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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意遊九寨溝（
細意遊九寨溝（二次進溝）
二次進溝）樹正溝 則查洼
則查洼溝 日則溝 牟尼溝－
尼溝－扎嘎瀑布六天
嘎瀑布六天美景
六天美景之旅
美景之旅

團號：CS-JZHHM2-6A/CS-JZHHM2-6AA
成人團費：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HU/3U/CA/CZ/ZH/EU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查詢電話：27712399
出發日期：

本團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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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
不安排購物商店，
帶您暢遊
帶您暢遊四川
暢遊四川、
四川、童話世界－
童話世界－九寨溝、
九寨溝、牟尼溝－
牟尼溝－扎嘎瀑布，
扎嘎瀑布，領略民族民俗風情
領略民族民俗風情，
民族民俗風情，觀賞彩池山水瀑布美景。
觀賞彩池山水瀑布美景。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成都深圳/
深圳/香港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直航船或旅遊車往返接
送，方便快捷。
細意為您安排：
細意為您安排：包進九寨溝二次門票，
包進九寨溝二次門票，兩次進入九寨溝，細意暢遊童話世界－
細意暢遊童話世界－九寨溝，
九寨溝，觀賞九寨溝美景，
觀賞九寨溝美景，
拍攝九寨溝－
拍攝九寨溝－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壯觀瀑布
壯觀瀑布、彩池海子風光美景
彩池海子風光美景。
風光美景。
九寨溝是個神奇的地方，
九寨溝是個神奇的地方，四季都可去旅遊，
四季都可去旅遊，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
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春天嫵媚動人，
春天嫵媚動人，仲夏絢麗，
仲夏絢麗，深秋濃豔，
深秋濃豔，
隆冬神奇。
隆冬神奇。景區內湖泊
景區內湖泊、
湖泊 、 瀑布、
瀑布 、 雪山、
雪山 、 森林，
森林 ， 四季景色殊異
四季景色殊異，
景色殊異 ， 自然天成。
自然天成 。 春季嫵媚動人，
春季嫵媚動人，冰雪消
融、湖水泛漲、
湖水泛漲、山花爛漫、
山花爛漫、春意盎然，
春意盎然，遠山的還未融化的白雪映襯著童話世界。
遠山的還未融化的白雪映襯著童話世界。夏季是避暑旅遊的好
夏季是避暑旅遊的好
去處。
去處。秋季是最絢爛的，
秋季是最絢爛的，紅葉彩林，
紅葉彩林，五彩斑斕，
五彩斑斕，繽紛多彩，
繽紛多彩，湖水映著五彩斑斕，
湖水映著五彩斑斕，湖山同色，
湖山同色，景色迷人，
景色迷人，
這時也是遊人最多的時候。
這時也是遊人最多的時候。冬季飛雪飄飄，
冬季飛雪飄飄，銀裝素裹、
銀裝素裹、玉樹冰花，
玉樹冰花，巍巍雪峰，
巍巍雪峰，尖峭峻拔，
尖峭峻拔，白雪皚皚，
白雪皚皚，銀
峰玉柱，
峰玉柱，直指藍天，
直指藍天，景色極其壯美，
景色極其壯美，湛藍的海子，
湛藍的海子，晶瑩透亮的淺藍色結冰的瀑布，
晶瑩透亮的淺藍色結冰的瀑布，冰瀑流水在陽光的照
射下，
射下，冰淩閃亮，
冰淩閃亮，流水如絲，
流水如絲，一派璀璨耀眼的冰晶世界，
一派璀璨耀眼的冰晶世界，九寨溝的冬景堪稱一絕。
九寨溝的冬景堪稱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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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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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深圳寶安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赴
四川省會城市－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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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品嚐小吃風味。
CSCS-JZHHM2
JZHHM2-6A 晚宿成都四星級標準潤邦國際酒店或瑞城名人酒店或同級。
晚宿成都四星級標準潤邦國際酒店或瑞城名人酒店或同級。
CSCS-JZHHM2
JZHHM2-6AA 晚宿成都五星級標準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或
成都五星級標準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或希爾頓酒店
天堂洲際大飯店或希爾頓酒店或高新皇冠假日酒店或
希爾頓酒店或高新皇冠假日酒店或雅居樂
或高新皇冠假日酒店或雅居樂
豪生大酒店或西藏飯店或同級
豪生大酒店或西藏飯店或同級。
或西藏飯店或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成都～
成都～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映秀～
映秀～岷江風光
岷江風光～
風光～汶川～
汶川～茂縣(
茂縣(平頭羌寨)
平頭羌寨)～疊溪海子風光～
疊溪海子風光～
松潘古城
松潘古城(外觀城門)
外觀城門)～川主寺鎮
川主寺鎮～九寨溝(
九寨溝(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旅遊車沿途經過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
堰市、映秀，沿途觀賞岷
途觀賞岷江風光，
江風光，沿途經過汶川，抵達茂縣，
抵達茂縣，遊覽平頭羌寨
覽平頭羌寨，
平頭羌寨
平頭羌寨位於茂縣鳳儀鎮，海拔一千六百八十八米，有居民五百餘戶、近兩千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羌族。
走入羌寨，幢幢民居依山而建，古老而獨特，傳統民風古樸，風情濃鬱。房頂鮮豔的紅旗映襯著遠處的雪山，
漫步其間，宛若世外桃源中的村屋小舍，恬靜、美麗，一幅旖旎的鄉村風光，無不深深陶醉。碉樓式的庭院精
緻玲瓏，張開綺角的羊頭窗，片石壘牆，藤蘿延蔓，圖騰群雕，白石綴頂，滲透著獨特的羌文化。乘旅遊車沿
途經過疊溪海子
疊溪海子，
海子，沿途觀賞疊溪
途觀賞疊溪海子風光
疊溪海子風光。
海子風光。之後乘旅遊車沿途經過松潘古城
松潘古城，松潘古名松州，四川省歷史名城，
是歷史上有名的邊陲重鎮，被稱作“川西門戶”，古為用兵之地。是按照漢民族傳統規劃和建築風格建設起來
的城市，古城牆門堡始建于明太祖洪武十二年松州衛和潘州衛合併為松潘衛時。門洞厚十五丈，造工堅實，經
數百年風雨仍保留完整。之後乘旅遊車沿途經過川主寺鎮往
主寺鎮往九寨溝。
九寨溝。
CSCS-JZHHM2
JZHHM2-6A 晚宿九寨溝四星級標準格桑賓館
晚宿九寨溝四星級標準格桑賓館或
格桑賓館或千鶴國際大酒或天堂
千鶴國際大酒或天堂甲蕃古
國際大酒或天堂甲蕃古城假日酒店或
甲蕃古城假日酒店或康巴
城假日酒店或康巴林
康巴林卡酒店
團號：CS-JZHHM2-6A/CS-JZHHM2-6AA 牌照號碼：353193 航空公司：HU/3U/CA/CZ/ZH/EU 查詢電話：27712399 生效日期：MAY/2016

