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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古南嶽－
古南嶽－天柱山 三祖寺 江西 避暑勝地－
避暑勝地－盧山 錦繡谷 景德鎮 古窑群 石鐘山
無雙福地－
無雙福地－三清山 婺源 小橋流水人家－
小橋流水人家－李坑 宋代廊橋－
宋代廊橋－彩虹橋 儒商第一村－
儒商第一村－
思溪延村 篁嶺古村 篁嶺梯田 八天自然人文之旅
八天自然人文之旅
限定季節：
定季節：江嶺－
江嶺－油菜花梯田 篁嶺油菜花
篁嶺油菜花梯田
油菜花梯田、
梯田、曬秋人家 紅楓秋色－
紅楓秋色－石城晨曦

團號：CSCS-HFEK/8A
成人團費：
本團特點：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ZH/CZ/MU/HU/CA/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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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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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安排購物商店、不設車
上售賣、
上售賣、不設自費景點，帶您深度暢遊安徽
帶您深度暢遊安徽、
安徽、洞天福地－
洞天福地－天柱山、
天柱山、江西、
江西、避暑勝地－
避暑勝地－盧山、
盧山、無雙福地－
無雙福地－
三清山
三清山、石鐘山，
石鐘山，觀賞自然風光美景
觀賞自然風光美景，
風光美景，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領略人文歷史文化之旅
文歷史文化之旅。
好航機、
好航機、重成本：
重成本：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合肥或
合肥或黃山或
黃山或南昌或
南昌或景德鎮或
景德鎮或衢州深圳/
深圳/香港航空團。
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粵港車牌跨境巴士/旅遊車或直航船往返接送，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精心嚴選優質住宿安排：
精心嚴選優質住宿安排：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貼心為您安排：
沿途提供礦泉水或蒸餾水給貴賓隨意飲用。
貼心為您安排
：沿途提供礦泉水或蒸餾水給貴賓隨意飲用
。




10位團友起選乘當地新款豪華座椅旅遊巴或傳統常規
10位團友起選乘當地新款豪華座椅旅遊巴或傳統常規33
位團友起選乘當地新款豪華座椅旅遊巴或傳統常規33－
33－45座或以上旅遊巴(
座或以上旅遊巴(景區交通除外)
景區交通除外)。
悉心為您安排：
10位團友起即可安排香港領隊全程隨團
位團友起即可安排香港領隊全程隨團，
當地接待一團一專車((在景區內除外
在景區內除外))。
悉心為您安排
：10
位團友起即可安排香港領隊全程隨團
，當地接待一團一專車
絕不安排和其他公司旅行社團隊併團併車
隊併團併車，
讓您更多時間觀光遊覽
更多時間觀光遊覽，帶您樂遊安徽
帶您樂遊安徽、
江西，
絕不安排和其他公司旅行社團
隊併團併車
，讓您
更多時間觀光遊覽
帶您樂遊安徽
、江西
，影攝
天柱山、
盧山、
三清山。
天柱山
、盧山
、三清山
。












