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號

週二抵達桂林
Arrive on Tue.

成人
Adult

小童 (不佔床)
Child (w/o bed)

小童 (佔床)
Child(w/bed))

CGL5L

Mar - Dec, 2017

$199

$99

$199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1

桂林 Guilin

2017 抵達日期 Arrival Date
N/A
7月 Jul.
N/A
8月 Aug.
14、28
9月 Sep.
4 、18
10月 Oct.
9 、23
11月 Nov.
13 、27
12月 Dec.

11
15
12
17
14
12

2

龍脊梯田 -平安莊寨
Longji Terrace – Peace Village

【龍脊梯田】是一個規模巨集大的梯田群，如鏈似帶，從山腳盤繞到山頂，
線條行雲流水，瀟灑柔暢，規模磅礴壯觀，氣勢恢弘，有「梯田世界之冠」
的美譽。【平安壯寨】 是龍脊景區最有名的寨子，寨中居民全是壯族，以開
墾梯田種水稻為生。 村中的建築全為依山而建的吊腳木樓，大多數房子都有
上百年的歷史了，所以被稱為古壯寨。
酒店：民豐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午/晚餐)
All day designated tours, which include the visits to Longji Terrace and peace
village.
Hotel: Guilin Minfeng International Hotel or similar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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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朔 - 銀子岩 - 灕江風景區- 西街
Yangshuo – Silver Cave – Cruise on Lijiang River –
The Ancient West Street

【銀子岩】屬層樓式溶洞，以音樂石屏，廣寒深宮，雪山飛瀑「三絕」和佛
祖論經，獨柱擎天，混元珍珠傘「三寶」等景點為代表。【灕江】乘船遊覽
規模最大、風景最美的岩溶山水的灕江風景區（國家 5A 級）(鑽石水道），
可觀奇峰倒影、碧水青山、牧童悠歌、古樸的田園人家等。【陽朔西街】 具
有 2000 多年曆史的城鎮，大理石路面，房屋建築古色古香，地方特色濃厚。
酒店：碧玉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午/晚餐)

指定自費+服務費

$150

$250

超值精彩指定專案（必須參加， $ 200/人）(大小
同價,請在報團費時一起付費)
龍勝梯田 +平安莊寨+銀子岩+劉三姐景觀園

、25
、29
、26
、31
、28
、26

抵達後，乘專車送往酒店休息。Upon arrival, transfer to the hotel.
酒店：民豐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Hotel: Guilin Minfeng International Hotel or similar

單人差價

Single Supple. Designated tour + Tips

推薦自費 USD 90/人（自願參加 ）：
印象劉三姐 +夢幻灕江+魚鷹抓魚+車游四湖夜景
小費： US$50/人

Today, we will visit the famous landmarks, such as Silver cave and also take a
cruise on Lijiang River. Last stop of the day, we shop at the ancient west street.
Hotel: Jasper International Hotel or similar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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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 - 象鼻山 - 劉三姐景觀園 - 榕杉湖風景區
（榕杉湖，日月雙塔，古南門，九曲橋）
Guilin – Elephant Hill - Liu sanjie landscape Park Mu Long Lake scenic Area

【 象鼻山 】 遠看似一頭大象駐足灕江邊低頭飲水；山體前部的水月洞，彎
如月穿透山體，清碧的江水從洞中穿鼻而過，洞影倒映江面，構成「水底有
明月，水上明月浮」的奇觀【劉三姐景觀園】親睹劉三姐電影中的主要演
員，還可親身體驗廣西壯、侗、苗、瑤的民俗風情生活情趣。【榕杉湖景
區】 位於桂林中心城的核心地段，在環城水系中最能體現「城在景中，景在
城中」的山水格局。 景區也是江水貫穿其中，花草樹木，亭臺樓閣，散落有
致，其中穿插著傳說，歷史，古跡，如「古南門」，千年古榕樹和「九曲
橋」等。
酒店：碧玉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午/晚餐)
This morning, we proceed to the famous Elephant Hill for the beautiful views.
Afterward, we visit Liu Sanjie Landscape Park and Mu Long lake scenic area.
Hotel: Jasper International Hotel or similar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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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 - 原居地 Guilin - Home City

早餐後送往機場乘班機返回原居地或另加費用往東南亞各地。
After breakfast, take a flight to home city or other place for extension.

備註：
◆費用不包含: 國際機票及稅項/自費+服務費：一切純屬私人性質的消費/行程上所有沒列明的專案/因私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
爭，災難或其他不可抗拒引起的額外費用
◆行程內容可能因季節/ 交通/ 航班/ 政治或其他因素而有所差異，旅遊公司保留調整及變動行程順序的權利！
◆ 有關定位規則及其他相關條款，無法詳述。請訂位前務必詳閱網站或來電諮詢。
◆ 遊客須全程跟團，若中途脫團，不退任何團費及費用。
◆ 本公司保留修改行程的權利，以便讓團體成行或順利完成計畫。
◆ 無床兒童不含酒店早餐，請具體諮詢酒店兒童用餐規定及標準
‧Fare Excludes: International air-fare, Travel Insurance, optional tours, tips, personal consumption
‧Bilingual Tour Guide: Chinese and English
‧Designated Fee & Tour Guide tips need to pay together with Tour Fee.
‧Must follow through the entire tour itinerary, if passenger decided to abandon tour; all collected fees are non-refundable.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alter the order of the itinerary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
‧US$30/person (Minimum 2 pax and up) for additional airport transfer

(早)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