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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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墨江 北回歸線標誌園 古驛站－
驛站－那柯裡鎮 零公里碑 寧洱 中國茶城－
中國茶城－普洱
西雙版納 景真 八角亭 中緬邊城－
中緬邊城－打洛 獨樹成林 瀾滄江風光 猛侖熱帶植物園
猛侖熱帶植物園
熱帶花卉園 猛臘 望天樹景區 石屏 石屏古城 八天民族風情深度
八天民族風情深度之旅
深度之旅

成人團費：
小童團費：

本團特點：











出發日期：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團號：CSCS-KMJH2/8A
KMJH2/8A
航空公司：ZH/CZ/MU/HU/KY/8L

牌照號碼：353193
查詢電話：2771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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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車
上售賣、不設自費景點，
不設自費景點，帶您深度暢遊
帶您深度暢遊雲南
度暢遊雲南、
雲南、石屏古城、
石屏古城、墨江、
墨江、普洱、
普洱、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中緬邊城，
中緬邊城，
觀賞熱帶雨林自然美景，
觀賞熱帶雨林自然美景，感受濃鬱的民族風情，
感受濃鬱的民族風情，領略茶馬古道歷史文化
領略茶馬古道歷史文化之旅
茶馬古道歷史文化之旅。
之旅。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昆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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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遊“
暢遊“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世界茶源、
世界茶源、 中國茶城、
中國茶城、 普洱茶都”
普洱茶都” －寧洱、
寧洱、普洱市(
普洱市(思茅)
思茅)。
細意暢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細意暢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覽勝西雙版納美景風光，
覽勝西雙版納美景風光，真正領略西雙版納濃鬱的民族風情。
真正領略西雙版納濃鬱的民族風情。
賞景特別安排
賞景特別安排：
特別安排：熱帶雨林觀光、
熱帶雨林觀光、漫步野象谷高架觀光走廊，
漫步野象谷高架觀光走廊，觀賞野象谷原始森林美景。
觀賞野象谷原始森林美景。
重本安排：
本安排：遊覽猛臘望天樹風景區，
遊覽猛臘望天樹風景區，走“空中走廊”
空中走廊”，在世界最高的空中走廊觀賞望天樹，
在世界最高的空中走廊觀賞望天樹，在高空中俯
在高空中俯
視熱帶雨林的奇異風光
視熱帶雨林的奇異風光，
雨林的奇異風光，飽覽東方亞馬遜的美景。
飽覽東方亞馬遜的美景。
茶馬古道源於古代中國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
茶馬古道源於古代中國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
源於古代中國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于唐宋，
興于唐宋，盛於明清。
盛於明清。茶馬古道分川藏、
茶馬古道分川藏、滇藏兩路，
滇藏兩路，連接
川滇藏，
川滇藏，延伸入不丹、
延伸入不丹、錫金、
錫金、尼泊爾、
尼泊爾、印度境內，
印度境內，直到非洲紅海海岸。
直到非洲紅海海岸。是古代中國與南亞地區一條重要
的貿易通道。
的貿易通道。同時，
同時，因為茶馬互市及眾多文化和宗教，
因為茶馬互市及眾多文化和宗教，以及資訊的交流，
以及資訊的交流，這條古道亦稱“
這條古道亦稱“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
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一條文化繁榮之路。
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一條文化繁榮之路。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深圳
香港 深圳
深圳昆明(
昆明(翠湖)(
翠湖)(晚餐
)(晚餐)(
晚餐)(品嚐雲南風味
)(品嚐雲南風味)
