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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螺溝 貢嘎山
貢嘎山－
－大冰川瀑布 海螺溝溫泉
海螺溝溫泉 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磨西古鎮 上里古鎮
上里古鎮 天主教堂
毛澤東住地舊址
毛澤東住地舊址 錦里古街
錦里古街 寬窄巷子 五天川西風情
五天川西風情冰川美景之旅
川西風情冰川美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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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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豐富
行程豐富順暢
豐富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不
設車上售賣
設車上售賣、不設自費景點，帶您深度暢遊四川
帶您深度暢遊四川、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海螺溝、蜀山之王－
蜀山之王－貢嘎山冰川、
貢嘎山冰川、
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上里古鎮、
上里古鎮、磨西古鎮，
磨西古鎮，觀賞冰川自然風光美景，
觀賞冰川自然風光美景，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領略人文歷史文化，感受茶馬古道風情。
感受茶馬古道風情。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成都深圳/
深圳/香港，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粵港車牌
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粵港車牌跨境巴士
車牌跨境巴士/
跨境巴士/旅遊車或直
旅遊車或直
航船往返接送，
航船往返接送，行程順暢，
行程順暢，直接省時，
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方便快捷，更多航班時間選擇。
更多航班時間選擇。
精心嚴選住宿安排
精心嚴選住宿安排：
住宿安排：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當地高等級酒店。
重本安排：
本安排：包乘搭纜車往返海螺溝四營觀賞冰川美景
包乘搭纜車往返海螺溝四營觀賞冰川美景、
觀賞冰川美景、包浸海螺溝溫泉
海螺溝溫泉。
溫泉。
觀賞蜀山之王
觀賞蜀山之王、
蜀山之王、貢嘎山－
貢嘎山－海螺溝冰川世界風光，
海螺溝冰川世界風光，觀賞大冰川瀑布
觀賞大冰川瀑布，
大冰川瀑布，森林、
森林、冰川、
冰川、雪山美景。
雪山美景。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
深圳成都(
成都(晚餐)
晚餐)(品嚐成都小吃風味)
品嚐成都小吃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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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
四川省會成都市。成都古為蜀國地，位於四川省中部，是四川省省會，是四川省的政治、經濟、文教中心，也
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又稱錦城、蓉城。晚餐品嚐成都小吃風味。
晚宿成都五星級標準希爾頓酒店或啟雅尚國際酒店或群光君悅酒店或西藏飯店或索菲斯錦苑賓館或高新豪生
晚宿成都五星級標準希爾頓酒店或啟雅尚國際酒店或群光君悅酒店或西藏飯店或索菲斯錦苑賓館或高新豪生
大酒店或天府麗都喜來登飯店或雅居樂豪生大酒店或萬達瑞華酒店或棕櫚泉費爾蒙酒店或瑞吉酒店
大酒店或天府麗都喜來登飯店或雅居樂豪生大酒店或萬達瑞華酒店或棕櫚泉費爾蒙酒店或瑞吉酒店或
瑞吉酒店或天之府
溫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或東大明宇豪雅飯店或錦江賓館貴賓樓或圖騰鉑金酒或
溫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或東大明宇豪雅飯店或錦江賓館貴賓樓或圖騰鉑金酒或世外桃源酒店或
世外桃源酒店或世紀城天堂洲
際大飯店或
際大飯店或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或同級
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成都～
成都～上里古鎮
上里古鎮～
古鎮～雅安(
雅安(茶馬古道雕像)
茶馬古道雕像)～二郎山隧道或經
二郎山隧道或經雅西高速(
雅西高速(石棉)
石棉)省道
211～
211～磨西古鎮(
磨西古鎮(磨西老街、
西老街、天主教堂、
主教堂、毛澤東住地舊址
毛澤東住地舊址－
地舊址－磨西會議遺址
磨西會議遺址)(
遺址)(早
)(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歷史上南方絲綢之路經臨邛古道進入雅安的重要驛站—
南方絲綢之路經臨邛古道進入雅安的重要驛站—上里古鎮，上里古鎮曆史悠久，是唐
蕃古道上的重要驛站、關隘和茶馬司所在地，巴蜀平原通往外民族地區的關卡之一。古鎮內古橋、古樹、古場
鎮，古塔、古洞、古牌坊，再加上清末的宅院、唐代的白馬泉，無不給人以古樸寧靜的感受，向世人展示她樸
實無華的千百年的風韻。沿途在雅安茶馬古道雕塑留影。或乘車穿越二郎山隧道或乘車沿經石棉或往磨西古
乘車穿越二郎山隧道或乘車沿經石棉或往磨西古
鎮。乘車沿秀美青衣江乘車至巍巍二郎山，穿越國內海拔最高、從深第一的公路隧道二郎山隧道。二郎山以前
由於山高、路面狹窄、坡急、而成為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天險。
