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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自然遺產－
世界自然遺產－三清山 南清園 東海岸－
東海岸－陽光海岸 玻璃觀景台 西海岸大峽谷 弋陽
世界自然遺產－
世界自然遺產－龜峰 龍虎山 上清古鎮 天師府 瀘溪河 南昌五天自然人文之旅

團號：CSCS-KH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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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電話：2771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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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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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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排購物商店、不設自
費景點、不設車上售賣，帶您深度暢遊江西
帶您深度暢遊江西、
江西、無雙福地－
無雙福地－三清山、
三清山、丹霞勝景
丹霞勝景－
勝景－龍虎山、
龍虎山、龜峰，
龜峰，觀賞自然
風光美景，
風光美景，領略歷史文化
領略歷史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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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昌或景德鎮
南昌或景德鎮深圳/
深圳/香港雙飛航空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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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嚴選住宿安排：
精心嚴選住宿安排：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觀景特別安排：
觀景特別安排：三清山山上住宿，
三清山山上住宿，細意遊覽“
細意遊覽“天下第一仙峰，
天下第一仙峰，世上無雙福地”
世上無雙福地”之三清山，
之三清山，漫步高空棧道
漫步高空棧道，
高空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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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景特別安排：
觀景特別安排：暢遊世界自然遺產
暢遊世界自然遺產、
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
世界地質公園、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丹霞美景－
丹霞美景－龍虎山、
龍虎山、龜峰。
龜峰。
體驗特別安排：
體驗特別安排：乘船或竹筏遊覽
乘船或竹筏遊覽瀘溪河，
瀘溪河，觀賞中國道教發祥地－
觀賞中國道教發祥地－龍虎山風光
龍虎山風光，
風光，訪仙家府地—
仙家府地 — 天師府，
天師府 ，
探秘仙水岩崖墓群。
探秘仙水岩崖墓群。
暢遊丹霞
暢遊丹霞勝景
丹霞勝景－
勝景－龜峰，
龜峰，龜峰有
龜峰有“中華丹霞精品，
中華丹霞精品，東方神龜樂園”
東方神龜樂園”之美譽，
之美譽，觀賞獨步天下的龜形
觀賞獨步天下的龜形山
獨步天下的龜形山之奇，
之奇，
碧水丹青，
碧水丹青，奇峰處處，
奇峰處處，美不勝收。
美不勝收。
悉心為您安排
悉心為您安排：
安排：10位
10位團友起報名即可安排香港領隊全程隨團
團友起報名即可安排香港領隊全程隨團，
領隊全程隨團，當地接待一團一專車
當地接待一團一專車(
一團一專車(在景區內除外)
在景區內除外)。絕不
安排和其他公司旅行社團隊
安排和其他公司旅行社團隊併
和其他公司旅行社團隊併團併車，讓您更多時間觀光遊覽
讓您更多時間觀光遊覽。沿途提供礦泉水或蒸餾水
沿途提供礦泉水或蒸餾水給貴賓隨意飲
或蒸餾水給貴賓隨意飲
用，帶您樂遊江西、
帶您樂遊江西、影攝世界自然遺產
影攝世界自然遺產－
世界自然遺產－三清山、
三清山、龍虎山、
龍虎山、龜峰。
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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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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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清山四季
三清山四季：
四季：一般三清山山上的春天較山下來得約遲一個月左右，春季的三清山，風清日暖，草長鶯飛，
山花爛漫，繁花似錦，爭奇鬥豔，每年5－6月份杜鵑花開時節，漫山開放，奼紫嫣紅，芬芳滿山。夏季
的三清山天氣瞬息萬變，雨後雲霧變幻，滿山青翠欲滴飽滿的綠色，群峰競秀，千姿百態，奇松、怪石
無限風光令人陶醉；秋季的三清山晴天少雨，秋高气爽，观星赏月，山上各種落葉喬木錯落有致，層林
盡染，風光無限；12月頭開始進入三清山的冬季
三清山的冬季，還能觀紅葉賞雪景，山上霧凇似霜非霜，似冰非冰，
晶瑩剔透，迎風怒放，千姿百態。冬天也是看三清山雲海的最佳季節，
冬天也是看三清山雲海的最佳季節，這期間大氣中低層雲的氣溫低，
層積雲的凝結高度低(約在800～1200米之間)，冷空氣活動頻繁。在雨雪天氣之後，常常出現大面積的雲
海，有可能觀賞到壯觀的雲海、日出。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深圳
香港 深圳
南昌或景德鎮(晚餐)(
晚餐)(品嚐赣菜或浙西風味
深圳南昌或景德鎮(
)(品嚐赣菜或浙西風味)
品嚐赣菜或浙西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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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深圳寶安機場，乘搭民航客
機飛往江西省－
江西省－南昌市或
南昌市或景德鎮。