重本賞景必遊安排
賞景必遊安排：
安排：一次過暢遊江西、
一次過暢遊江西、安徽四大名山－
安徽四大名山－避暑勝地－
避暑勝地－盧山，
盧山，無雙福地－
無雙福地－三清山，
三清山，園林美景
－石鐘山，
石鐘山，洞天福地－
洞天福地－天柱山。
天柱山。
暢遊有
暢遊有“中國瓷都”
中國瓷都”稱譽的景德鎮、
稱譽的景德鎮、參觀陶瓷歷史博物館
參觀陶瓷歷史博物館、
陶瓷歷史博物館、古窑群，
古窑群，領略瓷都歷史
領略瓷都歷史文化
歷史文化。
文化。
細意觀賞世界自然遺產三清山
細意觀賞世界自然遺產三清山風光
觀賞世界自然遺產三清山風光，
風光，細意遊“
細意遊“避暑勝地”
避暑勝地”盧山，
盧山，觀賞名山自然風光、
觀賞名山自然風光、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文化。
古南嶽－
古南嶽－天柱山：
天柱山：天柱山風景區因主峰如“一柱擎天”而得名，天柱山擁有我國唯一、全球揭露面積最
大、暴露最深的超高壓變質帶，形成了獨特的地質奇觀。天柱山有著“安徽之源，京劇之祖，禪宗之地，
黃梅之鄉”的美譽，又被稱為“七仙女的故鄉”。皖山皖水、皖風皖韻，使天柱山集雄奇靈秀的自然風
光和豐富的人文景觀於一體，擁有“
擁有“世界地質公園”
世界地質公園”、“中國自然與文化遺產地”“
中國自然與文化遺產地”“中華十大名山
”“中華十大名山”
中華十大名山”等
名譽。
廬山：
廬山：是中華十大名山之一、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世界地質公園，自古有“匡廬奇秀甲天下”之盛譽，
北宋蘇軾的古詩句中“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令廬山名揚天下，享譽四海。廬山壯麗的
山嶽風景，具有雄、奇、險、秀的特色，山高谷深，夏季涼爽，氣候宜人與優美的自然環境，使廬山成
為著名的避暑勝地。
婺源：
婺源：婺源古屬徽州，是徽州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是我國古建築保存完整的地方之一。古民居村落座落
於秀美的峽谷之地，或靜立在潺潺的溪水之畔，與青山綠水融為一體，小桥流水，青林古木之間處處掩
映著粉牆黛瓦、飛簷翹角的古民居。素有“書鄉”、“茶鄉”之稱，被外界譽為“中國最美的鄉村”、
一顆鑲嵌在贛、浙、皖三省交界處的綠色明珠。
三清山：
三清山：是道教名山，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國家自然遺產、國家地質公園；因三清山中有玉

團號：CS-HFEK/8A 牌照號碼：353193 航空公司：ZH/CZ/MU/HU/CA/MF 查詢電話：2771239 生效日期：JAN/2019

京峰、玉華峰、玉虛峰三座山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坐山巔而得名。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合肥或南京或
合肥或南京或景德鎮
或南京或景德鎮或
景德鎮或黃山或杭州
黃山或杭州～
或杭州～安慶或潛山
安慶或潛山(
潛山(晚餐)
晚餐)

