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址：www.bestfriendstravel.com.hk 電郵：webmaster@bestfriendstravel.com.hk www.facebook.com/mastertravelchina
諗起旅遊，
想起旅遊，
諗起旅遊，諗起旅途上的朋友(
諗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就諗起驢友
想起旅遊，想起驢友，
想起驢友，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
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
河南 鄭州 開封 登封 少林寺
少林寺 洛陽 鞏義 安陽 殷墟 焦作 雲台山 紅石峽 潭瀑峽
林州 林慮山－
林慮山－太行山
太行山大峽谷 王相岩 桃花谷 红旗渠 八天文化風光之旅
八天文化風光之旅

團號：CS-CGO-8A
成人團費：

本團特點：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CZ/ZH/HU/PN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查詢電話：27712399
出發日期：

行程由極富實踐經驗的資深旅遊策劃顧問精心規劃，細心安排，行程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帶您深
度暢遊河南
度暢遊河南、
河南、開封府
開封府、嵩山．
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洛陽、
洛陽、安陽、
安陽、焦作、
焦作、丹霞奇景
丹霞奇景－
奇景－雲臺山、
雲臺山、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
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商．殷墟博物苑，觀賞太行山水自然美景，
觀賞太行山水自然美景，領略人文
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人文歷史文化之旅
歷史文化之旅。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鄭州深圳/
深圳/香港雙飛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直航船或旅遊車往
返接送，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暢遊河南古都開封、
暢遊河南古都開封、登封、
登封、洛陽、
洛陽、安陽、
安陽、焦作等中原名城，
焦作等中原名城，領略中原文化歷史、
領略中原文化歷史、覽勝中原風光美景。
覽勝中原風光美景。
暢遊河南著名風景區－
暢遊河南著名風景區－雲臺山，
雲臺山，觀賞集秀
觀賞集秀、
集秀、幽、雄、險於一身，
險於一身，泉、瀑、溪、潭於一谷的紅石峽奇景。
潭於一谷的紅石峽奇景。
暢遊林慮山
暢遊林慮山－
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
太行山大峽谷。觀賞太行山大峽谷
觀賞太行山大峽谷－
太行山大峽谷－王相岩、
王相岩、桃花谷山水風光美景
桃花谷山水風光美景。
山水風光美景。
覽勝太行山
覽勝太行山“
太行山“人工天河”
人工天河”紅旗渠奇景風光
紅旗渠奇景風光，
奇景風光，觀賞太行山
觀賞太行山大型水利灌溉工程
太行山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風光美景
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風光美景。
風光美景。
暢遊世界文化遺產
暢遊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殷墟博物苑，
殷墟博物苑，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
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
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並為甲骨
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
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距今已有3300
距今已有3300年的歷史
3300年的歷史。
年的歷史。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深圳
香港 深圳  鄭州/
鄭州/新密(
新密(晚餐)
晚餐)(品嚐河南風味)
品嚐河南風味)

