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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界 天子山 黃獅寨 十里畫廊 水繞四門 袁家界 楊家界 烏龍寨 天波府 黃龍洞
寶峰湖 四天自然風情之旅

團號：CS-DYGS/4A
成人團費：

本團特點：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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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規劃，細心安排，
細心安排，行程豐富順暢，
行程豐富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帶
您深度暢遊湖南
您深度暢遊湖南、
湖南、武陵源－
武陵源－張家界、
張家界、楊家界、袁家界、
袁家界、黃龍洞、
黃龍洞、寶峰湖，
寶峰湖，觀賞山水峰林
觀賞山水峰林自然風光美景
峰林自然風光美景，
自然風光美景，感
受濃郁的土家族風情。
受濃郁的土家族風情。
好航機、
好航機、重成本、
重成本、玩足3
玩足3天：中國民航客機香港/深圳張家界或常德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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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車往返接送
往返接送，
接送，直接省時，
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方便快捷，免除長沙往返張家界約十多小時長途車程，
更多時間觀光遊覽。
細意暢遊：
細意暢遊：湖南武陵源風景名勝區
湖南武陵源風景名勝區著名景點
風景名勝區著名景點，
著名景點，品嚐各地風味，
品嚐各地風味，觀賞張家界風光，
觀賞張家界風光，領略民族風情。
領略民族風情。
細意觀光特別安排
細意觀光特別安排：
特別安排：觀賞張家界－
觀賞張家界－天子山、
天子山、黃獅寨、
黃獅寨、袁家界－
袁家界－後花園、
後花園、天下第一橋、
天下第一橋、迷魂台、
迷魂台、楊家界－
楊家界－
天波府、
天波府、烏龍寨等風光美景。
烏龍寨等風光美景。
細意暢遊特別安排
細意暢遊特別安排：
特別安排：乘景區觀光車、
乘景區觀光車、乘百龍電梯下山
乘百龍電梯下山、天子山乘上山纜車
天子山乘上山纜車、
山纜車、十里畫廊乘單程觀光小火車、
十里畫廊乘單程觀光小火車、
黃獅寨乘上山纜車，
黃獅寨乘上山纜車，讓您暢遊張家界、
讓您暢遊張家界、袁家界、
袁家界、楊家界、
楊家界、黃獅寨，
黃獅寨，覽勝武陵源
覽勝武陵源風光美景
武陵源風光美景。
風光美景。
武陵源風景名勝區－
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擁有世界罕見的石英砂岩峰林峽谷地貌，
由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
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天子山自然保護區、
天子山自然保護區、索溪峪自然保護區、
索溪峪自然保護區、楊家界四
大景區組成，
大景區組成，四季風光各有特色，
四季風光各有特色，春天看花－
春天看花－鳥語花香，
鳥語花香，夏天看山－
夏天看山－避暑勝地，
避暑勝地，秋天看樹－
秋天看樹－紅楓彩林，
紅楓彩林，
冬天賞
冬天賞雪－山舞銀蛇。
山舞銀蛇。
豪華住宿：
豪華住宿：張家界住宿五星級標準大成山水國際大酒店及
張家界住宿五星級標準大成山水國際大酒店及索溪峪住宿
大成山水國際大酒店及索溪峪住宿京武鉑爾曼酒店或同級
索溪峪住宿京武鉑爾曼酒店或同級。
京武鉑爾曼酒店或同級。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
深圳張家界或常德
張家界或常德(
晚餐)(品嚐山珍菌風味)
品嚐山珍菌風味)
或常德(晚餐)