景德鎮。南昌是江西的省會，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南昌寓“南方昌盛”、
“昌大南疆”之意。有“中國瓷都”
中國瓷都”稱譽的景德鎮
稱譽的景德鎮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城市，整座城市「瓷味」十足，就連城市
街道兩側粗大的路燈杆都用陶瓷做成。景德鎮瓷器非常精美，富有「白如玉，薄如紙，聲如磬，明如鏡」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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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或乘車往鷹潭。晚餐品嚐赣菜風味。
晚住宿晚宿南昌五星級標準
晚住宿晚宿南昌五星級標準錦江國際錦峰大酒店或凱美開元名都大酒店或萬達嘉華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萬
晚宿南昌五星級標準錦江國際錦峰大酒店或凱美開元名都大酒店或萬達嘉華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萬
達嘉華度假酒店或嘉萊特和平國際酒店或綠地華邑酒店或瑞頤大酒店或東方豪景花園酒店或
達嘉華度假酒店或嘉萊特和平國際酒店或綠地華邑酒店或瑞頤大酒店或東方豪景花園酒店或香格里拉大酒店
東方豪景花園酒店或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喜來登酒店或
或喜來登酒店或力高皇冠假日酒店或綠地華邑酒店或融創鉑爾曼酒店或江景假日酒店或格蘭雲天國際酒店或
凱美格蘭雲天大酒店或
凱美格蘭雲天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或
晚住宿五星級標準
晚住宿五星級標準景德鎮西山
五星級標準景德鎮西山湖
景德鎮西山湖凱萊度假酒店或
凱萊度假酒店或景瀚大酒店或
大酒店或紫晶賓
紫晶賓館或同級。
同級。
或
晚住宿準五星級標準
晚住宿準五星級標準鷹潭沁廬
五星級標準鷹潭沁廬豪
鷹潭沁廬豪生大酒店或楓
大酒店或楓丹白露酒店或錦都
白露酒店或錦都金源
酒店或錦都金源酒店或
金源酒店或沁廬
酒店或沁廬道
沁廬道苑酒店或同級。
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南昌/
南昌/景德鎮/
景德鎮/鷹潭．
鷹潭．龍虎山(
龍虎山(上清古鎮、
上清古鎮、天師府、
天師府、乘船或竹筏
乘船或竹筏遊瀘溪河
竹筏遊瀘溪河、
遊瀘溪河、觀賞仙
水岩風光)
水岩風光)～弋陽(
弋陽(龜峰+
龜峰+乘電瓶車、
電瓶車、南岩寺)
南岩寺)～上饒或
上饒或三清山南部或東部(
三清山南部或東部(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鷹潭中國道教發祥地
鷹潭中國道教發祥地－
中國道教發祥地－龍虎山地質公園，乘船或竹筏遊
乘船或竹筏遊瀘溪河，觀賞丹霞勝景，探秘華夏
一絕的崖墓文化。由紅色砂礫岩構成的龍虎山，擁有赤壁丹崖的“丹霞地貌”，明淨秀美的瀘溪河從山中流過，
如一條玉帶由南向北把上清宮、龍虎山、仙水岩等旅遊景點串連在一線上，山水景色宛若仙境，令人流連忘返。
而來到仙水岩，一定不能錯過見証千年之謎－古越懸棺遺址。仙水岩諸峰峭拔陡險，岩壁光滑平展，岩腳下便
是瀘溪河。臨水懸崖絕壁上佈滿了各式各樣的岩洞，里面有一百多座二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古越人的岩
墓懸棺，其葬位高度為 20—50 米，在大片岩壁上，洞穴星羅棋佈，從瀘溪河舟中或地面眺望，可隱約望見洞
口或木樁或木板，因這些洞穴高不可攀，其中所藏之物，多少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一個不解之謎。之後乘車往參
觀仙家府地—天師府。天師府是歷代天師生活起居和祀神的處所，占地約 5 萬餘平方米，建築面積 1.4 萬平方
米，是一座王府式的道教古建築群，座落于上清古鎮中部，門臨瀘溪河，依山帶水，氣勢恢宏。府內豫樟蔽日，
鳥棲樹頂，環境清幽，恰似仙境。之後乘車往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弋陽龜峰
弋陽龜峰，
龜峰，
因景區內有無數形態酷似烏龜的象形石讓景區遠遠看去象一隻碩大無朋的巨龜而得名。這裡奇巒如畫，鐘靈毓
秀，峰奇石巧，象形獨秀，壁立萬壑；她集自然精華、納人文風采，聚天下名山之幽、奇、險、秀為一體；她
融五千年歷史、宗教、民俗、養生文化於一爐，享有“天下丹霞，醉美龜峰”之美稱。之後乘車往有“天下第
一仙峰，世上無雙福地”稱譽的三清山或上饒或玉山。
晚住宿上
晚住宿上饒準五星級標準富力
五星級標準富力萬達嘉華酒店
富力萬達嘉華酒店或
萬達嘉華酒店或龍潭湖賓
潭湖賓館或同級。
或同級。
或
三清山下準
三清山下準五星級標準三清山
五星級標準三清山希
準三清山希爾頓度假酒店或東
度假酒店或東部
或東部三清山畫
三清山畫家村度假酒店或開元度假
度假酒店或開元度假村
開元度假村或同級。
或同級。

第三天：上饒/
上饒/三清山景區南部或東部+
三清山景區南部或東部+乘纜車上山+
乘纜車上山+(南清園景區－
南清園景區－巨蟒出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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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館
神賓館或大三清酒店或日上山莊
或大三清酒店或日上山莊或同級(
或同級(標準雙
人客房、
人客房、獨立衛生間
立衛生間)。
第四天：
第四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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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觀景台、高空棧道)
高空棧道)+乘纜車下山+
下山+三清山南部或東部～南昌
三清山南部或東部 南昌(
南昌(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遊覽萬壽園景區、
園景區、西海岸
西海岸景區、
景區、東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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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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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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車