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九龍指定地點集合，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或船，前往深圳寶安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
飛往河南省會城市－鄭州。鄭州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八大古都之一，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和中華民族
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早在3600多年前，商湯就在這裡建都，成為我國現已考證的最早的都城。抵達後，或乘車
往新密。晚住宿鄭州
晚住宿鄭州五星級
鄭州五星級標準
五星級標準索菲特國際飯店
標準索菲特國際飯店或建業艾美酒店
索菲特國際飯店或建業艾美酒店或
或建業艾美酒店或希爾頓酒店
希爾頓酒店或新密
酒店或新密承譽德大酒店
或新密承譽德大酒店或同級
承譽德大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鄭州或
鄭州或新密～
新密～登封(
登封(嵩山．
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乘景區觀光電瓶車、
景區觀光電瓶車、少林武術表演、
少林武術表演、塔林)
～洛陽(
洛陽(白馬寺)
白馬寺)(早/午/晚餐)(品嚐洛陽半水席
品嚐洛陽半水席風味
半水席風味)
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五嶽之一中嶽嵩山，參觀天下第一名剎－嵩山少林寺。少林寺創建於北魏，因此寺建於少室山
麓的叢林茂密之處，故名“少林”。少林寺是我國佛教禪宗的發樣地，所以又稱少林禪寺。據文獻記載，北魏
太和十九年(495 年)印度高僧跋陀自西域跋涉來洛陽，他性愛幽棲，常到嵩山，又受孝文帝尊崇，詔於少室山
陰，築少林寺而居之。北魏正光至孝昌年間，另一印度僧人達摩來中國，修禪於嵩山少林寺。首傳禪宗。至此，
少林被稱為“禪宗祖庭”。唐初，少林寺志堅、曇宗等十三棍僧，在秦王李世民討伐王世充的征戰中，立下漢
馬功勞，得到了李唐統治者的讚譽和封賞。在此期間，由於朝廷的大力支持，少林寺發展極快，博得了“天下
第一名刹”的美稱，少林功夫也從此美名遠揚。之後觀賞精彩少林武術表演。之後往遊覽少林寺現存最大的塔
林。這些古塔是少林寺高僧和尚的墓塔，共有二百多座，因建築年代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建築風格。之後乘車往
洛陽。遊覽白馬寺，白馬寺位是佛教傳入中國後建立起來的第一個佛寺。因此白馬寺是中國佛教的發源地，距
今已有 1900 多年的歷史。晚住宿洛陽
晚住宿洛陽四星級
洛陽四星級標準
四星級標準洛陽大酒店或欣源國際酒店或同級
標準洛陽大酒店或欣源國際酒店或同級。
洛陽大酒店或欣源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洛陽(
洛陽(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乘景區觀光電瓶車、
景區觀光電瓶車、關林)
關林)～鞏義(
鞏義(康百萬莊園)
康百萬莊園)～焦作(
焦作(早/午/
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我國佛教四大石窟之一，世界著名的藝術寶庫－龍門石窟。龍門石窟開創于北魏孝文帝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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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間（488年)，歷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連續大規模營造達四百餘年之久，這些石窟雕飾奇
偉，冠於當世，與敦煌莫高窟、大同雲岡石窟並稱為中國三大佛教藝術寶庫。之後乘車往關林。關林位於洛陽
市老城南的關林鎮，相傳為埋葬三國時蜀將關羽首級的地方。前為祠廟，後為墓塚，總面積約百畝左右。明萬
曆年間始建廟，植柏；清康熙、乾隆時又加以擴建，形成現今的規模。關林古柏蒼鬱，殿宇堂皇，隆塚巨碑，
氣象幽然。之後乘車往鞏義康百萬莊園。康百萬”是明清以來對康應魁家族的統稱，因慈禧太后的封賜而名揚
天下。康百萬莊園是十七、十八世紀華北黃土高原封建堡壘式建築的代表。它依“天人合一、師法自然”的傳
統文化選址，靠山築窑洞，臨街建樓房，瀕河設碼頭，據險壘寨牆，建成了一個各成系統、功能齊全、佈局謹
慎、等級森嚴的、集農、官、商為一體的大型地主莊園；它的石雕、木雕、磚雕，被譽為中原藝術的奇葩。之
後乘車往焦作。晚宿焦作
晚宿焦作五
焦作五星級標準
星級標準三維戴斯酒店
標準三維戴斯酒店或
三維戴斯酒店或雲台天階國際飯店或
雲台天階國際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焦作(
焦作(雲臺山+
雲臺山+乘景區觀光車
乘景區觀光車+紅石峽、
紅石峽、潭瀑峽、
潭瀑峽、泉瀑峽)
泉瀑峽)～林州或安陽(
