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絲路大漠風情，河西四郡，青海，新疆，精選 11 天  
出團日期：2017 年 07 月 20-30 日                 圖片摘自網路                                       

 

       黃河母親像          青海湖           塔爾寺           嘉峪關           月牙泉 

 

         莫高窟            莫高窟            鳴沙山           火焰山         天山天池 

第 1 天   金門／廈門／西安【鐘鼓樓廣場、回民街】  MF8259 1255/1720 

今日集合於（水頭碼頭）搭乘豪華客輪，前往廈門（五通碼頭）後續前往高岐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

往西安。【絲綢之路】簡稱絲路，是指西漢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

都洛陽為起點，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

郡、新疆，再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

影響最大，故得此名。 

【西安】與雅典、羅馬、開羅並稱為世界四大古都，從西元前１１世紀到西元１０世紀左右，先後有１

３個朝代或政權在西安建都或建立政權，歷時１１００餘年，其中西周、秦、西漢、唐，是西安歷史上

的鼎盛時期。 

【鐘鼓樓廣場】位於西安市中心鐘樓、鼓樓之間，廣場花團錦簇、碧草如茵，周邊商鋪林立，彙集有＂

同盛祥＂牛羊肉泡饃館、＂德發長＂餃子館等久負盛名的地方名牌老店，是遊客休閒遊覽的重要場所。 

【回民街】位於鼓樓北側，全長１１００米，街區內為仿古明清建築風格，步入其中，地鑲青石、鋪懸

金匾、老街繁錦、美味飄香，是西安獨具古城風貌與現代文明的歷史文化旅遊街區。 

註：餐食內容及住宿安排、行程上下順序，會依航班時間而有所略動，屆時將以出團手冊為準。 

【食】早餐：Ｘ                午餐：飛機上          晚餐：德發長餃子宴ＲＭＢ５０ 

【住】准五星 印力諾富特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西安【法門寺（含電瓶車、合十舍利塔、珍寶館、地宮】/天水 340KM.約 5.5H 

【法門寺】法門寺位於寶雞市扶風縣法門鎮，初建於東漢（公元  25 - 220）末年，原名阿育

王寺，唐初改名法門寺。法門寺的十三層樓閣式「真身寶塔」雖經歷代重建和修葺，但  1981 

年仍抵受不住大雨而半邊倒榻，當局後來決定拆卸重建，1987 年工程期間意外發現寶塔的

地宮，內藏大量珍貴文物，當中最珍貴的當數一枚真身佛舍利和保護它的三枚「影骨」舍

利，此外亦出土大量金器、銀器、琉璃器、瓷器等，地宮亦按唐朝的狀況復原開放供參觀，

很多出土珍品現都被放在法門寺地宮和法門寺珍寶館（亦叫法門寺博物館）內供遊人欣賞。 



【合十舍利塔】由臺灣著名建築設計大師李祖原策劃設計，呈雙手合十狀，塔高一百四十八米，中間有安

放佛指舍利的寶塔型建築，舍利塔前面有一條長達一千五百米的“佛光大道”，兩旁用花崗石雕刻巨大的

佛像。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ＲＭＢ５０         晚餐：中式合菜ＲＭＢ５０ 

【住】皇城國際酒店或同級 4 星 

 

第 3 天 天水【麥積山石窟（含電瓶車）、伏羲廟】－（約４Ｈ）蘭州【水車園、黃河鐵橋、

黃河母親像】  
【麥積山石窟】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位於天水市東南約３５公里，開鑿於後秦，歷經北魏、西魏、北

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歷代都不斷地開鑿和修繕，現存造像中以北朝造像原作居多，在如

此陡峻的懸崖上開鑿成百上千的洞窟和佛像，在我國的石窟中是罕見的 

【伏羲廟】伏羲廟位於中國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伏羲路，1963 年被列為甘肅省文物保護單位伏羲廟始