品嚐雲南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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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雲南省會城市－昆明。昆明氣候溫和，夏無酷暑，冬不嚴寒，氣侯宜人，是極負盛名的“春城”。抵達後，
乘車往遊覽翠湖公園。翠湖位於昆明市五華山西麓，元代為菜園、荷塘與稻田相間的沼澤，名菜海子，與滇池
相連。明為沐英別墅，清初吳三桂建王府花園，湖心有一島，清康熙三十一年巡撫王繼文建碧漪亭(即海心亭)，
後人又增置了長堤、樓閣，種植了楊柳、荷花，稱為翠湖。每年冬春時節，上萬隻紅嘴鷗雲集翠湖。
上萬隻紅嘴鷗雲集翠湖。
晚宿昆明五星級標準索菲特大酒店或
晚宿昆明五星級標準索菲特大酒店或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或
索菲特大酒店或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或陽光酒店或七彩雲南
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或陽光酒店或七彩雲南溫德姆豪廷
陽光酒店或七彩雲南溫德姆豪廷大酒店或
溫德姆豪廷大酒店或佳華廣場
大酒店或佳華廣場
酒店或綠
酒店或綠洲大酒店或君樂
洲大酒店或君樂酒
君樂酒店或天恒
店或天恒酒店金
酒店金鷹廣場酒店或翠湖
鷹廣場酒店或翠湖賓館
酒店或翠湖賓館或
賓館或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昆明～
昆明～墨江(
墨江(北回歸線標誌園+
北回歸線標誌園+乘電瓶車)
乘電瓶車)～茶馬古道古驛站
茶馬古道古驛站－
驛站－那柯裡鎮～
那柯裡鎮～寧洱
(茶源廣場、
茶源廣場、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零公里碑)
零公里碑)～中國茶
中國茶城－普洱(
普洱(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墨江，參觀北回歸線標誌園。墨江北回歸線標誌園以“北回歸線”這一獨特地理標誌為主體，
融合了哈尼民族風情和神秘雙胞現象，擁有獨特的天文、地理、園林、園藝、雕塑、民俗、民族文化。每年夏
至日太陽直射在北回歸線上時，太陽在此轉身，“立杆不見影”的天文奇觀在這裡呈現，神奇的北回歸線還造
就了“日月交輝”、熱帶溫帶植被交錯等奇特的天文地理風貌。之後乘車往茶馬古道古驛站
茶馬古道古驛站－
驛站－那柯裡。
那柯裡。那柯裡
是古普洱府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驛站。“那柯裡”為傣語，意為小橋流水、田肥水美的好地方。那柯裡是
那柯裡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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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較為完好的茶馬古道遺址—那柯裡段茶馬古道
那柯裡段茶馬古道、馬店、風雨橋，還有當年馬幫用過的馬燈、馬飲水石槽等
歷史遺蹟和遺物，具有悠久的歷史痕跡和深厚的茶馬古道文化。之後乘車往寧洱縣。寧洱縣
寧洱縣是茶馬古道的起點
是茶馬古道的起點，
今天的茶源廣場上，矗立著一座“茶馬古道零公里碑”，正是中國對茶馬古道起源於寧洱的一個重要見證。
乘車往世界茶樹發源地“世界茶源，中國茶城，普洱茶都”，普洱茶的原產地和集散中心－ 普洱市(
普洱市 (思
茅 )。普洱市(
普洱市 (思茅)
思茅)曾是“茶馬古道”的重要驛站，也是連接東南亞國家的重要通道之一。茶馬古道是一個非
常特殊的地域稱謂，茶馬古道在於中國西南地區，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是中國西南民
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馬古道分川藏、滇藏兩路，連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爾、印度境內，
直到西亞、西非紅海海岸等地區。這條古道亦稱“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一
條文化繁榮之路。
晚宿普洱四
晚宿普洱四星級標準
星級標準曼悅
標準曼悅酒店
曼悅酒店乾合
酒店乾合大酒店或
乾合大酒店或景
大酒店或景蘭大酒店或
大酒店或牡丹假日酒店或同級
丹假日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中國茶城－
中國茶城－普洱(
普洱(梅子湖公園、
梅子湖公園、茶城觀景台、
茶城觀景台、中華普洱茶博覽苑)
中華普洱茶博覽苑)～西雙版納－
西雙版納－
景洪(
景洪(西雙版納熱帶花卉園
西雙版納熱帶花卉園、
熱帶花卉園、猛泐大佛寺)
猛泐大佛寺)(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傣
品嚐傣族農家風味)
農家風味)

