

然過往的遊客眾多，但知曉典故的卻不多，倒是與

「天長地久」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傳說形成佳話。 

奮起湖(午餐-便當) 海拔 1,405 公尺，因形似糞

箕，因此被稱為「糞箕湖」，「湖」為閩南語中低窪

地之意，而並非真的有一座湖泊，後來因其名不雅

而改以諧音稱為「奮起湖」。奮起湖為阿里山鐵道的

中繼站，也是台灣最高的老街，周圍旅遊包含螢火

蟲、鐵道便當、木屐和奮起湖神木等等，依山而建

的房屋更為奮起湖增添古樸的氣氛，讓來到阿里山

奮起湖旅遊的民眾感受台灣古早的氛圍，因而有南

台灣「九份」的美名。 

福山古道(建議攜帶登山杖)在昔日是樂野、來吉、十

字村等部落原住民前往達邦的要道，途經二條溪，

目前米洋至福山一段，路況良好。目前步道全程約

5 公里，入口在樂野的福山部落，可從阿里山公路

68 公里附近上山方向右轉進入，出口在達邦公路

24.4 公里處（米洋小吃）。福山古道的前段又稱達

那巴娃那古道，步道大致與柏油路平行，視野寬廣，

可遠眺曾文溪谷、特富野聚落。後段是生態觀察的

精華區，全程蜿蜒於海拔 1000-1400 公尺的密林與

溪谷，景觀原始豐富，不僅植物林相豐美，鳥聲蟲

鳴更是不絕於耳。中低海拔的鳥類，如五色鳥、藪

第一天 9:00 嘉義高鐵站，準時出發→9:30 嘉義火車站→10:10~10:50
旺萊山愛情大草原(品嚐鳳梨酥)→11:00~11:30 天長地久橋→

12:30~15:30 享用奮起湖便當餐盒~漫遊奮起湖老街→

16:00~18:30 福山古道→入住梅園樓觀景飯店 19:00 享用晚餐 



鳥、山紅頭、冠羽畫眉、白耳畫眉，經常探出頭來探望，鳥況極佳。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阿里山為中外著名的休閒遊憩

景點面積 1397.83 公頃是由 18 座大山組成，屬玉山

山脈支脈，距嘉義市東方約 75 公里，可由台 18 線(嘉

義-阿里山)或台 21 線(水里-阿里山)公路抵達，沿途氣

溫呈垂直分佈，具備熱、暖、溫三帶氣候，山上風光

明媚，氣候宜人是國際級的旅遊勝地。阿里山的日出、

雲海、晚霞、森林鐵路、巨木合稱阿里山五奇；阿里

山新八景：塔山奇岩、28 號巨木、小笠原山、水山巨

木、香林拱橋、慈雲觀景、神怡流瀑、阿里山神木遺跡等，皆已聞名遐邇，每年三、四

月的阿里山花季更是遊人如織。 

姊妹潭充滿神話色彩，傳說一對鄒族姊妹因同時愛上了一名男子，兩姊妹不願割捨情

愛卻又不願傷害手足情深，於是分別投於兩潭殉情，兩潭相距僅數十公尺，鄒族族人為

感念兩姊妹，因此稱為姊妹潭。 

水山巨木步道全長大約 1.6 公里，步道利用日治時期阿里山森林鐵路水山支線修建而

成，入口在沼平車站附近，沿途兩側林木茂密，沿著鋪滿木屑的鐵軌前進，大約 30 分鐘

可到達水山車站簡易月台，然後經過檜木桁架仿古鐵路橋後不久即可看到壯觀的「水山

巨木」就矗立在眼前。生意盎然的水山巨木樹齡大約 2700 年，樹圍 16 公尺，可說是目

前園區內最大的巨木，也被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列為新八景之一。 

祝山線 【配合祝山車站改建工程，自 109 年 10 月 14 日起改停靠對高岳車站，欲前往

祝山觀日平台需步行約 20 分鐘。】 

開車時間：每日下午 4 時 30 分，於阿里山車站 2F 處、遊樂區大門口及旅客中心進行公告。 

第二天 飯店享用早餐→9:00退房→10:00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建議攜帶登山杖)~
漫遊姊妹潭.水山巨木步道→享用午餐→阿里山神木群.受鎮宮→享

用晚餐→入住阿里山賓館 

第三天 自由參加前往阿里山日出(自費來回車資 240/位)→享用早餐→9:00 退房 
→9:20~9:50 觀景台→10:10~11:10 鹿林神木→11:30~14:00 塔 
塔加遊客中心~享用午餐→16:30 東埔吊橋→17:30 入住沙里仙渡 
假村…享用晚餐 