建於元至正七年（1347 年），經明弘治、嘉靖年間大規模擴建形成現有格局，清嘉慶、光緒年間曾大修。

伏羲廟坐北朝南，總占地 13000 平方米。在中軸線上由南至北有戲樓（隔伏羲路）、牌樓、大門、儀門、

先天殿、太極殿、後花園等建築，其中先天殿和太極殿為主體建築。先天殿面闊七間，進深五間，重檐

歇山頂，殿內有伏羲彩塑。太極殿為伏羲寢宮，單檐歇山頂。 

【水車園】位於市濱河路西段，東鄰中山橋，西鄰“黃河母親”雕塑，北望白塔山公園，南近白雲觀 是

濱河路旅遊線上的重要一景。水車是蘭州市古代黃河沿岸最古老的提灌工具，現存無幾。水車園是蘭州

市旅遊局為再現這一古老的灌溉工具，專門設計仿建的遊覽參觀公園 

【黃河鐵橋】舊名鎮遠橋，位於蘭州城北的白塔山下，素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稱，建於西元１９０

７年，後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改名為“中山橋”，是蘭州市內標誌性建築之一。 

【黃河母親像】位於蘭州市黃河南岸的濱河路中段，由“母親”和一“男嬰”組成構圖，分別象徵了哺

育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屈不撓的黃河母親，和快樂幸福、茁壯成長的華夏子孫。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ＲＭＢ５０        晚餐：拉麵風味ＲＭＢ５０ 

【住】酒鋼大廈 或同級 5 星 

 

第 4 天   蘭州/西寧   【塔爾寺、青海湖+電瓶車+遊船】約 221.4KM.約 3.5H 

【青海湖】：青海湖，藏語名為“措溫布”（意為“青色的海”）。位於青藏高原東北部、青海省境內，中

國最大的內陸湖、鹹水湖。由祁連山脈的大通山、日月山與青海南山之間的斷層陷落形成 

【塔爾寺】塔爾寺又名塔兒寺，創建於明洪武十年（1377 年）。得名於大金瓦寺內為紀念黃教創始人

宗喀巴而建的大銀塔，藏語稱為“袞本賢巴林”，意思是“十萬獅子吼佛像的彌勒寺”，位於青海省西

寧市西南 25 公里處的湟中縣城魯沙爾鎮，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1] 塔爾寺是中國西北地方藏傳佛教的

活動中心，在中國及東南亞享有盛名，歷代中央政府都十分推崇塔爾寺的宗教地位酥油花、壁畫和堆繡

被譽為“塔爾寺藝術三絕”，另外寺內還珍藏了許多佛教典籍和歷史、文學、哲學、醫藥、立法等方面

的學術專著。每年舉行的佛事活動“四大法會”，更是熱鬧非凡。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ＲＭＢ５０         晚餐：青海風味ＲＭＢ５０ 

【住】興鼎安酒店 或同級準 5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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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西寧/張掖 【大佛寺、丹霞地貌+電瓶車】337.5KM.約 7H 

【七彩丹霞】位於張掖市臨澤縣境內，距張掖市４０公里，在方圓一百平方山地丘陵地帶，有造型奇特，

色彩斑讕，氣勢磅礴的丹霞地貌，這裡的丹霞地貌發育於距今約２００萬年的前侏羅紀至第三紀，被專

家譽為“張掖窗櫺狀宮殿式丹霞地貌中國第一”，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和很高的科考價值。 

【大佛寺】張掖大佛寺位於中國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民主西街大佛寺巷，始建於西夏永安元年（1098

年），原名迦葉如來寺，明永樂九年（1411 年）敕名寶覺寺，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敕改宏仁寺，

因寺內有巨大的臥佛像故名大佛寺，又名睡佛寺，大佛寺占地約 23000 平方米，坐東朝西，現僅存中軸

線上的大佛殿、藏經閣、土塔等建築。大佛殿面闊九間（48.3 米），進深七間（24.5 米），高 20.2 米，

二層，重檐歇山頂。殿內有彩繪泥塑 31 具，為西夏遺物。其中臥佛長 34.5 米，為中國現存最大的室內

臥佛像。臥佛後有十大弟子群像，旁有優婆夷、優婆塞及十八羅漢等塑像。藏經閣面闊 21.3 米，進深

10.5 米，單檐歇山頂。土塔原名彌陀千佛塔，為磚土混築密宗覆缽式塔，主塔高 33.37 米。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ＲＭＢ５０       晚餐：甘州第一排ＲＭＢ５０ 

【住】鼎和酒店或同級 4 星 

 