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天險。到達川西最大最深峽谷—
到達川西最大最深峽谷—大渡河峽谷，
大渡河峽谷，順大渡河
而下往磨西。或乘車沿經四川雅安至西昌高速公路，
或乘車沿經四川雅安至西昌高速公路，經石棉，
經石棉，轉入省道211
轉入省道211往
211往磨西。
磨西。雅西高速公路由四川盆地
邊緣向橫斷山區高地爬升，沿南絲綢之路穿越中國大西南深山峽谷地區，整條高速公路線展布在崇山峻嶺之
間，山巒重疊，地勢險峻，被譽為“
被譽為“天梯高速”
天梯高速”、“雲端上的高速公路”
雲端上的高速公路”。前往川西
前往川西茶
川西茶馬古道、
馬古道、重鎮漢、彝，
藏民族聚居地－磨西古鎮，磨西鎮內保留有較完整的老鎮古街區，老街上古屋林立，青石地板，為清末民初民
居古建築群，磨西天主教堂是在一個世紀前由法國傳教士修建的哥特式教堂，現保存完整，是當地信徒誦經祈
福的場所。教堂左側是著名的毛主席駐地舊址，1935年5月29日，毛澤東率領朱德、周恩來等兩萬名紅軍來到
此地，在此召開了著名的磨西會議，在中國成長的歷史中寫下了濃墨的一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習俗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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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形成了獨特的民族風情。
晚宿磨西鎮四
晚宿磨西鎮四星級標準
鎮四星級標準長征
星級標準長征國際
長征國際大酒店或
國際大酒店或海螺溝
大酒店或海螺溝一營
海螺溝一營貢嘎神湯溫泉酒店
一營貢嘎神湯溫泉酒店或
貢嘎神湯溫泉酒店或海螺溝三營
海螺溝三營金山攝影主題飯店
三營金山攝影主題飯店或
金山攝影主題飯店或同
級。
第三天：
第三天：磨西～
磨西～海螺溝+
海螺溝+乘景區觀光車
乘景區觀光車(
觀光車(三營+
三營+乘纜車往返四營、
乘纜車往返四營、觀景台－
觀景台－觀看蜀山之王
“貢嘎山”大冰川瀑布、
大冰川瀑布、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包浸溫泉、
包浸溫泉、享受溫泉浴)(
享受溫泉浴)(早
)(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轉乘景區環保觀光車經過一、二營往海螺溝三
海螺溝三營，乘坐最新落成纜車往四營，觀看蜀山之王“貢嘎山”
及觀賞我國海拔最低的現代冰川—海螺溝冰川，觀賞中國落差最大的大冰川瀑布。在前往海螺溝四營途中，還
處處可看到寒帶風光的原始森林。之後乘車前往泡溫泉，
泡溫泉，團友可享受溫泉浴，
團友可享受溫泉浴，消除一天的疲勞
消除一天的疲勞(自備泳衣)
備泳衣)。海
螺溝熱泉從地表的石縫中湧出終年不斷，經化驗海螺溝溫
海螺溝溫泉屬碳酸氫鈉型中性優質醫療熱礦泉，對多種疾病有
奇特療效，水溫可高達83度以上，露天溫泉池周圍是茂密
天溫泉池周圍是茂密的
池周圍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
森林，風景優
風景優美，特別是冬季至
特別是冬季至此，一邊泡溫
泉、一邊欣賞雪景
邊欣賞雪景，
賞雪景，如果再遇上
如果再遇上降雪，在熱呼呼的
在熱呼呼的露天溫泉裡慢慢欣
天溫泉裡慢慢欣賞雪
裡慢慢欣賞雪花飄飛
賞雪花飄飛的
花飄飛的奇景，透過氤氳升騰的
透過氤氳升騰的水汽
騰的水汽
賞飄飄雪
飄飄雪花，看四周白雪
周白雪皚皚，
皚皚，其感受
其感受如同“人間仙境””
仙境””。
””。
晚宿磨西鎮四星級標準
晚宿磨西鎮四星級標準長征
鎮四星級標準長征國際
長征國際大酒店或
國際大酒店或海螺溝
大酒店或海螺溝一營
海螺溝一營貢嘎神湯溫泉酒店
一營貢嘎神湯溫泉酒店或
貢嘎神湯溫泉酒店或海螺溝三營
海螺溝三營金山攝影主題飯店
三營金山攝影主題飯店或
金山攝影主題飯店或同
級。
第四天：
第四天：磨西～
磨西～大渡河峽谷．
大渡河峽谷．二郎山隧道或經石棉．
二郎山隧道或經石棉．雲端上的高速公路－
雲端上的高速公路－雅西高速+
雅西高速+省
道211～
211～成都(
成都(清朝古街道－
清朝古街道－寬窄巷子、
寬窄巷子、熊貓郵局)
熊貓郵局)(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火鍋風味
)(品嚐火鍋風味)
品嚐火鍋風味)

早餐後，或乘車沿經川西最大最深峽谷—大渡河峽谷，乘車至巍巍二郎山，
乘車至巍巍二郎山，穿越國內海拔最高、從深第一的公
路隧道二郎山隧道往成都。
往成都。二郎山以前由於山高、路面狹窄、坡急、而成為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天險。或乘車沿
經省道211
經省道211，
211，沿經石棉、四川雅西高速公路往成都。雅西高速公路由四川盆地邊緣向橫斷山區高地爬升，沿南
絲綢之路穿越中國大西南深山峽谷地區，整條高速公路線展布在崇山峻嶺之間，山巒重疊，地勢險峻，被譽為
“天梯高速”
天梯高速”、“雲端上的高速公路”
雲端上的高速公路”。遊覽清朝古街道寬窄巷子。寬窄巷子是成都遺留下來的較成規模的清
朝古街道，與大慈寺、文殊院一起並稱為成都三大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街區。寬巷子與窄巷子又是成都這個古老
又年輕的城市往昔的縮影。參觀全球第一家以熊貓社主題，有獨家熊貓郵戳及專用郵政編碼，還有熊貓郵筒的
“熊貓郵局”，可以買到不同熊貓主題Q版明信片等等。晚餐品嚐火鍋風味。
晚宿成都五星級標準希爾頓酒店或啟雅尚國際酒店或群光君悅酒店或西藏飯店或索菲斯錦苑賓館或高新豪生
晚宿成都五星級標準希爾頓酒店或啟雅尚國際酒店或群光君悅酒店或西藏飯店或索菲斯錦苑賓館或高新豪生
大酒店或天府麗都喜來登飯店或雅居樂豪生大酒店或萬達瑞華酒店或棕櫚泉費爾蒙酒店或瑞吉酒店
大酒店或天府麗都喜來登飯店或雅居樂豪生大酒店或萬達瑞華酒店或棕櫚泉費爾蒙酒店或瑞吉酒店或
瑞吉酒店或天之府
溫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或東大明宇豪雅飯店或錦江賓館貴賓樓或圖騰鉑金酒或
溫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或東大明宇豪雅飯店或錦江賓館貴賓樓或圖騰鉑金酒或世外桃源酒店或
世外桃源酒店或世紀城天堂洲
際大飯店或