清晨山上溫度偏低，請備齊保暖衣物。若半夜三點能清楚看見星星，大多即為可看見

日出的天氣。 

阿里山日出早在日治時期，祝山即是觀日出的重要

景點，惟當時僅能利用步道登上祝山或對高岳。1971

年起，林務局開闢祝山林道取代原先的羊腸小徑，但因

人車爭道、廢氣污染等衝擊，於 1984年5月另築鐵路，

並管制車輛進出。由於祝山線鐵路僅在清晨行駛，日出

後又匆忙下山，是台灣最高的火車站，亦是全國最早上

下班的車站！ 

鹿林神木在公路旁的山崖下方，距離路面約有 40

公尺，通常經過的人只會看見神木頂端茂盛的綠葉，因

此，直到近幾年才被發現，它是屬於珍貴的台灣紅檜樹

種，胸圍有 22.5 公尺，據推測樹齡約有 2700 年，是

目前台灣排名第二的大神木。 

塔塔加遊客中心海拔高度 2,610 公尺，是省道臺

18 線與臺 21 線的交會處，中心提供塔塔加遊憩區戶外

解說導覽服務，中心室內 1 樓設有視聽室、服務台、主

題特展；2 樓設有認識本園區玉山中高海拔生態、地形

地質、布農族及鄒族文化、玉山沿革等豐富展示、委外

經營餐廳等服務；另塔塔加遊憩區亦為環境保護署認證

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提供環教服務及環境教育課程。 

東埔吊橋橋身選用融入山林的草綠色，弧形設計使

上下坡有八公尺的高低差，橋面採獨特的鏤空架構設計，

走在上面可以遠眺玉山山脈，以及壯闊的山川美景，或

挑戰低頭看腳下風景，感受漫步雲端、騰雲駕霧的感

覺！ 

彩虹瀑布(建議攜帶登山杖)位於東埔溫泉區東北方山谷間，是東

埔溫泉的源頭，步行大約三十~四十分鐘就可到達。它的支流溯

源於郡大山，地質為十八重溪變質的砂岩，由於山高水急，因此

危險地帶加設了仿木的水泥欄杆。前往彩虹瀑布的途中，沿途可

以看見彷彿在爭艷奪目的櫻花、桃花，蜿蜒小徑之後會經過彩虹

吊橋、情人谷，銜接登瀑便道，行經前段時沿途可聞到撲鼻的草

香味，行經後段時沿途皆是叢木蔽天，處處有美景，置身在大自

然的芬多精中，充分放鬆身心。 

第四天 享用渡假村早餐→9:00 退房→9:10~11:10 途經情人谷、彩虹瀑布 
→12:00 享用午餐→13:40~13:30 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 
→14:20~16:30 車埕火車站(車埕老街&車埕木業展示館)散策→ 
17:20 入住馥麗溫泉大飯店+享用晚餐(一泊二食) 



梅子夢工廠園區早期是南投信義鄉農會的食品加

工廠，在政府開放民間釀酒之後而轉型為梅子酒莊，為

台灣第一家取得製酒執照的農會酒莊。開發一系列品酒，

以山居故事為主軸，堅持台灣在地的自然美麗，結合在

地人文風情來命名各項酒品【如忘記回家、梅子跳舞、

山豬迷路、小米唱歌及長老說話…】，期盼在美酒分享

的氛圍裡。隨著電影海角七號的竄紅，「馬拉桑」也成

為家喻戶曉的的名字，而「馬拉桑」是阿美族語「喝醉

了」的意思。電影裡的小米酒，其實就是由梅子夢工廠

裡所生產「小米唱歌」的化身，是布農族人節慶時所喝小米酒。 

 

 

 

 

 

 

 

