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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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州 黔東南 凱里 西江千戶苗寨 鎮遠 鎮遠古城 青龍洞古建築群 梵淨山 高要梯田
高要梯田
水族－
水族－巴茅水寨 都勻 荔波 大小七孔 八天貴州風情之旅
貴州風情之旅

團號：CS-GYATF/8A
成人團費：
本團特點：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HU/CZ/Z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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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順暢，
行程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帶您深
度暢遊貴陽
度暢遊貴陽(
貴陽(黔東南)
黔東南)、荔波大小七孔、
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戶苗寨、
西江千戶苗寨、佛教聖地－
佛教聖地－梵淨山、
梵淨山、雲臺山、
雲臺山、鎮遠古城，
鎮遠古城，觀賞山水
自然美景，
自然美景，感受濃郁的民族風情，
感受濃郁的民族風情，古鎮歷史文化之旅
古鎮歷史文化之旅。
之旅。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貴陽深圳/
深圳/香港雙飛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直航船或直通旅遊
車往返接送，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暢遊我國唯一的彌勒道場，
遊我國唯一的彌勒道場，佛教聖地一梵淨山。
佛教聖地一梵淨山。
覽勝鎮遠古城風光
覽勝鎮遠古城風光，
風光，山水美景
山水美景，
美景，訪苗寨，
訪苗寨，賞歌舞，
賞歌舞，感受濃郁的貴州黔東南民族民俗
感受濃郁的貴州黔東南民族民俗風情
民俗風情。
風情。
暢遊荔波大小七孔，
暢遊荔波大小七孔，觀賞響水河疊水瀑布群，
觀賞響水河疊水瀑布群，觀看七孔青石拱橋
觀看七孔青石拱橋、
七孔青石拱橋、天生橋，
天生橋，領略黔東南山水風光
領略黔東南山水風光。
黔東南山水風光。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貴陽
深圳 貴陽～
都勻(晚餐)(
晚餐)(品嚐
貴陽～都勻(
)(品嚐貴州
品嚐貴州風味
貴州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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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往貴州省首府－貴陽市。到達後，或乘車往都勻。
都勻。晚宿貴陽四星級標準
晚宿貴陽四星級標準貴州飯店或
四星級標準貴州飯店或都勻四星級標準伯爵花園
貴州飯店或都勻四星級標準伯爵花園
酒店或
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二天：貴陽或
貴陽或都勻(
都勻(石板街)
石板街)～丹寨(高要梯田
高要梯田風光
梯田風光)
風光)～三都(
三都(水族－
水族－巴茅水寨)
巴茅水寨)～荔波(
荔波(早/
午/晚餐)(
晚餐)(品嚐
)(品嚐荔波風味
品嚐荔波風味)
荔波風味)

早餐後，遊覽都勻石板街古建築群；板街始建於明洪武年間，街長約300米，路面以11000塊光滑的青石塊整齊
的鋪砌而成，街兩端各配一對石獅，南北面街口建各有門樓牌坊，石板街之外延伸出去的兩旁街道也皆以古典
風格擴建，石板街是明清時期外地通往廣西方向的必經驛道。乘車往丹寨高要梯田
高要梯田，
梯田，每年的四、
每年的四、五月是貴州梯
田灌水的季節。
田灌水的季節。高要梯田
高要梯田一千多畝梯田景觀順著山勢，層層疊疊，從山腳一直延伸至山頂，像一條條美麗的苗
家腰帶，裝點著雄渾的大山。春季梯田灌水後，陽光照射梯田，閃爍銀色的光芒，更顯出其婀娜多姿的輪廓。
夏天的梯田，是一片青蔥稻浪，如一條條綠色彩帶迎風飄揚。金秋的梯田，由於海拔不同，同處於一座山坡的
梯田，黃色由淺變深，形態各異，共同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圖畫。冬季，梯田中夾雜著一些收割禾穗後的金色
糯禾稻草和一些綠色的綠肥地，連同散落于田間寧靜的吊腳樓，又構成了一幅幅美麗的中國山水畫。，