林州或安陽(早/午/
晚餐)(
晚餐)(品
)(品嚐山珍風味)
嚐山珍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焦作修武縣雲臺山，轉乘景區觀光車往遊覽景區。雲臺山的紅石峽以丹霞地貌著稱於世。紅石
峽也稱“溫盤峪”，那裡被譽為“中原第一景”。紅石峽是雲臺山最有名的景點。這片石英砂岩峽谷因為富含
氧化鐵因而呈現出詭異的鏽紅色，加上子房河水對它千百萬年的侵蝕，終於形成了“集秀、幽、雄、險於一身，
泉、瀑、溪、潭於一谷”的奇景。有“盆景峽谷”的美譽。之後往遊覽潭瀑峽，又名小寨溝，泉瀑峽又名老潭
溝。之後乘車往林州或安陽。晚宿安陽五星級標準華強建國酒店或洹水灣(
晚宿安陽五星級標準華強建國酒店或洹水灣(溫泉)
溫泉)國際大酒店或林州市紅旗渠迎
賓館或同級。
賓館或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林州或安陽
林州或安陽～
安陽～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
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乘觀光車(
乘觀光車(太行之魂－
太行之魂－王相岩、
王相岩、泉潭疊瀑
－桃花谷、
桃花谷、國畫長廊－
國畫長廊－太行天路)(
太行天路)(早
)(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林州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
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太行山大峽谷地處河南省西北部，南太行山東麓的林州市西側，境
內斷崖高起，群峰崢嶸，陽剛勁露，台壁交錯，蒼溪水湍，流瀑四掛，峰、巒、台、壁、峽、瀑、嶂、泉、姿
態萬千，是北方山水風光的典型代表。王相岩位於林州太行大峽谷裡面，林慮山主峰西側。峰崖嶙峋，泉瀑飛
蕩，花木擁翠，風景優雅，被譽為“
被譽為“太行之魂”
太行之魂”。王相岩人文氣息濃厚，自古就是一座名山。商代國王武丁和
宰相傅說曾經在此居住生活，“王相岩”也就是因此而來。之後乘車往桃花谷。
桃花谷。桃花谷景觀奇特，奇峰突兀，
一條蜿蜒曲折的桃花溪水貫穿於整個峽谷，溪水兩岸草藤垂掛，雜木叢林莽莽無際，隨山風湧動的綠潮似海水
漫捲。沿谷流下的溪水跌落成瀑，瀑落成潭，潭瀑相連，更兼峽谷山峰，山泉出露，崖崖飛瀑，縱橫山溝，溝
溝見泉，構成了桃花谷山靈水秀的峽谷水韻。高山懸瀑落百丈，泉流潭水澄如鏡，石山石林千姿百態，林木茂
盛青翠蔥鬱，三九桃花開雪裡，這是對桃花谷的真實寫照。桃花谷處處是美景，景景惹人醉。乘坐觀光車遊走
太行天路，猶如置身百里畫廊，滿眼望去，無處不是大氣磅礴的國畫山水長卷，深邃的峽谷、直立的岩壁，帶
給旅客強烈的視覺震懾。晚宿安陽五星級標準華強建國酒店或洹水灣(
晚宿安陽五星級標準華強建國酒店或洹水灣(溫泉)
溫泉)國際大酒店或林州市紅旗渠迎賓館
或同級。
或同級。
第六天
第六天：安陽(
安陽(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商．殷墟博物苑)
殷墟博物苑)～林州(
林州(人工天河－
人工天河－红旗渠、
红旗渠、青年洞)
青年洞)～
開封(
開封(早/午/晚餐)
晚餐)(開封小吃開封小吃-桶子雞風味)
桶子雞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參觀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殷墟博物苑。殷墟博物苑位於河南省安陽市的西北郊，橫跨洹河南北兩岸。
古稱“北蒙”，是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並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
古代都城遺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歷史。1899年甲骨文發現和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以來，殷墟發現的大量都城
建築遺址和以甲骨文、青銅器為代表的豐富的文化遺存，展現了中國商代晚期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奠定了殷
墟作為中國古代第一個有文字可靠的古代都城地位。太行山紅旗渠是一項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原名引漳入林工
程，後正式定名為“紅旗渠”。工程於1960年2月動工，至1969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歷時十年餘。它以
濁漳河為源，在山西省境內的平順縣石城鎮侯壁斷下設壩截流，將漳河水引入林州。林州位於太行山東麓，歷
史上是一個酷旱山區。為瞭解決嚴重缺水問題，從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被世人稱之為“人工天河”。
之後乘車往開封。
晚宿開封五星級
晚宿開封五星級標準
五星級標準開元名都大酒店或
標準開元名都大酒店或中州國際飯店
開元名都大酒店或中州國際飯店或
中州國際飯店或同級。
同級。