往江西省會城市南昌。
晚住宿晚宿南昌五星級標準
晚住宿晚宿南昌五星級標準錦江國際錦峰大酒店或凱美開元名都大酒店或萬達嘉華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萬
晚宿南昌五星級標準錦江國際錦峰大酒店或凱美開元名都大酒店或萬達嘉華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或萬
達嘉華度假酒店或嘉萊特和平國際酒店或綠地華邑酒店或瑞頤大酒店或
達嘉華度假酒店或嘉萊特和平國際酒店或綠地華邑酒店或瑞頤大酒店或東方豪景花園酒店或
或嘉萊特和平國際酒店或綠地華邑酒店或瑞頤大酒店或東方豪景花園酒店或香格里拉大酒店
東方豪景花園酒店或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喜來登酒店或
或喜來登酒店或力高皇冠假日酒店或綠地華邑酒店或融創鉑爾曼酒店或江景假日酒店或格蘭雲天國際酒店或
凱美格蘭雲天大酒店或
凱美格蘭雲天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或
晚住宿五星級標準
晚住宿五星級標準景德鎮西山
五星級標準景德鎮西山湖
景德鎮西山湖凱萊度假酒店或
凱萊度假酒店或景瀚大酒店或
大酒店或紫晶賓
紫晶賓館或同級。
同級。
五天：
五天：南昌(
南昌(早餐)(
早餐)(騰王閣
)(騰王閣)
騰王閣)或景德鎮
或景德鎮深圳/香港
深圳 香港

早餐後，遊覽南昌市贛江之濱，有“江南三大名樓”之譽的滕王閣。滕王閣與湖南嶽陽樓、湖北黃鶴樓並稱江
南三大名樓。欣賞“秋水共長天一色”美景。之後往南昌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寶安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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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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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旅遊保險等。
2.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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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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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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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石級約3.5小時)西海岸景區(徒步約3.5小時)，請客人留意，
請客人留意，帶備行山用品或冬季雪後臺
帶備行山用品或冬季雪後臺
階上有冰雪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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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日出、
觀賞日出、晨曦、
晨曦、日落、
日落、晚霞、
晚霞、雲海等自然景觀，
雲海等自然景觀，屬自然現象，
屬自然現象，視乎季節或天氣而定，
視乎季節或天氣而定，可遇不可求。
可遇不可求。
10. 各地植物花期、秋色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氣及其他因素，如下雨、暖流、氣溫寒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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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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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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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電缺水，有可能沒有洗滌的條件。
13. 參觀紀念館、博物館如適逄休息日，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
14. 各景區如因各種因素影響而不開放旅遊，則退回門票或更換景點，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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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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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南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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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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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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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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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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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