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九龍指定地點集合，安排乘搭跨境巴士/旅遊車或船往深圳寶安機場，乘搭民航客機飛
往安徽省省會城市－合肥或黃山或江蘇省省會城市－南京或江西省－景德鎮。抵達後，
抵達後，乘車往安慶潛山
安慶潛山或
潛山或素有
“戲劇之鄉”
戲劇之鄉”美譽的安慶，安慶西接湖北，
安慶西接湖北，南鄰江西，
南鄰江西，歷史悠久，東周時期安慶是古皖國所在地。東晉詩人郭
璞曾稱“此地宜城”，故安慶又別名“宜城”。安慶黃梅戲藝術是全國五大劇種之一。潛山縣是安徽省安慶市
轄縣，地處安徽省西南部，大別山東南麓，素有古皖之源、皖國古都、二喬故里、安徽之源、京劇之祖、禪宗
之地、黃梅之鄉”的美譽。潛山歷史淵源悠久。潛山春秋時屬皖國，山稱皖山，水稱皖水，城稱皖城，安徽省
簡稱“皖”即源於此，皖國都城在今潛山縣城。
合肥乘車約 2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或黃山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或黃山乘車約
黃山乘車約 3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或景德鎮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或景德鎮乘車約
或景德鎮乘車約 3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
武漢乘車約
武漢乘車約 4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或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或南京乘車約 4.5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或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或杭州乘車約
杭州乘車約 5 小時往安慶或潛山
晚宿安慶準五星級標準
晚宿安慶準五星級標準碧桂園鳳凰酒店或潛山
安慶準五星級標準碧桂園鳳凰酒店或潛山約
碧桂園鳳凰酒店或潛山約準五星級標準天柱山王府國際大酒店或天柱山七仙女國際大
準五星級標準天柱山王府國際大酒店或天柱山七仙女國際大
酒店或同級。
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安慶或潛山．
安慶或潛山．古南嶽－
古南嶽－天柱山+
天柱山+乘景區觀光車+
乘景區觀光車+乘纜車往返(
車往返(飛虎峰、
飛虎峰、迎真峰、
迎真峰、
擎天一柱、
三祖禪寺(
擎天一柱、神秘谷、
神秘谷、煉丹湖)
煉丹湖)～三祖禪寺
三祖禪寺(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農家風味
)(品嚐農家風味)
品嚐農家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古南嶽－
古南嶽－天柱山，天柱山又名皖山，因其主峰天柱峰似“擎天一柱”而得名。天柱山自古即為
中華歷史文化名山，據有關史料記載，中國五嶽之封始於三皇伏羲之前，距今約已幾千年，那時天柱山已被封
為南嶽，名列五嶽第二位。歷代帝王或親自禮祭或遣吏致祭南嶽天柱山。西元前 106 年，漢武帝劉徹南巡登臨
天柱山，築壇祭嶽。同行的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漢武帝這次南巡活動：“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到西元 589 年，隋文帝為開拓南疆，改封湖南衡山為南嶽，從此天柱山以“古南嶽”之名傳之後世。道家將其
列為洞天福地，天柱山有 42 座山峰，山上遍佈蒼松、翠竹、怪石、奇洞、飛瀑、自然景色奇絕。乘天柱山索
道纜車上山，登山沿途眺望“雄峙江淮、一柱擎天”的天柱峰，探索有“全國花崗岩第一秘府”之稱的神秘谷，
神秘谷由巨石跌落，自然架疊成洞。全長 450 多米，落差 100 多米，谷內洞中有洞，上下迂回，左右盤旋。登
山沿途觀賞飛虎峰、迎真峰等風光。遠觀全國第三大高山平湖煉丹湖、感受行走天地間的空中棧道等景點，徒
步或乘索道纜車下山。乘車往遊覽三祖寺。三祖寺又名乾元寺、山谷寺，佛教禪宗三祖僧璨的道場，是佛教禪
宗的發祥地之一。三祖寺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歷史，歷經滄桑。保存下來的古建築有藏經樓、覺寂塔、立化
亭、三高亭等。
晚宿潛山約
晚宿潛山約準五星級標準天柱山王府國際大酒店或天柱山七仙女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準五星級標準天柱山王府國際大酒店或天柱山七仙女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天柱山七仙女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九江或
九江或潛山～盧山
潛山 盧山+
盧山+乘環保觀光車
環保觀光車+(