第 6 天 張掖—酒泉【酒泉公園】－（３０ＫＭ約０．５Ｈ）嘉峪關 【嘉峪關城樓（含電

瓶車）、懸臂長城、長城博物館】 
【酒泉公園】又稱泉湖公園，位於酒泉市東２公里，因史傳霍去病西征匈奴，大獲全勝於此，漢武帝賜

禦酒以賞，霍去病以功在全軍，人多酒少，遂傾酒於泉中，與將士共飲，故有“酒泉”之名，現為一座

集古典園林、天然湖、文化遊憩、趣味娛樂於一體的綜合性公園。 

【嘉峪關城樓】位於嘉峪關市西南７公里，是萬里長城西端終點，其規模宏大，氣勢雄偉，整個建築由

內城、外城、城牆等部分組成“城內有城”，它作為內地與西域、中原與大漠之間紛爭與融合的見證，

悲壯而輝煌。 

【懸臂長城】懸臂長城距離嘉峪關市區約 11 公里，距離嘉峪關關城約 7 公里，因築於約

四十五度的山脊之上，形似淩空倒掛，因而得名“懸臂長城”。  懸臂長城是嘉峪關關

城的北向延伸部分，是嘉峪關古代軍事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始建於明嘉靖十八

年（ 1539 年），原長為 1.5 公里，為就地索取的礫石、黃土夯築而成，現在只存 750

米，經 1987 年修繕，由漫道、垛牆、墩台組成，在首尾各增修一座墩台，共有三座墩

台為了便於遊人攀登， 1987 年重修時還在首墩和山脊城牆上修築了臺階式漫道，沿漫

道而上，雖只有四百多級臺階，但也足以使人心生踟躕，然而只要登上山頂，放眼望

去，關外大漠的荒涼盡收眼底，僅有極少的片片綠洲點綴其中，顯示出這裡還有生命

在與惡劣的自然環境進行頑強的抗爭。。  

【長城博物館】是中國第一座全面、系統地展示長城文化的專題性博物館，館內展有各個歷史時期的出

土文物、古代兵器裝備和長城書畫作品共７０００餘件，是研究長城歷史和長城文化的珍貴資料。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ＲＭＢ５０       晚餐：汽鍋雞風味ＲＭＢ５０ 

【住】廣場假日 或同級準 5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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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嘉峪關－（３８０ＫＭ約６小時）敦煌【鳴沙山、月牙泉（騎駱駝上稜線）、採集

吉祥如意沙、沙洲夜市】  
【敦煌市】敦煌市是甘肅省酒泉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地處甘肅、青海、新疆

三省（區）的交匯處，敦煌位於古代中國通往西域、中亞和歐洲的交通要道——絲綢之路上，曾經擁有

繁榮的商貿活動。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畫”聞名天下，是世界遺產莫高窟和漢長城邊陲玉門關、

陽關的所在地。 

【鳴沙山】鳴沙山是位於甘肅省敦煌市西南的沙漠，東西長 40 公里，南北寬 20 公里，以沙動成響而出

名。 

【月牙泉】月牙泉處於鳴沙山環抱之中，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月牙泉，山色水光相映成趣，風光十分

優美，是一處神奇的漫漫沙漠中的湖水奇觀 

【沙洲夜市】沙洲夜市位於敦煌市區陽關東路，是到敦煌旅遊的人吃飯和購物的地方。這裡燈光燦爛，

遊人很多。有賣水果的、賣工藝品的、吃飯的，分不同的區域。拉麵、漿水面、臊子麵、陷餅等傳統麵

食，還有敦煌羊雜、烤羊排、烤魚、羊肉串等風味小吃。一路溜達過去，都是大同小異的燒烤攤，抱著

隨便一試填報肚子的態度隨意選了一家，烤串+啤酒無疑是最好的搭配，結果味道出乎意料的好，雖然

賣相一般，烤串的味道著實不錯，羊肉現切現串現烤現賣，就連素串都難得的美味 

 註：騎駱駝是一項不錯的活動，但任何一種活動，都有其潛在的危險性，活動期間聽從專業人員解說

及訓練師指導，學習正確騎乘方法及瞭解應注意事項，避免駱駝受驚，小心被傷，並可確保活動者安全，

才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經驗或傷害。建議無患有醫生所禁止本運動之先天或後天疾病與症狀。如：心