早餐後，遊覽梅子湖公園，梅子湖位於雲南省普洱市思茅區梅子河，原為水庫，因攔截梅子河築壩蓄水
成為人工湖而得名。登上梅子湖大壩，湖光山色盡收眼底，湖水清澈如鏡，碧波蕩漾，波光瀲灩，藍
天白雲，青山綠樹，倒映水中，野鴨鷺鷥展翅騰飛，環境優美，如詩如畫。在茶城觀景台，觀賞自然
生態茶山，近看連綿起伏的茶地，遠處眺望美麗的中國茶城—思茅。遠觀風景名勝梅子湖公園，湖邊
群山環抱，遠處是一望無際的思茅松，令人心曠神怡。之後乘車往中華普洱茶文化博覽苑，欣賞萬畝生
態茶園如畫風景，瞭解普洱茶的悠久歷史文化，親自體驗製作普洱茶的工藝。之後乘車往西雙版納景洪遊覽熱
帶花卉園。西雙版納熱帶花卉園，坐落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州府景洪市的雲南熱帶作物科學研究所內。在這
８０公頃面積裡，栽培著許多熱帶經濟作物，薈萃了人們難得一見的熱帶花卉、熱帶果木、熱帶經濟林木，從
而構成了一幅幅美景。熱帶花卉園分為百草園區、棕櫚植物區、稀樹草坪區、果樹區和經濟作物區，各類建築
群間種著許多奇花異草、熱帶植物，使花卉園處處彰顯著熱帶園林景觀。在百草園，薈萃了奇花異草，設有花
草園、空中花園、盆景園、觀葉植物園等。乘車往猛泐大佛寺，猛泐大佛寺是在古代傣王朝的皇家寺院“景飄
佛寺”的原址上恢復重建的。據史料記載：“景飄佛寺”始建於明代，是南傳佛教象徵建築之一，也是
西雙版納佛教活動的重要場所
晚宿西雙版納
晚宿西雙版納五星級標準萬
西雙版納五星級標準萬達
五星級標準萬達皇冠假日度假酒店或萬
皇冠假日度假酒店或萬達希爾
達希爾頓逸林度假酒店
頓逸林度假酒店或
林度假酒店或雲投喜來登大酒店或
投喜來登大酒店或嘉
大酒店或嘉盛華美
達廣場酒店
達廣場酒店(
酒店(公寓樓)
公寓樓)或世紀
或世紀金源大飯
金源大飯店(A座)或同級。
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景洪～
景洪～瀾滄江風光、
瀾滄江風光、瀾滄江大橋～
瀾滄江大橋～田園風光～
田園風光～猛侖(
猛侖(熱帶植物園
熱帶植物園+
植物園+乘電瓶車)
電瓶車)～
猛臘(
猛臘(望天樹景區+
望天樹景區+熱帶雨林
熱帶雨林空中走廊
雨林空中走廊)
空中走廊)～景洪(
景洪(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傣族風味餐
品嚐傣族風味餐)
傣族風味餐)