觀光車+(錦繡谷
+(錦繡谷、
錦繡谷、仙人洞、
仙人洞、花徑、
花徑、如琴湖、
如琴湖、蘆林湖、
蘆林湖、
美廬別墅、
美廬別墅、含鄱口、
含鄱口、大天池、
大天池、龍首崖)(
龍首崖)(早
)(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山珍風味
)(品嚐山珍風味)
品嚐山珍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盧山遊覽，廬山位於江西省北部，北臨長江，東傍鄱陽湖，盧山山上險峰、幽谷、奇石、奇松、
古樹、湖泊、瀑布等及自然景觀雲海、煙雨、飛雪、風朔雪淞集於一體。自古以“雄、奇、險、秀”聞名於世。
到達後遊覽錦繡谷，谷中千岩競秀，萬壑回縈，斷崖天成，石林挺秀，峭壁峰壑如雄獅長嘯、猛虎躍澗、捷猿
攀登、仙翁盤坐，無不栩栩如生，一路景色如錦繡畫卷，令人陶醉。覽勝仙人洞、花徑、如琴湖、蘆林湖美景。
美廬別墅是蔣介石與宋美齡夏天度假居住的，在現代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當年周恩來就是在這裏同蔣介石進
行國共合作的談判。50 年代的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也曾住過這裏。所以，“美廬”是我國唯一一棟國共兩
黨最高領袖都住過的別墅。遊覽盧山含鄱口、大天池、龍首崖。
晚住宿盧山山上景區準四星級標準鑫締·
晚住宿盧山山上景區準四星級標準鑫締·雲境酒店或金領賓館或蘆林飯店或玖天雲霧山莊或
雲境酒店或金領賓館或蘆林飯店或玖天雲霧山莊或廬山西湖賓館或
金領賓館或蘆林飯店或玖天雲霧山莊或廬山西湖賓館或花
廬山西湖賓館或花
徑堂酒店或廬山大廈民國主題文化酒店或北斗星國際飯店或同級
徑堂酒店或廬山大廈民國主題文化酒店或北斗星國際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盧山～石鐘山
盧山 石鐘山～景德鎮
石鐘山 景德鎮(
景德鎮(古窑民俗博覽區－
古窑民俗博覽區－清園、
清園、古作坊、
古作坊、古窑群－
古窑群－清代鎮窑、
清代鎮窑、
明代葫蘆窑、
婺源(
明代葫蘆窑、宋代龍窑、
宋代龍窑、元代饅頭窑)
元代饅頭窑)～婺源
婺源(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婺源
品嚐婺源粉蒸風味
婺源粉蒸風味)
粉蒸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湖口石鐘山 ，石鐘山因山石多隙，水石相搏，擊出如鐘鳴之聲而得名，石鐘山地勢險要，
陡峭崢嶸，因控扼長江及鄱陽湖，居高臨下，進可攻，退可守，自三國起，均為兵家必爭之地，號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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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鎖鑰”，石鐘山山頂的“江天一覽亭”，憑欄遠眺，萬裡長江，一瀉千里；浩瀚鄱陽湖，波濤
萬頃。鄱陽湖與長江交界處，清濁分明，水分兩色。石鐘山園林建築依山就勢，點綴於山腰山頂，形
成多層次園林美景，這些風格各異的景點之間，明暗相映，高低不同，藏露結合，虛實相間，使人往
往在山窮路盡之時，又另闢蹊徑，別有洞天，令人回味無窮。之後乘車往有“中國瓷都”
中國瓷都”稱譽的景德鎮。
遊覽景德鎮古窑民俗博覽區、古窑群，觀賞獨特的、最為完整的陶瓷文物遺存：古建築、古作坊、古工藝、古
窑房、古園林。感受景德鎮悠久陶瓷歷史文化。之後乘車往有“中國最美的鄉村”
中國最美的鄉村”稱譽的婺源。春天的婺源，
黑白色的村莊，綠色的山，黃黃的油菜花，構成了春天五彩繽紛的婺源。而瑰麗多姿的秋天，層林盡染，金黃
色，黃色，紅色，綠色豐富多姿，更甚於春季，依山傍水的徽派古村落與這些色彩結合，形成了一幅幅天人合
一的水墨山水畫。
晚住宿婺源約準五星級標準婺源國際大酒店或瑞怡·
晚住宿婺源約準五星級標準婺源國際大酒店或瑞怡·寶婺度假酒店或叢溪莊園或博悅徽州度假酒店或茶博府茶
人居或
人居或瑞怡·
瑞怡·寶婺度假酒店或
寶婺度假酒店或同級。
同級。
或每年約 11 月 15－
15－12 月 05 日
晚住宿清華鎮思溪延村民俗特色客棧酒店清華志成堂
晚住宿清華鎮思溪延村民俗特色客棧酒店清華志成堂·
清華鎮思溪延村民俗特色客棧酒店清華志成堂·百和度假宅院或明訓
百和度假宅院或明訓堂耕讀文化
耕讀文化體
文化體驗館或同級。
驗館或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婺源東線：
婺源東線：小橋流水人家－
小橋流水人家－李坑+
李坑+乘環保電瓶車
乘環保電瓶車、
電瓶車、篁嶺+
篁嶺+乘觀光纜車索道往返、
乘觀光纜車索道往返、
篁嶺古村、
篁嶺古村、篁嶺梯田或曬秋人家
篁嶺梯田或曬秋人家、
曬秋人家、車上觀賞月亮灣～
車上觀賞月亮灣～婺源北線
婺源北線：
北線：宋代廊橋－
宋代廊橋－
彩虹橋、
彩虹橋、儒商第一村－
儒商第一村－思溪延村(
思溪延村(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
)(品嚐婺源
品嚐婺源風味
婺源風味)
風味)