臟病、高血壓、懷孕、癲癇、 精神狀態不佳或情緒不穩定…等疾病者較不適宜參加。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ＲＭＢ５０     晚餐：敦煌風味＋雪山駝掌ＲＭＢ５０ 

【住】４★敦煌富國酒店 或同級 4 星 

 

第 8 天   敦煌【莫高窟景區（含區間車、數字展示中心）】－（４３０ＫＭ約５．５小時）

哈密 【回王陵】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的西端，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是我國四大石窟之一，

它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迄今已有１

６４３年的歷史，現保存完好的洞窟４９２個，彩塑２４９９身，壁畫４５０００平方米，是古建築、

雕塑、壁畫三者相結合的藝術宮殿，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 

【哈密市】哈密位於新疆東部，是新疆通往內地的門戶，也是文明遐邇的哈密瓜產地 

【回王陵】又稱哈密王墓，該陵墓位於哈密市西郊回城沙棗井。陵墓建築群占地面積約 1.3 公頃，四

周有圍牆。建築群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膸大拱拜（即回王墳），埋葬著七世回王伯錫爾及其大小福晉，

八世回王默哈莫德及其王妃、王族 40 人。該墓為新疆著名的伊斯蘭建築，下方上圓，通高 17.8 米，建

築面積 1500 平方米，雄偉壯觀素雅莊重。第二部分是南邊的五座亭式木結構小拱拜，東西排列，為歷

代回王陵墓，現完整保存的只有兩座。第三部分為艾提卡大清真寺，該寺東西長 60 米，南北寬 36 米，

占地 2280 平方米，可容納 5000 人做禮拜。大寺頂棚內由 108 根雕花木柱承重，四壁飾花卉圖案及阿拉

伯文古蘭經，是哈密地區最大清真寺。[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5%A6%E7%85%8C%E5%B8%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98%E8%82%83%E7%9C%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98%E8%82%83%E7%9C%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E%BF%E7%BA%A7%E5%B8%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8%A5%BF%E8%B5%B0%E5%BB%8A/97076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D%92%E6%B5%B7/3163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13226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13226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A4%E4%BB%A3%E4%B8%AD%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9F%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A%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C%A7%E6%B4%B2/14555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5%A6%E7%85%8C%E7%9F%B3%E7%AA%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5%A6%E7%85%8C%E5%A3%81%E7%94%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9%95%BF%E5%9F%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9%E9%97%A8%E5%85%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8%B3%E5%8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82%83%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82%83%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6%BC%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3%88%E5%AF%86%E5%B8%82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ＲＭＢ５０       晚餐：大漠風味餐ＲＭＢ５０ 

【住】錦江科技酒店或同級準 4 星 

 

第 9 天   哈密－（約５．５Ｈ）吐魯番【高昌故城+電瓶車、坎兒井、途徑火焰山】  

 【坎兒井】坎兒井是古代新疆人創造的地下水利灌溉工程，早在 2000 年前的漢代就已經出現雛形，以後傳到中亞

和波斯。吐魯番地區共有坎兒井 1100 多道，年徑流量達 2.94 億立方米，它是綠洲的生命之源。是吐魯番地區獨

特的灌溉方式，人們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創造了坎兒井，引地下潛流灌溉農田，坎兒並不因炎熱、狂

風而使水分大量蒸發，因而流量穩定，保證了自流灌溉，與萬裏長城、京杭大運河並稱中國古代三大工

程。。   

【火焰山】位於吐魯番市東北１０公里處，是全國最熱的地方，每當盛夏，山體在烈日照射下，熾熱氣

流滾滾上升，赭紅色的山體看似烈火在燃燒。由於火焰山本身具有獨特的地貌，再加上《西遊記》裡有

孫悟空三借芭蕉扇撲滅火焰山烈火的故事，使得火焰山聞名天下。 

【高昌故城】高昌城始於西元前一世紀，是西漢王朝在車師前國境內的屯田部隊所建。故城遺址坐落

在吐魯番市東面約四十公里的哈拉和卓鄉所在地附近，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頭溝溝口（勝金口）約 6.5

公里，東距鄯善縣城約 55 公里，高昌故城自西元前一世紀建高昌壁，到十三世紀廢棄，使用了一千三

百多年。始建時間距今已有兩千多年了。它是吐魯番地區千年滄桑的見證。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新疆風味ＲＭＢ５０    晚餐：合菜＋烤全羊＋葡萄酒ＲＭＢ１2０ 