早餐後，乘車往充滿熱帶風情的熱帶植
熱帶植物園。西雙版納海拔低，炎熱的氣候給西雙版納帶來了豐富的物產，這
裡熱帶水果種類繁多，除鮮果外，還出產大量的果脯，所以在西雙版納到處都看得到水果市場。西雙版納區內
的椰子樹、檳榔樹、芒果樹、菠蘿蜜、繡毬果等熱帶植物和花卉佈滿整個西雙版納，樹叢中掩映著座座傣家竹
樓，賞心悅目。位於西雙版納猛臘縣猛侖鎮熱帶植物園，全稱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當地人稱猛侖
植物園。植物園裡有十三個專題園：熱帶果樹資源園、蔭生植物園、棕櫚植物園、水生植物園、民族植物園、
藥用植物區、龍腦香植物區、香料植物區、竹類植物區、珍稀瀕危植物遷地保護區、榕樹園、樹木園、名樹名
花園等。是一個以熱帶雨林為主，集科研、植物種質保存、科普和生態旅遊等為一體的中國最大植物園。園內
頂天立地的“大板根”、殘忍的“絞殺植物”、氣勢磅礴的“獨木成林”、五彩繽紛的“空中花園”、奇特的
“老莖開花”、會變顏色的花、讓酸水果變甜的神秘果、隨音樂節律顫動的跳舞草、按時開花的時鐘花，以及
樹漿劇毒的“見血封喉”等等奇花異木，令人大開眼界，各種熱帶雨林景觀，使人流連忘返。乘車往猛臘望天
樹景區，觀賞原始熱帶雨林，
觀賞原始熱帶雨林，走望天樹上的“
走望天樹上的“空中走廊”
空中走廊”，在高空中俯視熱帶雨林的奇異風光。
在高空中俯視熱帶雨林的奇異風光。望天樹是西雙
版納州特有的樹種之一，僅分佈在州內猛臘縣。望天樹屬龍腦香科，常綠高大喬木。因它長得挺拔筆直，一般
的高度約在40至80多米之間，如利劍般直刺藍天，有“林中巨人”、“林中美王子”之美譽。望天樹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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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壽命長，用途廣泛，被列為國家一級保護植物。之後乘車返回景洪。
晚宿西雙版納
晚宿西雙版納五星級標準萬
西雙版納五星級標準萬達
五星級標準萬達皇冠假日度假酒店或萬
皇冠假日度假酒店或萬達希爾
達希爾頓逸林度假酒店
頓逸林度假酒店或
林度假酒店或雲投喜來登大酒店或
投喜來登大酒店或嘉
大酒店或嘉盛華美
達廣場酒店
達廣場酒店(
酒店(公寓樓)
公寓樓)或世紀
或世紀金源大飯
金源大飯店(A座)或同級。
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西雙版納－
西雙版納－景洪市
景洪市～猛海．
猛海．景真．
景真．八角亭～
八角亭～中緬邊鎮－
中緬邊鎮－打洛口岸、
打洛口岸、中緬界碑、
中緬界碑、
獨樹成林～
獨樹成林～中緬第一寨－
中緬第一寨－猛景來自然生態村
猛景來自然生態村、景洪夜市
景洪夜市(
夜市(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遊覽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首府－景洪，景洪原名“允景洪”，傣族譯意為“黎明之城”，因此，人
們習慣地把它呼作“黎明城”。西雙版納由於臨近泰國、緬甸等佛教國家，小乘佛教在這裡深入人心，處處可
見充滿東南亞風情的佛寺、佛塔，傣族人基本上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抵達後，乘車往猛海遊覽景真八角亭。景
真八角亭位於猛海縣景真山上，亭子因山而得名，八角亭是一座佛教建築物，是為紀念釋迦牟尼佛祖而建。是
西雙版納的重要文物之一，建於西元1701年。八角亭為磚木結構，呈八角形，亭身有31個斜面，鑲嵌彩色玻璃，
並用金銀粉印出各種花卉、動物、人物圖案，在陽光的照射下，光彩奪目。之後乘車往中緬邊境城鎮－打洛。
觀賞打洛獨樹成林，獨樹成林位於打洛鎮邊境貿易區內的曼掌寨子旁，是一棵古榕樹，有900多年的樹齡，共
有31個根立於地面，樹高70多米，樹幅面積120平方米，大榕樹除主幹外，還從枝幹上生出許多柱根插入土中，
支柱根又變成了另一棵樹，形成樹生樹，根連根的壯觀景象。枝葉既像一道籬笆，又像一道綠色的屏障，成為
熱帶雨林中的一大奇觀，打破了“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的俗語。之後乘車前往打洛中緬第一寨—猛景來，
猛景來是個純天然的傣族自然村落，幽靜祥和，古香古色，散發著自然與人文景觀的獨特魅力，清澈的打洛江
從寨子西側流過，形成天然的國境線，江的對岸就是緬甸，與緬甸撣邦第四特區的首府、著名的旅遊城市—小
猛拉遙相輝映。因而有"中緬第一寨"之稱。猛景來村口的塔林、神樹、神泉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此感受一村
兩國的別樣風景，村子中間的界碑就是兩國的界限，東邊是中國，西邊是緬甸。之後乘車返回景洪。
晚宿西雙版納
晚宿西雙版納五星級標準萬
西雙版納五星級標準萬達
五星級標準萬達皇冠假日度假酒店或
皇冠假日度假酒店或萬
假日度假酒店或萬達希爾
達希爾頓逸林度假酒店
頓逸林度假酒店或
林度假酒店或雲投喜來登大酒店或
投喜來登大酒店或嘉
大酒店或嘉盛華美
達廣場酒店
達廣場酒店(
酒店(公寓樓)
公寓樓)或世紀
或世紀金源大飯
金源大飯店(A座)或同級。
同級。
第六天
第六天：三岔河森林公園(
三岔河森林公園(蝴蝶館、
蝴蝶館、野象谷熱帶雨林、
野象谷熱帶雨林、漫步高架空中
漫步高架空中觀光走廊
空中觀光走廊、
觀光走廊、觀賞原
始森林風光)
始森林風光)～基諾山寨～
基諾山寨～墨江(
墨江(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猛養自然保護區三岔河森林公園
。三岔河森林公園是西雙版納最令人神往的森
林公園和觀賞野象活動的景區。自然保護區以其特有的熱帶原始森林景觀和數量較多的野生亞洲象（約 130 多
頭）而著稱於世。中國的野象，目前僅存在於西雙版納的熱帶雨林之中。而西雙版納野象穀，是野象活動最為
集中、頻繁的地方。遊覽蝴蝶館，遊境熱帶原始森林中亞洲野象活動區域，乘坐全長 2063 米穿越熱帶雨林上
空的觀光索道、漫步在 1000 多米長的原始森林上高架觀光走廊觀賞原始森林。之後乘車往基諾山寨 基諾族
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基諾族自稱“基諾”，意為“舅舅的後代”或“尊敬舅舅的民族”。主要分佈在西雙版納
傣族自治州景洪縣基諾鄉。基諾山寨是西雙版納唯一一個全面集中展示基諾文化為主題、以自然村寨為依託的
原生態旅遊景點。在這裡您可以受到基諾族濃鬱的民族風情、歷史文化、神秘的原始宗教，淳樸的生產方式和
獨具特色的基諾族民居及秀美的自然風光。這個民族是直接從原始社會主義過渡的民族，也被稱為“從原始社
會走來的民族”，因此保留下了許多原始的生活習俗和民族風情。之後乘車往
約 四
子
秘 緣 主題 元 河
野象谷熱帶雨林