紅楓秋色
紅楓秋色

限定季節：
限定季節：春季－
春季－油菜花田、
油菜花田、秋季－
秋季－
每年約 3 月 15 日－4 月 05 日左右，
日左右，是油菜花開的季節，
是油菜花開的季節，金黃色的油菜花漫山遍野，
金黃色的油菜花漫山遍野，行程增加
行程增加前往觀
增加前往觀
賞拍攝江嶺
拍攝江嶺－
江嶺－油菜花梯田。
油菜花梯田。
每年約 11 月 15－
15－12 月 05 日左右，
日左右，楓樹開始變紅，
楓樹開始變紅，層林盡染，
層林盡染，錯落有致的古村落與紅色楓葉相映成
行程增加前往觀賞紅楓秋色
紅楓秋色－
石城晨曦。
趣。行程增加前往觀賞
紅楓秋色
－石城晨曦
。

早餐後，乘車往有小橋流水人家稱譽的李坑。李坑古村落群山環抱，山清水秀，風光旖旎。村中明清古建遍佈、
民居宅院沿溪而建，依山而立，粉牆黛瓦、參差錯落；村內街巷溪水貫通、九曲十彎，青石板道縱橫交錯，石、
木、磚各種溪橋數十座溝通兩岸，清澈的小溪倒映著粉牆黛瓦的古民居，構築了一幅小橋、流水、人家的美麗
畫卷。月亮灣是在去李坑
亮灣是在去李坑的
是在去李坑的路上路經過的一片
經過的一片月亮形狀的小
亮形狀的小島
的小島，在月亮灣的旁邊可以望到一片小村莊和錯落的
稻田。篁嶺是清代父子宰相曹文埴、曹振鱅的故里。“地無三尺平”四面環山的篁嶺古村，民居受地形限制高
低排布、錯落搭建，周邊古木參天、梯田密佈，村民曬晾農作物只能使用竹匾曬在自家窗前木架上，民居土磚
外牆與曬架上、圓圓曬匾裡五彩繽紛豐收果實組合形成特有的“曬秋”農俗景觀。近三百米的“天街”古巷兩
旁徽式商鋪林立，茶坊、酒肆、書場、硯莊，古趣盎然。篁嶺春天可以觀油菜花海、秋天可以賞古村曬秋。
乘車往遊覽清华镇彩虹橋，彩虹橋，彩虹橋被譽為中國最美的廊橋，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廊橋，建於南宋（1137
年）已有八百多年歷史，規模最大，全長一百四十米，保存最完整，設計最科學的一座廊橋，由六亭，五廊構
成長廊式人行橋。彩虹橋四周青山如黛，橋下綠水長流，橋的兩旁有廊亭，廊亭的兩旁有石桌石凳，從遠處看，
亭略高於廊，形成錯落有致的景觀。彩虹橋是中國最美鄉村
彩虹橋是中國最美鄉村－
中國最美鄉村－婺源的標誌性建築
婺源的標誌性建築，
誌性建築，每年春秋兩季
每年春秋兩季都
春秋兩季都聚集大
聚集大批攝
影家來彩虹橋創作。
影家來彩虹橋創作。思溪落背山面水，嵌於錦峰繡嶺、清溪碧河的自然風光之中，房屋群落與自然環境巧妙結
合，山水互為點綴，如詩如畫，意境神美。村內的古建築大多為明末清初時期。延村村落始建於北宋元豐年間，
現存有明代私塾和清代民居 56 幢。多建於清乾隆、嘉慶年間，方柱石基、格扇門窗、青石板鋪地，最令人稱
奇的是“三雕”（木雕、磚雕、石雕）藝術，徜徉其間，有如置身於藝術的海洋，令人如癡如醉，是江西省古
建築群重點保護村。
江嶺是婺源的王牌景點，一般說的婺源油菜花就在這兒。那裡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呈梯田狀，從山頂鋪散到山谷
下，可以居高臨下看到層層疊疊的油菜花梯田。江嶺有觀景台，可以從不同角度拍攝油菜花梯田和古村落。
石城－石城村頭有石壁，岩如古城，危聳的城“牆”內外有許多古樹名木，其中最讓人驚歎的就是這裡的百來
棵楓樹，每棵樹高都在 35 米以上，遠遠超過村裡的高矮屋頂，千年高大的紅楓與白牆黑瓦馬頭牆掩映一體，