團號：CS-CGO-8A 牌照號碼：353193 航空公司：CZ/ZH/HU/PN 查詢電話：27712399 生效日期：MAR/2016

第七天：
七天：開封(
開封(包公祠、
包公祠、清明上河園、
清明上河園、開封府、
開封府、山陝甘會館、
山陝甘會館、宋都禦街、
宋都禦街、大樑門)
大樑門)～鄭州
(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豫
品嚐豫菜風味)
菜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清明上河園，清明上河園是一座以宋文化為主題的大型歷史文化公園。它是依照北宋著名
畫家張擇端的傳世之作《清明上河圖》為藍本建造的。清明上河園不僅以恢宏的氣勢再現了《清明上河圖》，
而且用巧妙的創意把宋代歷史活化，使遊人進入清明上河園，仿佛穿越時空隧道走進了一幅活動的歷史畫卷。
園內主要建築有城門樓、虹橋、街景、店鋪、河道、碼頭、船坊等。園區按《清明上河圖》的原始佈局，集中
展現宋代諸如酒樓、茶肆、當鋪、汴繡、官瓷、年畫等現場製作。清明上河園建築古樸典雅，景區環境優美。
之後往遊覽宋朝著名清官包拯的紀念場館－包公祠及開封府，開封府又稱南衙，初建於五代後樑開平元年（西
元907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之後往以精美雕刻聞名的山陝甘會館和宋都禦街名古城門大樑門。之
後乘車往鄭州。
希爾頓酒店
希爾頓酒店
晚住宿鄭州五星級標準索菲特國際飯店或建業艾美酒店或
晚住宿鄭州五星級標準索菲特國際飯店或建業艾美酒店或

或同級。
或同級。

第八天
深圳/
第八天：鄭州(
鄭州(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車前往鄭州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寶安機場，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或船，返回香港九龍指
定地點，散團。
行程至此結束
祝君旅途愉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注意事項：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保安費、行李保險費、保管費、行李生小費等。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8天＝HK$640
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本公司建議旅客參加旅行團時，出發前應購買合適的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
以上行程及住宿酒店只供參考，行程景點次序可能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行程景點如因各種因素而休息及關門，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
客人報名前，請細閱本公司有關旅遊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及臨時取消細則等有關需知的條例細則，亦請將各條
款細則轉述給同行之人士。
酒店在未獲得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公司以準★星級或★星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行程中某一段公路路況崎嶇，沿途有可能車輛堵塞，路況極差，交通管制，需時等候，請客人有所心理準備。
行程中各景點、景區觀光車，如因各種因素或天氣等，而不開放，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
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參觀博物館如適逄休息日或假期，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
觀賞花季等自然景觀，屬自然現象，視乎天氣、季節而定，請客人留意。
如因風雪影響而引致航班因安全理由未能依原訂時間起飛，團隊須接受航空公司的安排改乘航空公司指定的新班次
及時間出發，團友不得藉詞要求退出。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以確保在旅遊期間萬一遇上
冰雪大風雪，亦可得到最全面之保障。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鄭州、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更改為鄭州至香港往返，客人需補回差價(香港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費、香港燃油附加費、中國至香港機場稅等)。
如人數不足10位客人，本公司可能不會安排領隊跟團隨行，改由當地導遊接待，當地導遊一般以普通話或英語為主
要講解語言。本公司將會安排領隊在香港集合地點至深圳機場往返接送，為客人辦理登機手續等。
如單數客人報名，將不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客人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3人、5人等
等、客人須預繳單人房附加費。3人或以上之單數組合可選擇試做三人房，三人房通常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
加床或三張單人床，而加床通常為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又或沙發床。另本司會以各貴賓報名之先後次序，而順序安
排與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最終在出發前如未能安排與其他同性團友同房或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客人不得藉
故反對或退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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