或同級。
或同級。
CSCS-JZHHM2
JZHHM2-6AA 晚宿九寨溝五星級標準喜來登
晚宿九寨溝五星級標準喜來登國際大酒店或洲際天堂
喜來登國際大酒店或洲際天堂渡
國際大酒店或洲際天堂渡假酒店或天源
假酒店或天源豪生度
豪生度假酒店或同級。
假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九寨溝(
九寨溝(乘景區公共環保
景區公共環保觀光車
環保觀光車遊覽
觀光車遊覽－
遊覽－樹正溝、
樹正溝、則查洼溝、
則查洼溝、日則溝)(
日則溝)(早
)(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轉乘當地九寨溝旅遊管理局指定的公共環保觀光車遊覽九寨溝，觀賞海子彩池、原始森林風光。九寨
溝內樹正
溝內樹正溝、日則溝和則渣窪溝
和則渣窪溝形成“丫”字地形，翠海、泉水、瀑布群、激流、鈣化灘流、森林在溝內形成
絕美景觀。遊覽樹正溝，觀賞魔鏡崖、蘆葦海、盆景灘、火花海、臥龍海、樹正群海、樹正瀑布、諾日朗瀑布
等等景點。遊覽則查洼溝，途經上季節海、下季節海、到達五彩池及長海遊覽；午膳後，遊覽日則溝，景點有：
鏡海、天鵝海、箭竹海、五花海及令人樂而忘返的珍珠灘、珍珠灘瀑布等等景點。
CSCS-JZHHM2
JZHHM2-6A 晚宿九寨溝
晚宿九寨溝四星級標準
九寨溝四星級標準格桑賓館
四星級標準格桑賓館或
格桑賓館或千鶴國際大酒或天堂
千鶴國際大酒或天堂甲蕃古
國際大酒或天堂甲蕃古城假日酒店或
甲蕃古城假日酒店或康巴
城假日酒店或康巴林
康巴林卡酒店
或同級。
或同級。
CSCS-JZHHM2
JZHHM2-6AA 晚宿九寨溝五星級標準喜來登
晚宿九寨溝五星級標準喜來登國際大酒店或洲際天堂
喜來登國際大酒店或洲際天堂渡
國際大酒店或洲際天堂渡假酒店或天源
假酒店或天源豪生度
豪生度假酒店或同級。
假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九寨溝(
九寨溝(乘景區公共環保
景區公共環保觀光
環保觀光車遊覽
觀光車遊覽－
車遊覽－樹正溝、
樹正溝、則查洼溝、
則查洼溝、日則溝或扎如溝
日則溝或扎如溝)
或扎如溝)
～川主寺鎮
川主寺鎮(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轉乘當地九寨溝旅遊管理局指定的公共環保觀光車遊覽九寨溝，觀賞海子彩池、原始森林風光。九寨
溝內樹正溝、日則溝和則渣窪溝形成“丫”字地形，翠海、泉水、瀑布群、激流、鈣化灘流、森林在溝內形成
絕美景觀。遊覽樹正溝，觀賞魔鏡崖、蘆葦海、盆景灘、火花海、臥龍海、樹正群海、樹正瀑布、諾日朗瀑布
等等景點。遊覽則查洼溝，途經上季節海、下季節海、到達五彩池及長海遊覽；午膳後，遊覽日則溝，景點有：
鏡海、天鵝海、箭竹海、五花海、及令人樂而忘返的珍珠灘、珍珠灘瀑布等等景點。乘車沿途
乘車沿途經過扎如溝溝
經過扎如溝溝口
扎如溝溝口
(進入扎如溝遊
進入扎如溝遊覽需徒步
扎如溝遊覽需徒步棧道
覽需徒步棧道往返約需
棧道往返約需時
往返約需時 6-8 小時，沿途觀賞原始森林風光，
途觀賞原始森林風光，扎如溝冬季
扎如溝冬季 11 月至 3 月不開放)
開放)。
乘車往川主寺鎮。
CSCS-JZHHM2
JZHHM2-6A 晚宿川主寺
晚宿川主寺鎮
主寺鎮四星級標準雲月匯錦
四星級標準雲月匯錦大酒店
雲月匯錦大酒店或
大酒店或藥泉山
藥泉山莊或同級。
同級。
CSCS-JZHHM2
JZHHM2-6AA 晚宿川主寺鎮
晚宿川主寺鎮準五星級
主寺鎮準五星級記憶度
準五星級記憶度假酒店
記憶度假酒店嘉絨鑫宮
假酒店嘉絨鑫宮酒店
嘉絨鑫宮酒店或
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川主寺鎮～
川主寺鎮～松潘．牟尼溝(
牟尼溝(扎嘎瀑布、
嘎瀑布、溪流水景、
溪流水景、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林中疊瀑)
林中疊瀑)～成都
(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特色火鍋風味
)(品嚐特色火鍋風味)
品嚐特色火鍋風味)