猶如一幅意境深遠的山水畫，呈現出夢境般的世外桃園，有著返樸歸真和超凡脫俗的感覺，令人陶醉其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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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秋天
到秋天 11 月-12 月初左右，
初左右，這裡就是攝影愛好者的天堂，楓樹環抱，霧懸掛樹腰，紅葉在晨霧中若隱若現，加
上早晨村民的炊煙，燒油茶谷的煙，在這個小山窪裡匯聚，就構成了如夢幻般的仙境。清晨雨後放晴，粉牆黛
瓦的古徽州民居在煙霧中若隱若現，與傲霜紅楓交相輝映，美不勝收。
晚住宿婺源約準五星級標準婺源國際大酒店或瑞怡·
晚住宿婺源約準五星級標準婺源國際大酒店或瑞怡·寶婺度假酒店或叢溪莊園或博悅徽州度假酒店或茶博府茶
人居或
人居或瑞怡·
瑞怡·寶婺度假酒店或
寶婺度假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六天：
第六天：婺源～
婺源～三清山南部或東部+
三清山南部或東部+乘纜車上山+
乘纜車上山+(南清園景區－
南清園景區－巨蟒出山、
巨蟒出山、東方女神、
東方女神、
禹皇頂、
禹皇頂、一線天、
一線天、杜鵑谷、
杜鵑谷、流霞台－
流霞台－觀晚霞美景)
觀晚霞美景)(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三清山，三清山因玉京、玉虛、玉華三峰峻拔，猶如道教所奉三位天尊（即玉清、上清、太清）
列坐其巔，故名三清山。乘搭纜車上山，遊覽南清園景區。南清園景區位於三清山中心位置，是三清山自然景
觀最奇絕的景區，平均海拔為 1577 米。南清園集中展示了十四億年地質演化形成的花崗岩峰林地貌特徵，是
三清山自然景觀的精華。沿途觀賞巨蟒出山、東方女神、禹皇頂、杜鵑谷等等標誌性景觀，沿途奇峰異石、雄
渾山嶽、珍奇花木、風景美不勝收。方圓數萬畝的千年杜鵑谷，谷中樹齡上千年的杜鵑樹比比皆是，每年 5－
6 月份花開時節，芬芳滿山，殊為可觀。觀賞晚霞美景(視乎天氣而定)。
晚住宿三清山景區
晚住宿三清山景區(
景區(山上核
山上核心景區)
心景區)準三星級標準
三星級標準天
標準天門山莊或女神
山莊或女神賓館或大三清酒店或日上山莊或同級(
賓館或大三清酒店或日上山莊或同級(標準雙
人客房
人客房、獨立衛生間)
獨立衛生間)。
第七天：
第七天：三清山(
三清山(晨曦美景、
晨曦美景、萬壽園景區、
萬壽園景區、西海岸景區－
西海岸景區－高空棧道、
高空棧道、東海岸－
東海岸－陽光海岸、
陽光海岸、
玻璃觀景台、
下山+三清山南部或東部～南昌或
三清山南部或東部 南昌或景德鎮
南昌或景德鎮或
景德鎮或
玻璃觀景台、高空棧道)
高空棧道)+乘纜車下山+
黃山或杭州
黃山或杭州或
或杭州或衢州(
衢州(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遊覽萬壽園景區
萬壽園景區、
園景區、西海岸景區
海岸景區、
景區、東海岸景區
東海岸景區。萬壽園景區內奇峰巧石天然渾成，仙峰秀色中蘊涵著中
國傳統祥壽文化和道家修身養性之道。整個景區就如同一座天然盆景。西海岸位於三清山的西部，是三清山觀
景最為開闊的景區，西海岸景區由一條全國最高、最長的高山棧道構成。身在懸崖絕壁之上，遠觀連綿群峰、
幽深峽谷，氣象非凡。陽光海岸景區位於江西三清山的東部，所以又名東海岸，是三清山新開發的高空棧道景