早餐後，乘車往全中國唯一的水族自治縣水
全中國唯一的水族自治縣水族巴茅水寨。當地熱情好客的少數民族有隆重和迎接儀式，歡迎貴
賓的到來。巴茅水寨是一座始建於清朝的水族自然村寨。至今寨中依然保持著寫水書，說水語，著水衣的古樸
民風，是水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縮影。有巴茅古寨依山而建，木樓鱗次櫛比，一氣連橫。寨前阡陌縱橫，十裡稻
香，碧水河灘，水牛嬉戲。寨中碑刻層梁隨處可見的精雕花紋與象形水書一起，承載了水族悠久的文化歷史。
“水書”
水書”是我國水族的獨特文字，
是我國水族的獨特文字，是類似甲骨文和金文的一種文字，
是類似甲骨文和金文的一種文字，是中國僅有的17
是中國僅有的17個有自己傳統文字的民族
17個有自己傳統文字的民族
獨特文字之一，水書內容博大精深，記載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等文化資訊，被譽爲象形文字的
活化石，現存於世的只有5000多本手抄本，成爲一種獨特珍貴文化遺産。之後乘車往荔波。
荔波。晚宿荔波四星級
晚宿荔波四星級標
四星級標
準三力大酒店或
三力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三天：荔波(
荔波(小七孔+
小七孔+乘景區觀光車、
乘景區觀光車、臥龍潭、
臥龍潭、水上森林、
水上森林、拉雅瀑布、
拉雅瀑布、響水河瀑布、
響水河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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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七孔古橋、
小七孔古橋、大七孔、
大七孔、天生橋)
天生橋)(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荔波小七孔景區
荔波小七孔景區，小七孔石橋它建于清道光十五年間，景區因此得名。橋長 40 米，橋面寬 4
米，拱高 4 米，從前是溝通荔波至廣西南丹的重要橋樑。橋全部是由麻石條砌成，古色古香。小七孔橋下流淌
著樟江支流響水河的水，這水是經過上面森林無數次的過濾之後才流下來的，所以它清澈無比。響水河谷是一
條在喀斯特地貌上流淌的、由明流和暗河交錯而成的河流。全長 1．6 千米，落差 110 米。因為河水從高處流
下來，經過層層岩石，就形成了 68 級疊水瀑布，水聲隆隆，數裡之外部可以聽見響聲，所以得名“響水河”。
這條河最有特點的地方之一，是極多的疊水瀑布，形成了幾段動態的水景，下段河床低緩，跌水高度比較低，
水的聲音就像是琴瑟之音，丁冬悅耳；中段的河水，是從亂石堆衝擊而出，洶湧奔騰，有如頃盆暴雨，又像隆
隆的雷聲，震盪在山谷間；上段的河水從峽谷口往下一層一層地瀉落，形成了二三十米高的疊疊瀑布，有如天
河倒掛。這條河水時而流下地面，變成潛流，時而湧出地面，又成地上河，明河暗流來無影去無蹤，這是只有
在喀斯特地區才能見到的奇景。觀賞林水交融的水上森林，臥龍潭等景觀。乘車往遊覽大七孔景區。大七孔景
區氣勢恢宏，是以原始森林、峽谷、河流、湖為主體的景區，山水秀美，氣勢雄峻，峻險神奇，山高谷深，水
流湍急。天生橋被稱為
天生橋被稱為“
橋被稱為“東方凱旋門”
東方凱旋門”，大自然鬼斧神工純天然而成
大自然鬼斧神工純天然而成，
純天然而成，氣勢非凡，均為世上少見的景致。晚宿
荔波四星級
荔波四星級標準
四星級標準三力大酒店
標準三力大酒店或
三力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四天：荔波～
荔波～西江千戶苗寨+
西江千戶苗寨+乘電瓶車(
電瓶車(苗族歌舞表演
苗族歌舞表演、
歌舞表演、吊腳樓、
吊腳樓、風雨橋、
風雨橋、苗寨民居
苗寨民居、
+乘電瓶車往
電瓶車往觀景台觀賞苗寨
觀景台觀賞苗寨全景
苗寨全景)
全景)(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酸湯魚風味
品嚐酸湯魚風味+
酸湯魚風味+苗家長桌宴)
苗家長桌宴)

早餐後，乘車往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縣西江千戶苗寨，
西江千戶苗寨，觀看苗族表演(視乎天氣及當地當時表演時間安排)，親
身感受苗族的文化。千户苗寨是凯里周围规模最大的苗寨，1 千多戶苗家的木質吊腳樓依山而建，層層相疊，
鱗次櫛比，氣勢恢弘。欣賞苗寨银饰制作、挑花刺绣。苗族的刺繡在世界上也是享有盛譽的，繡的精美，針法
都讓人歎為觀止，特別是苗族的服飾，把苗族的歷史都表現在了身上，是他本民族的文化載體。參觀苗寨，瞭
解苗家人的生活以及風俗習慣，瞭解苗族歷史、遷徙、風俗、信仰等。晚宿西江苗寨西江月大酒店客棧或西江
晚宿西江苗寨西江月大酒店客棧或西江
苗皇文化大酒店或朗雲台度假酒店或同