際大飯店或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或同級
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成都(
成都(錦里古街)
錦里古街)(早/午餐)
午餐)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遊覽成都版清明上河圖—“錦里”
錦里”，錦里古街是感受浪漫休閒的精神驛站，是體驗三國文化與成都民
俗的魅力街區。錦里一條街里茶館、戲樓、酒肆、手工作坊、工藝品攤點、好吃街、美食小鋪遍佈街區，熱鬧
親切，令人流連。午餐之後，乘車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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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保安費、個人保險費、行李保險及保管、行李生小費等。
2.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5天＝HK$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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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雪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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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纜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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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甘孜州、阿壩州、海螺溝等地區均是高原地帶，海拔較高，空氣稀薄，團友可能會產生高山反應，請各團友必須注
意個人健康，或參團前可向註冊醫生查詢是否適合前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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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行程中各景點，如因冰雪影響及各種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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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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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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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行程中某一段公路在修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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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行程中各景點，如因各種因素，而不開放，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
14. 甘孜州、海螺溝等地區多屬偏遠山區，均為高原地帶，空氣稀薄、高原溫差較大、氣候環境變化大、飲食及住宿條
件較差，行程中某些地區缺水停電，住宿可能沒有洗澡沖涼的條件。
15. 觀賞晨曦、日出、日落、晚霞、花卉開花等自然景觀，屬自然現象，視乎天氣而定。
16. 由於海螺溝海撥較高，氧氣含量較少，泡溫泉時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長時間泡在溫泉裡，以免氧氣不足造成高山
反應及其它迸發症，同時長期泡在溫泉裡，心臟負荷過重，也容易引起不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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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如因風雪大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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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遇上風雪大霧，亦可得到最全面之保障。
19.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成都、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會更改為成都或重慶至香港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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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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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