區。陽光海岸全長 3600 米，平均海拔 1600 米，景區南起三清山中心景區南清園的禹皇頂，連接三清山西海岸
景區形成了三清山核心景區環形棧道旅遊線路。漫步於陽光海岸之上，腳踏浮雲，身披霧紗，猶如遨遊於仙境
之間。放眼望去，遠處高山奇峰等壯麗景觀盡收眼底。其中叫絕的有以下幾大奇觀：東海日出、壯闊雲海、透
明玻璃觀景台、幽深峽谷等等，可以欣賞到美麗神奇天象自然景觀((視乎天氣行程而定)。之乘纜車下山。
晚住宿
晚宿南昌五星級標準錦
晚宿南昌五星級標準錦江國際錦峰
江國際錦峰大酒店或
錦峰大酒店或凱
大酒店或凱美開元名都大酒店或
開元名都大酒店或萬
名都大酒店或萬達嘉華酒店或萬
華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萬
達文華酒店或萬達嘉華
度假酒店或嘉萊
度假酒店或嘉萊特和
嘉萊特和平
特和平國際酒店或綠
國際酒店或綠地華邑
地華邑酒店或瑞頤
酒店或瑞頤大酒店或東方豪
大酒店或東方豪景花園酒店或
東方豪景花園酒店或香
景花園酒店或香格里拉大酒店或
格里拉大酒店或喜來
大酒店或喜來
登酒店或
酒店或力高皇冠假日酒店或
力高皇冠假日酒店或綠
假日酒店或綠地華邑
地華邑酒店或融創鉑爾曼
酒店或融創鉑爾曼酒店或江景假日酒店或
融創鉑爾曼酒店或江景假日酒店或格蘭
酒店或江景假日酒店或格蘭雲天國際酒店或
格蘭雲天國際酒店或凱
雲天國際酒店或凱美格
蘭雲天大酒店或
雲天大酒店或同級。
或
五星級標準黃山
五星級標準黃山複
黃山複華麗朗度假村或黃山碧桂園鳳凰酒店或
麗朗度假村或黃山碧桂園鳳凰酒店或馥麗藍
度假村或黃山碧桂園鳳凰酒店或馥麗藍山酒店或黃山國際大酒店或
馥麗藍山酒店或黃山國際大酒店或昱城皇冠
山酒店或黃山國際大酒店或昱城皇冠假日酒
昱城皇冠假日酒
店或香茗
店或香茗酒店或栢
酒店或栢景假日酒店或同級
景假日酒店或同級。
同級。
或
五星級標準景德鎮西山湖
五星級標準景德鎮西山湖凱萊
景德鎮西山湖凱萊度假酒店
凱萊度假酒店或
度假酒店或景瀚大酒店或
大酒店或紫晶賓館
紫晶賓館或
賓館或同級。
同級。
或
五星級標準杭州
五星級標準杭州開元
杭州開元名都大酒店或
開元名都大酒店或維
名都大酒店或維景國際大酒店或浙
景國際大酒店或浙江國際大酒店或
江國際大酒店或香格里拉飯店或
格里拉飯店或索菲
飯店或索菲特西湖大酒店或
索菲特西湖大酒店或
蝶來望湖賓館
蝶來望湖賓館或
湖賓館或千越君亭酒店或
千越君亭酒店或洲
酒店或洲際酒店或西溪喜來登
際酒店或西溪喜來登度假大酒店
喜來登度假大酒店或
度假大酒店或錢江新城萬豪酒店
新城萬豪酒店或
酒店或錢江新城萬怡酒店
新城萬怡酒店
或同級。
同級。
或
晚住宿五星級標準
晚住宿五星級標準衢州碧桂園鳳凰酒店或
五星級標準衢州碧桂園鳳凰酒店或同級
衢州碧桂園鳳凰酒店或同級。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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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山乘車約
三清山乘車約 3 小時往景德鎮或三清山
小時往景德鎮或三清山乘車約
三清山乘車約 4 小時往黃山或
小時往黃山或三清山乘車約
三清山乘車約 3 小時往衢州
小時往衢州
三清山乘車約
小時往南昌或三清山
或三清山
乘車約 4 小時往南昌或
三清山