苗皇文化大酒店或朗雲台度假酒店或同級(標準雙人間、
標準雙人間、獨立衛生間)
獨立衛生間)或凱里四星級標準嘉瑞禾騰龍酒店或金凱
或凱里四星級標準嘉瑞禾騰龍酒店或金凱
帝豪酒店或同級
帝豪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五天：凱里或西江～
凱里或西江～黃平(
黃平(飛雲崖)
飛雲崖)～施秉(
施秉(雲臺山)
雲臺山)～鎮遠(
鎮遠(鎮遠古城、
鎮遠古城、青龍洞古建築
群、祝聖橋)(
祝聖橋)(早
)(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黃平飛雲崖；
黃平飛雲崖；黃平飛雲崖有“
黃平飛雲崖有“黔中第一勝景”
黔中第一勝景”、“黔南第一洞天”
黔南第一洞天”等諸多美譽。黃平飛雲
崖在湘黔古驛道旁，其地有崖，狀如飛雲，所以得此名。飛雲崖古樹參天，有拱橋一座橫跨溪上。橋東石坊巋
然，上鐫清鄂爾泰題額“黔南第一勝景”
黔南第一勝景”。乘車往遊覽施秉－
施秉－雲臺山，雲臺山群峰鼎立，層巒疊嶂，溝壑縱橫，
怪石崛起，溪水清澈，植被茂密。乘車往鎮遠，遊覽鎮遠古城，鎮遠城內古街古巷曲徑通幽，石橋城垣錯落有
致，碧水晨霧姿態萬千，春江漁火詩意盎然。鎮遠古城古巷道狹長幽深，其結構錯綜複雜；鎮遠古民居既有江
南庭院建築的風格，又有山地建築的佈局，這種江南庭院建築的風格與山地建築的結合，使鎮遠的民居成為中
國建築史上的奇跡。其中“歪門邪道”是鎮遠的民居建築中獨具特色之處。鎮遠古鎮是一個多元化融合的古
城，漢民族與侗族等 20 多個少數民族、和睦相處，中原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閩粵文化、
土著文化相互融匯，使鎮遠成為多民族、多宗教、多社會的博物館，被專家稱為“世界文化保護圈”。遊覽古
碼頭、古民居、古井、古橋、古建築群、歪門斜道古巷子等。之後遊覽青龍洞古建築群。青龍洞背靠青山，面
臨綠水，貼壁臨空，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翹翼飛簷、雕樑畫棟。這些古建築依山因地，與懸崖、古木、藤蘿、
岩畔、溶洞天然合成，融為一體，真是巧奪天工。既有臨江遠眺的吊腳樓，也有恬靜幽邃的寺院禪台，有朗朗
書聲的學子院，更有鑼鼓喧天的戲臺，集山水樓閣薈萃為一方，集儒、道、佛、會館、橋樑等建築文化於一身。
祝聖橋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間，橋上建有八角亭曰魁星樓，有馮玉祥的“還我河山”手跡。這座橋是鎮遠古城城
內最老的一座古石橋，至今已有約六百多年的歷史了。晚宿鎮遠四星級標準日月國際大酒店或
宿鎮遠四星級標準日月國際大酒店或縱橫客棧酒店或
縱橫客棧酒店或
同級。
同級。
第六天：鎮遠～
鎮遠～梵淨山+
梵淨山+乘景區觀光車
景區觀光車+乘纜車上落(
纜車上落(萬寶岩、
萬寶岩、承恩寺、
承恩寺、金刀峽、
金刀峽、天橋、
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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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頂、
新金頂、萬卷書、
萬卷書、老鷹岩、
老鷹岩、蘑菇石、
蘑菇石、老金頂)
老金頂)～江口或
江口或銅仁(
銅仁(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彌勒道場、
彌勒道場、佛教聖地－
佛教聖地－梵淨山。梵淨山是武陵山脈的主峰，位於江口、印江、松桃三縣交界處。
山體龐大雄渾，摩雲接天，其三大主峰－鳳凰山海拔 2572 米，梵淨山老金頂 2494 米，新金頂 2336 米，被稱
“武陵第一峰”。宋代，佛教開始傳入此山，至明初，梵淨山佛教業已興盛，正式得名為“梵淨山”，俗稱“大
佛山”。是我國唯一的彌勒道場，佛教聖地之一。1986 年被列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乘纜車上山，徒步遊覽，
觀賞萬寶岩、承恩寺、金刀峽、天橋、新金頂、萬卷書、老鷹岩、蘑菇石、老金頂等美景。晚宿江口四星級標
準索菲特大酒店或銅仁寶鑫大酒店或同級。
索菲特大酒店或銅仁寶鑫大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第七天：江口或
江口或銅仁～
銅仁～貴陽(
貴陽(青岩古鎮－
青岩古鎮－古城牆、
古城牆、石板古道、
石板古道、古牌坊)
古牌坊)(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
)(品嚐
黔菜風味)
黔菜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青岩古鎮，