車埕火車站位於南投縣水里鄉明潭壩頂下方，在日據時期曾經因興建大觀發電廠以及

木材業而興盛一時，曾為振昌興業的木業加工廠，為延續振昌興業的營業精神及理念；

結合木業及光觀，打造購物及體驗活動的商圈。內部設立了四個主要廣場，位於一樓的

車站廣場及中央廣場分別為美食及手創 DIY 商品的主要分布區域；車站廣場位於車埕火

車站旁，遊客一下火車即可看見林班道商圈，從車站廣場進入則可達中央廣場，主要為

體驗及 DIY 商品區。位於二樓的天車廣場以及觀景天橋除設有紀念品販賣區以及便利商

店外；另設立室內展演活動空間作為藝文活動演出場地。 

活盆地動一動來跳騎馬舞，體驗真的會跳動的泥土：

活盆地就是早期的日潭，此特殊的草泥碳土壤經由千萬年

以上的堆積形成，稱世界級活盆地。 

水上草原特殊草泥炭土含有豐富的微量元素，使得草

泥炭土的水草吸收豐富的有機質，因此在水草上面奔跑，

宛如是一個會晃動的大水床，搖搖晃晃。 

Hugosum 和菓森林~親自體驗揉茶的樂趣，做出獨具個人風味的紅茶，並將

自己做的紅茶帶回家活動流程: 紅茶歷史導覽→紅茶製程導覽→親手揉製紅茶→手泡茶→包裝成品 

1. 日月潭紅茶導覽-聽導覽人員講述關於百年紅茶的傳承歷史，及曾經飄香千里的茶

第五天 享用飯店早餐→9:00 退房→9:20~11:20 會跳舞的泥土(日月潭活 
盆地體驗區+草本手工香皂 DIY)→12:30~13:30 享用四季蒸宴(蒸 
籠宴)午餐→13:50~16:00Hugosum 和菓森林~製茶大師體驗→ 
17:00 返回台中高鐵站…提供晚餐餐盒 



廠故事。日人前輩種茶，後人努力傳承。 

2. 揉茶體驗活動-讓您親自製作一份有著歷史技藝的傳承以及年輕活力挹注的手工紅

茶，透過每一次用心的揉捻、解塊，讓茶葉有了自己的溫度、自己的性調。隨後將茶

葉放到乾燥盤上，送進乾燥箱。 

3. 品茶趣-在揮灑體力後，不得閒的換成了嘴。我們準備了精緻的紅茶與點心邀您品嚐，

讓您放鬆、放空心靈，享受當下。 

4. 親手包裝手作紅茶-休息片刻後就能打包裝罐剛剛努力的成果，把手作茶與這份「心

的旅程」一起收拾帶回家！ 

5. 完成親手製作紅茶 1 罐。爾後，返回台中高鐵火車站，珍重再見!!!! 

團費現金優待價：每位 19,900 元  
※因山區住宿條件有限，需依照各家飯店提供住宿房型為主，如對房型有要求，則當天抽籤決定。

敬請見諒!!                               (報名截止日：2022 年 9 月 26 日或報名額滿為主) 

團費包含： 
車資、司機領隊服務費、餐食 5 早、5 午(1 奮起湖便當餐盒+4 合菜)、5 晚(1 餐盒+4 合菜)、4 晚住宿、
行程上所需門票、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
付)】旅客未滿 15 歲或 65 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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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團費不包含：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私人購物費…等、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
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等。 

----------------報-----------名-----------表---------------- 

報名表填妥後，煩請傳真(07)360-0976，報名同時請匯入訂金 5,000/人， 

方可完成報名手續。 

銀行：007 第一銀行-新興分行      戶名：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 
匯款帳號：703-10-150985       完成匯款請來電告知，謝謝您。 

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 業務專員：黃安華 業務經理 0930-969-829 
電話：(07)360-6616 傳真：(07)360-0976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葷 素 備註(同住者姓名) 連絡電話 

       

       



行程備註： 
※本行程報價均以「2 人 1 室」為報價基礎，如您是單一或單數客人報名，提供您如下建議於出發前參

考：☆ 若為享有較隱私之住宿及更好的旅遊品質，而欲單人入住一間房，需補貼單人房差之價差。 

※需素食者請協助事先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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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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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遊覽車上屬密閉式空間，為了您與其他旅客的健康，若有感冒咳嗽等症狀之旅客請記得戴上口罩喔！ 

※報名訂單需經客服人員確認回覆後始可生效，並視同雙方同意簽署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敬請詳閱

該契約書內容。 

※旅客同意，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後，如要取消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需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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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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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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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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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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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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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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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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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外出旅遊請隨時補充水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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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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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旅行社人員及領隊(導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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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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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如需自行活動，請告知領隊(導遊)及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1.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2.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 

13.遵守領隊(導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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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5.為了您與其他旅客的健康，由於遊覽車上屬密閉式空間，依疾管署及交通部規定旅客應戴上口罩，

如經勸導仍未配合，本公司將拒絕旅客繼續搭乘遊覽車，並依法終止與貴旅客間之旅遊契約。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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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專線 

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 業務專員：黃安華 業務經理 
0930-969-829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 3 號 
電話：(07)360-6616 傳真：(07)360-0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