乘車約 5 小時往杭州

第八天
第八天：南昌或
南昌或黃山市或杭州或景德鎮
黃山市或杭州或景德鎮或
或景德鎮或衢州三清山
衢州三清山(
三清山(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車往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或香港機場，安排乘搭跨境巴士/旅遊車或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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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零晨需經深圳皇崗關口回港。
注意事項：

行程至此結束

祝君旅途愉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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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旅遊保險費等。
2.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8＝HK$6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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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參團者在
茶會前或旅行團出發前，未能提供任何個人旅遊保險資料，本公司將會取消參團者之定位及一切己繳付之團費。
4. 團費已包括0.15%印花費，受香港旅遊業「旅遊業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保障。
5. 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和其接待委託公司單位機構無關。
6. 以上行程及住宿酒店只供參考，風味餐及行程次序可能有調整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7. 盧山、三清山山上住宿，絛件有限，比較潮濕，觀賞美景之餘，敬請留意。
8.

遊覽三清山南清园景區(
遊覽三清山南清园景區(徒步石級約 3.5 小時)
小時)西海岸景區(
西海岸景區(徒步約 3.5 小時)
小時)，請客人留意，
請客人留意，帶備行山用品。
帶備行山用品。冬季雪後
臺階上有冰雪易滑，
臺階上有冰雪易滑，需備冰爪及防寒物品。
需備冰爪及防寒物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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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山區氣候環境變化大，飲食和住宿條件較差，行程中某些地區有可能缺水停電，有可能沒有洗滌的條件。
11. 如遊船、竹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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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當
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12.

三清山索道運營時間為每天上午 8：00/8：
00/8：30－
30－下午 16：
16：30/
30/17：
17：00 左右，
左右，三清山索道運營時間只供參考
三清山索道運營時間只供參考，
時間只供參考，以三清山
索道公司實際
索道公司實際運營
公司實際運營時間為準
運營時間為準。
時間為準。

13.

進入盧山遊覽，
進入盧山遊覽，可能需換乘坐盧山景區觀光車，
可能需換乘坐盧山景區觀光車，盧山公共觀光車收發車參考時間：
盧山公共觀光車收發車參考時間：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始發站發車時間為 7：00，
00，景區末班車返回最後時間為 19：
19：00。
00。
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始發站發車時間為 7：30，
30，景區末班車返回最後時間為 18：
18：00。
00。

14. 如盧山、三清山偶爾受風雪或其他因素影響封山，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均以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
15. 觀賞日出、晨曦、日落、晚霞等自然景觀，屬自然現象，視乎天氣而定。
16.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南昌、合肥、黃山、景德鎮、衢州、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
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能會更改為南昌至香港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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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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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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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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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