【住】４★麥西來普酒店 或同級 

  

第 10 天 吐魯番－（２００ＫＭ約３Ｈ）烏魯木齊【天山天池（含區間車、電瓶車、遊船）、

國際大巴紮】 
【烏魯木齊】烏魯木齊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位於天山北麓，環山帶水，世居在這兒的人們親切

地稱她為“烏魯木齊”，意為“優美的牧場”。 烏魯木齊是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是亞洲的地理

中心，也是舉世聞名的古“絲綢之路”新北道的必經之路。維吾爾、漢、回、哈薩克等民族生活在這裏，

構成了烏魯木齊的奇特風情。 

【天山天池風景區】是以高山湖泊為中心的自然風景區，距烏魯木齊市１１０公里，它以天池為中心，

融森林、草原、雪山、人文景觀為一體，形成別具一格的風光特色，天池古稱＂瑤池＂，湖面海拔１９

１０米，湖濱雲杉環繞，雪峰輝映，非常壯觀 

備註:如因天氣原因無法搭乘遊船及電瓶車，現退遊船 65RMB/人，電瓶車 20RMB/人  

【新疆國際大巴紮】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大巴紮（維吾爾語意為集市、農貿市場），集伊斯蘭文化、建築、

民族商貿、娛樂、餐飲於一體，是新疆旅遊業產品的彙集地和展示中心，是“新疆之窗”、“中亞之窗”

和“世界之窗”，２００４年入選烏魯木齊市“十佳建築”，具有濃鬱的伊斯蘭建築風格，在涵蓋了建

築的功能性和時代感的基礎上，重現了古絲綢之路的繁華，集中體現了濃鬱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備註：如因天氣原因天池無遊船及電瓶車，現退遊船６５ＲＭＢ／人，電瓶車２０ＲＭＢ／人。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新疆大盤雞風味ＲＭＢ５０  晚餐：大巴紮歌舞晚宴ＲＭＢ198 

【住】海德大酒店或同級掛 5 星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25988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77885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6%bc%a2%e4%bb%a3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4%b8%ad%e4%ba%9e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4%b8%ad%e4%ba%9e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539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D%A6%E5%B8%88%E5%89%8D%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90%E9%B2%81%E7%95%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1%AB%E7%84%B0%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4%AF%E5%96%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90%E9%B2%81%E7%95%AA/3306409


第 11 天  烏魯木齊/廈門/金門       MF8276 0755/1415 

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廈門。抵達後隨即搭船返回金門，結束愉快的旅程。 

註：餐食內容及住宿安排、行程上下順序，會依航班時間而有所略動，屆時將以出團手冊為準。 

【食】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飛機上    晚餐：Ｘ 

【住】溫暖的家 

1、報價：現金價 NT  58000 元（預報價格） 單人住宿：加 NT 9000 元 

2、不含：護照、台胞證、行李小費、個人電話費、床頭小費。           

3、  含：金門廈門來回船票、兩地清潔費、景點大門門票、用車、9早餐 9午餐 10晚餐、3

飛機餐，10晚房（2 人 1室）、所列風味、廈門飛西安去程機票及稅、烏魯木齊

飛廈門回程機票及稅，師父，導遊小費、500萬履約責任險、200萬意外險＋20

萬醫療險、大陸、旅行社責任險。 

4、購物站：NO/SP  

5、風味：。 

6、贈送：每人每天二瓶礦泉水；胸前掛牌一個；行李掛牌一個。 

★★落單客人或單人住宿一間房，麻煩請補單房差，謝謝!! 
★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謝謝! 
★ 65歲以上扣船票 350元 
★ 大陸西北地區飲食，牛，羊肉較普遍，如有不吃者請提前告知。 
★ 新疆維吾兒族因宗教信仰不同，有些餐廳不供應（大肉）請見諒。 
◎如不隨團搭船請事先告知.方可退船票。 

金吉祥旅行社有限公司     

電話：082-328855  傳真：082-324291  
住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44 號（金門國民黨黨部旁） 
 

    ~~ 金吉祥旅行社 祝您旅途愉快 ~~ 

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