早餐後，乘旅遊車前往牟尼溝－
牟尼溝－扎嘎瀑布。
扎嘎瀑布。牟尼溝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境內，自然風光迷人、
民族風情濃鬱、匯聚了原始森林之神韻，牟尼溝扎嘎瀑布景區主要以
牟尼溝扎嘎瀑布景區主要以原始森林
主要以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巨型鈣華瀑布
巨型鈣華瀑布、
瀑布、環形瀑布、
瀑布、鈣
華池為主要特色
為主要特色，以千姿百態、
以千姿百態、大小、高低、寬窄各不同的瀑布
寬窄各不同的瀑布群
不同的瀑布群景觀為主
景觀為主，
為主，各瀑布穿瀉于
瀑布穿瀉于森林
穿瀉于森林，
森林，徜徉在
徜徉在柳樹
林中，
林中，氣勢恢弘，
氣勢恢弘，十分壯觀
十分壯觀。
壯觀。山、水、林、在這里巧妙地融為一體，是世界落差
是世界落差最大的
落差最大的鈣華疊
最大的鈣華疊瀑布
鈣華疊瀑布。主要景點
有：扎嘎瀑布、牟尼森林等。
CSCS-JZHHM2
JZHHM2-6A 晚宿成都四星級標準潤邦國際酒店或瑞城名人酒店或同級。
晚宿成都四星級標準潤邦國際酒店或瑞城名人酒店或同級。
CSCS-JZHHM2
JZHHM2-6AA 晚宿成都五星級標準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或希爾頓酒店
成都五星級標準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或希爾頓酒店或高新皇冠假日酒店或
希爾頓酒店或高新皇冠假日酒店或雅居樂
或高新皇冠假日酒店或雅居樂
豪生大酒店或西藏飯店或同級
豪生大酒店或西藏飯店或同級。
或西藏飯店或同級。
第六天：
第六天：成都(
成都(錦里古街)(
錦里古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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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里一條街里茶館、
條街里茶館、戲樓、
戲樓、酒肆、手工作坊、
手工作坊、工藝品攤點、
工藝品攤點、好吃街、
吃街、美食小鋪遍佈街區
食小鋪遍佈街區，熱鬧
親切，令人流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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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注意事項：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保安費、

祝君旅途愉快!

個人保險費、行李保險及保管、行李生小費等。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地陪等服務小費 HK$80×6 天＝HK$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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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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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九寨溝、黃龍、黑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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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行程及住宿酒店、風味餐只供參考，行程次序可能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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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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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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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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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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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重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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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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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