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九龍指定地點集合，安排乘搭旅遊車或船往深圳寶安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湖南
張家界市(大庸市)或湖南常德。晚住宿張家界五星級
晚住宿張家界五星級標準
五星級標準大成山水國際大酒店
標準大成山水國際大酒店或
大成山水國際大酒店或韋斯特大酒店或
韋斯特大酒店或陽光酒店或常
陽光酒店或常
德共和酒店或
共和酒店或金龍玉鳳飯店
金龍玉鳳飯店或
鳳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常德或張家界
常德或張家界(
張家界(土家風情園)
土家風情園)～百丈峽風光
百丈峽風光～
風光～寶峰湖+
寶峰湖+乘遊船～
遊船～黃龍洞+
黃龍洞+水洞遊船
水洞遊船
～索溪峪(
索溪峪(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武陵源竹筒風味
品嚐武陵源竹筒風味)
武陵源竹筒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張家界參觀張家界土家風情園，風情園內建築多為木石結構，雕樑畫棟，金碧輝煌，飛簷翹角，
玲瓏雅致。代表作有土司城堡、擺手堂、土家山寨、沖天樓等。風情園土家山寨匯集了整個大湘西土家人歷史
的精粹，集土家族的農耕文化、兵戰文化、土司文化、建築文化、民俗風情為一體，領略土家風情。之後乘車
往武陵源風景名勝區－
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擁有世界罕見的石英砂岩峰林峽谷地貌，由中
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
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天子山自然保護區、
天子山自然保護區、索溪峪自然保護區、
索溪峪自然保護區、楊家界四大景區組成，
楊家界四大景區組成，
景區四季風光各有特色，
景區四季風光各有特色，春天看花－
春天看花－鳥語花香，
鳥語花香，夏天看山－
夏天看山－避暑勝地，
避暑勝地，秋天看樹－
秋天看樹－紅楓彩林，
紅楓彩林，冬天賞
冬天賞雪－山舞
銀蛇。
銀蛇。乘車途經觀賞百丈峽風光
百丈峽風光，前往遊覽寶峰湖。世界自然遺產－寶峰湖，被稱為“
被稱為“世界湖泊經典”
世界湖泊經典”，地處
武陵源風景名勝區的核心地帶，集山水於一體，融民俗風情於一身，以奇秀的高峽平湖絕景、“飛流直下三千
尺”的寶峰飛瀑聞名。寶峰湖地處高山之間，奇峰屹立，峰回水轉，接納的都是自然水流，水質極佳、清澈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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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泛舟湖上，觀玲瓏翠綠的湖心島，恍若置身畫中。之後遊覽黃龍洞；黃龍洞內分旱洞和水洞，洞內鈣質石
積物呈五顏六色，絢麗多姿。穹頂石壁滴水沉澱的石乳、石柱、石筍、石幔、石琴、石花，如水晶玉石，琳琅
滿目，異彩紛呈，美不勝收，有“地下迷宮”
地下迷宮”之美稱。晚住宿索溪峪五星級標準
晚住宿索溪峪五星級標準京武鉑爾曼酒店或禾田居度假
標準京武鉑爾曼酒店或禾田居度假
酒店或同級。
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索溪峪～
索溪峪～天子山(
天子山(禦筆峰、
禦筆峰、仙女散花、
仙女散花、賀龍公園、
賀龍公園、西海)
西海)～袁家界(
袁家界(天下第一橋、
天下第一橋、
迷魂台、
迷魂台、後花園)
後花園)～楊家界(
楊家界(烏龍寨、
烏龍寨、天波府)
天波府)～索溪峪(
索溪峪(早/午/晚餐)(
晚餐)(農家風味
)(農家風味)
農家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換乘景區觀光車前往天子山觀光遊覽。登天子山+
天子山+乘上山單程纜車，觀賞
禦筆峰、賀龍公園、西海、仙女散花等景點。換乘景區接駁觀光車往袁家界。袁家界風景以雄、奇、險、峻著
稱，在十多華裡的環山遊道上，沿途景色美不勝數，遊覽後花園、迷魂台，天下第一橋；天下第一橋是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5米的天然石板，橫空架在兩座山峰之上，把東西兩峰連接。高度、跨度和驚險均為
天下罕見，故稱“天下第一橋”。遠觀電影
遠觀電影《
電影《阿凡達》
阿凡達》中哈利路亞山的原型－
中哈利路亞山的原型－亁坤柱。再轉乘景區接駁觀光車
轉乘景區接駁觀光車
往楊家界，遊覽楊家界－烏龍寨、天波府，登臨天波府，雲霧翻滾，群山時隱時現，變幻莫測，使人難辨天上
人間。之後轉乘電梯+乘百龍電梯下山
乘百龍電梯下山。晚住宿索溪峪五星級標準
晚住宿索溪峪五星級標準京武鉑爾曼酒店或禾田居度假酒店或同級
標準京武鉑爾曼酒店或禾田居度假酒店或同級。
京武鉑爾曼酒店或禾田居度假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索溪峪～
索溪峪～十里畫廊～
十里畫廊～水繞四門～
水繞四門～金鞭溪(
金鞭溪(金鞭岩、
金鞭岩、紫草潭、
紫草潭、神鷹護鞭
神鷹護鞭)～黃獅寨
(霧海金龜、
霧海金龜、定海神針、
定海神針、摘星台)
摘星台)～張家界或常德
家界或常德
或常德深圳/
深圳/香港(
香港(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換乘景區觀光車前往遊覽
換乘景區觀光車前往遊覽十裡畫廊
遊覽十裡畫廊+
十裡畫廊+乘單程觀光小火車，
單程觀光小火車，十裡畫廊兩旁群
峰疊嶂，觀采藥老人、三姐妹峰等，仿似一幅國畫長廊畫卷。經過水繞四門。徒步沿金鞭溪穿行在峰巒幽谷間，
溪水明淨，小魚遊弋其中，人沿清溪行，勝似畫中遊。之後往遊覽黃獅寨+
黃獅寨+乘單程上山纜車(
單程上山纜車(可選擇徒步
可選擇徒步觀光下
觀光下
山，約 1.5 小時左右)
不登黃獅寨，枉到張家界”
枉到張家界”之說。
小時左右)。黃獅寨是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的精華景區，向來有“不登黃獅寨，
觀賞霧海金龜，定海神針、摘星台等美景，感受大自然的博大、瑰麗、渾厚之美。之後乘車往機場乘搭中國民
航客機飛往深圳機場，安排乘搭旅遊車返回香港九龍指定地點，散團。結束愉快的行程！回程如乘搭夜晚航機，
深夜或零晨班機抵達機場，需經深圳皇崗關口回港。
行程至此結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祝君旅途愉快!

注意事項：

團費並不包機場稅、機場保安費、燃油附加費、行李保險費、行李保管費、行李生小費、保險費等。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費HK$80×4天＝HK$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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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次序可能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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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張家界、常德、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
為準。
如索道纜車偶爾受風雪或其他因素影響停開，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或步行上落。
觀賞晨曦、日出、日落、晚霞、花季、秋色、賞雪等自然景觀，屬自然現象，視乎天氣而定。
前往各景區觀光需轉乘環保觀光車，可能等候需時，請團友留意。
冬季景區環保車道路可能結冰、索道或者電梯可能因為天氣原因而暫時停運、酒店水管可能因為受凍而暫時性停
水、電線可能因為積雪的積壓而暫時性的斷電等等，可能會給您的旅行帶來暫時的不便。
深圳  張家界 CZ3991；20：30/22：10 張家界  深圳航班 CZ3992；22：35/23：55 或 23：00/00：40 航班及時間只
供參考，如有變動，均以航空公司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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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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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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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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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