。

墨江。
墨江。

晚宿墨江

準

星級標
星級標準雙

星大酒店或
星大酒店或

境奇

民族

酒店或
酒店或

江紅

谷熱海酒店或同級。
谷熱海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第七天：墨江(
墨江(文廟)
文廟)～石屏(
石屏(石屏古城
石屏古城、
古城、古州衙門、
古州衙門、玉屏書院)
玉屏書院)～昆明(
昆明(品嚐雲南過橋米線)
品嚐雲南過橋米線)
(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遊覽墨江文廟，文廟始建于清道光元年（西元1821年）。文廟是縱向庭院建築群，有淩霄閣、魁星閣、
左右廂房。大成殿、後殿。依山而建，層層相連，甚為雄偉壯觀。站在閣樓之中，居高臨下，憑窗遠眺，縣城
景色，城南綠野等景致盡收眼底。從縣城往上眺望，只見層層建築，依山就勢，逐級而上，甚為壯觀，整個文
廟又是一座花木滿院，空氣清新，風景優美的大花園。之後乘車往遊覽石屏古城，石屏有崇尚儒學之遺風，民
風淳樸，知書達理。自古以來，石屏就是雲南省人才輩出的地方，素有“鐘靈毓秀”之美譽。石屏古城在兩千
多年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曾創造了輝煌的文化業績，自元代起就重教興文，到明清時期有書院10座，私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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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百處；太史第、進士第、將軍第、觀察第、宗人府和私家花園琳琅滿目，有關專家稱石屏古城為明、清民
居建築的博物館。古州衙門，始建於元朝末年，至今保存較為完好。之後返回昆明。
溫德姆豪廷
佳華廣場
綠
君樂
恒 鷹廣場
賓館
晚宿昆明五星級標準索菲特大酒店或
晚宿昆明五星級標準索菲特大酒店或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或
索菲特大酒店或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或陽光酒店或七彩雲南
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或陽光酒店或七彩雲南
酒店或

洲大酒店或

酒店或天

酒店金
酒店金

酒店或翠湖

大酒店或

或同級。

第八天：
第八天：昆明(
昆明(瀑布公園)
瀑布公園)(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昆明瀑布公園，又名牛欄江瀑布公園，瀑布公園景觀區充分利用牛欄江引水地勢自然落差，
建造了高約 12.5 米，寬幅約 400 米的人工瀑布。牛欄江水從 12.5 米的地勢高差落下，甚是壯觀。在瀑布前方
的水面上建有觀景橋，可近距離觀景。該人工瀑布屬國內幅寬最大、流量最大、規模最大的人工瀑布。乘車往
昆明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寶安機場，安排乘坐直通旅遊車或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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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保安費、行李保險及行李保管費、行李生小費、個人旅遊保險費等。
2. 旅行團服務費：議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8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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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景點如適逄休息日或假期關閉，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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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景點纜車、空中走廊偶爾受風雨或其他因素影響停開，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或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均以當地接
待單位安排為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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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景區、傣族村寨、餐廳、洗手間等，可能會有擺賣銀器、玉石、土特產、茶葉等旅遊商品，並非旅行社指定特定的
購物商店，其貨品及服務並非本公司提供及控制，請客人必須自行瞭解清楚其貨品價格、品質等情況及買者責任自
負。
12. 行程中各景點、寺廟，如因各種因素或風雪天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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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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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昆明、深圳、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會更改為昆明至香港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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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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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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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