青岩古鎮，青岩鎮是明清時期的一座古鎮，該鎮建於明朝洪武年代，為古建築群。古鎮鎮
容佈局沿襲明、清格局，古鎮四周築有城牆，分內城和外城，用方塊巨石壘砌，城牆上築有敵樓、垛口、炮臺
等。漫步古鎮、古城、石板古道、古牌坊交相輝映。參觀完返回貴陽，晚宿貴陽五星級標準銘都酒店或鉑爾曼
酒店或天怡豪生大酒店或中天凱悅酒店或同級。
酒店或天怡豪生大酒店或中天凱悅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第八天：貴陽(
貴陽(黔靈公園－
黔靈公園－弘福寺、
弘福寺、甲秀樓)
甲秀樓)(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前往遊覽黔南第一山“黔靈山”，山上弘福寺自建寺以來一直是西南地區香火最鼎盛的寺廟之一，為
傳說中寺廟創始人赤松和尚倒栽松樹成活之地，因此也成為貴州靈秀薈萃之所。遊覽甲秀樓；甲秀樓是一座木
結構的閣樓，樓高約 20 佘米，為三層三簷攢尖頂，紅欞雕窗，下有白石柱托簷，四周雕花，石木相護，華麗
宏偉，獨具特色，可以說是貴陽市的標誌性建築。之後前往貴陽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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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祝君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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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保管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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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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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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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州梯田灌水期一般每年4月至5月中左右，請客人留意。
西江千戶苗寨觀看苗族表演視乎天氣及當地當時表演時間安排，有可能取消，均以當地景區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行程中各景點或乘船，如因各種因素或風雪天氣等，而不開放或停航，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用或船票費用或更換景
點，不另作通知，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各地植物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氣及其他因素，如下雨、暖流、氣溫寒冷等等，而令花季宿短或延期、花朵凋
謝或花朵未能綻開。前往行程上之賞花景點，會按行程之內的景點遊覽觀光，但是可能看不到植物開花。
黔東南等地區，由於是偏遠山區，尚待開發，酒店賓館設備一般，可能會停電，沒有洗澡的條件，有機會不能洗澡。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貴陽、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會更改為貴陽至香港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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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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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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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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