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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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緬公路 茶馬古道 西南古
西南古絲綢之路 高黎貢山風光 騰沖 火山地熱國家
火山地熱國家地質公園
國家地質公園
熱海溫泉 和順古鎮 來鳳山國家
來鳳山國家森林公園
國家森林公園 疊水河瀑布 四天文化風情之旅
天文化風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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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Z2TCZ2-4A
航空公司：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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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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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自費景點，
不設自費景點，帶您深度暢遊雲南
帶您深度暢遊雲南、
雲南、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騰沖、
騰沖、和順古鎮，
和順古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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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成本：
重成本：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騰沖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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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級酒店。
細意暢遊中緬公路、
細意暢遊中緬公路、西南絲綢之路、
西南絲綢之路、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著名的僑鄉、
著名的僑鄉、文化之邦－
文化之邦－騰沖、
騰沖、和順古鎮。
和順古鎮。
精心嚴選住宿
精心嚴選住宿：
住宿：安排住宿和順古鎮
安排住宿和順古鎮高等級
和順古鎮高等級特色客棧酒店
高等級特色客棧酒店一晚
特色客棧酒店一晚，
一晚，細意漫遊西南絲綢之路上的馬幫重鎮
細意漫遊西南絲綢之路上的馬幫重鎮，
西南絲綢之路上的馬幫重鎮，被
評選為中國十大魅力名鎮之首的
評選為中國十大魅力名鎮之首的和順古鎮，
和順古鎮，領略滇緬公路
領略滇緬公路、
緬公路、西南絲綢之路、
西南絲綢之路、茶馬古道歷史
茶馬古道歷史文化
歷史文化。
文化。



限定季節：
限定季節：每年11
每年11月
11月15日
15日-12月
12月5日出發旅行團特別增加安排遊覽固東鎮－
日出發旅行團特別增加安排遊覽固東鎮－銀杏村。
銀杏村。
限定季節：
每年002月10
10日
日出發旅行團特別增加安排觀賞界頭鎮
界頭鎮－
油菜花。
限定季節
：每年
日-3月10日出發旅行團特別增加安排觀賞
界頭鎮
－油菜花
。



重本安排：
重本安排：包欣賞騰沖大劇院
包欣賞騰沖大劇院《
騰沖大劇院《夢幻勝沖》
幻勝沖》大型劇場表演，
大型劇場表演，更深入瞭解勝沖滇西文化歷史文
更深入瞭解勝沖滇西文化歷史文化
滇西文化歷史文化。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
深圳騰沖(
騰沖(騰越文化廣場、
騰越文化廣場、高黎貢山母親像、
高黎貢山母親像、來鳳山國家
來鳳山國家森林公園
國家森林公園－
森林公園－
来鳳寺、綺羅古鎮)(
綺羅古鎮)(早
)(早/午/晚餐)
晚餐)(欣賞夢幻勝沖表演
欣賞夢幻勝沖表演)
夢幻勝沖表演)

早餐後，乘車往昆明機場乘搭民航客機飛往著名的“西南絲綢之路”
西南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保山或騰沖或大理或
保山或騰沖或大理或芒市
或大理或芒市。
芒市。
抵達後，乘車往勝沖遊覽騰越文化廣場、高黎貢山母親像。之後往來鳳山國家森林公園，來鳳山傳說有鳳凰到
此而得名。來鳳山是 90 多萬年前火山噴發形成的盾形古火山，是騰沖境內眾多的火山中最古老的火山之一。
公園內林木蓊鬱，古樹參天，蒼翠欲滴，空氣清新。山頂有始建于清道光年間文筆塔，山腰有騰沖最富盛名的
始建于唐代南詔時期、佛教聖地－來鳳寺，原名龍鳳祠，明代改稱來鳳寺，現存殿宇為清光緒年重建。寺內建
有白玉真人殿，始建于清道光元年，是全國唯一的一座白玉祖師殿。來鳳寺建築典雅大度，園林精巧幽靜，大
雄寶殿佛像慈悲莊嚴，玉佛殿有旅緬華僑奉送的白玉臥佛和十八羅漢，造型有南傳佛教特色。公園內內栽培著
100 多個品種約 2500 多株珍貴茶花，冬春之交，茶花怒放。登高攬勝，心曠神怡。綺羅古鎮是一個風光秀麗、
歷史悠久、人才輩出、民風淳樸的著名僑鄉，也是騰沖有名的文化之鄉。綺羅因村前河流如帶、狀似綾羅而得
之說，綺羅《文昌宮碑記》也有“秀水東來，環繞宛若襟帶”的記載。
晚宿騰沖五星級標準騰沖官房大酒店或美爾翡翠皇冠建國酒店或世紀金源大飯店或
晚宿騰沖五星級標準騰沖官房大酒店或美爾翡翠皇冠建國酒店或世紀金源大飯店或同級
騰沖官房大酒店或美爾翡翠皇冠建國酒店或世紀金源大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騰沖～
騰沖～火山地熱國家地質公園+
火山地熱國家地質公園+乘電瓶車、
乘電瓶車、火山博物館、
火山博物館、小空山、
小空山、柱狀節理、
柱狀節理、
黑魚河～
黑魚河～和順古鎮、
和順古鎮、艾思奇故居+
艾思奇故居+乘電瓶車、
乘電瓶車、和順圖書館、
和順圖書館、民居(
民居(早/午/晚餐)
晚餐)

限定季節：
限定季節：每年 11 月 15 日-12 月 5 日出發旅行團特別增加安排遊覽固東鎮
日出發旅行團特別增加安排遊覽固東鎮－
固東鎮－銀杏村。
銀杏村。
每年 02 月 10 日-3 月 10 日出發旅行團特別增加安排觀賞
出發旅行團特別增加安排觀賞界頭鎮
增加安排觀賞界頭鎮－
界頭鎮－油菜花。
油菜花。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國家火山地熱地質公園
國家火山地熱地質公園－
地熱地質公園－火山群。騰沖火山群位於橫斷山系兩段的高黎貢山西側，主要集
中分佈在和順鄉、馬站鄉一帶，為我國西南最典型的第四紀火山。馬站鄉火山公園主要景點包括大空山、
大空山、小空
山、黑魚河、柱狀節理等。公園內設有火山博物館，以大量的實物和圖片展示火山運動的科學知識。騰沖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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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火山城，是中國最集中、最壯觀、最典型的火山地熱區。騰沖火山地熱地質公園是第四紀火山活動給人類
留下的珍貴遺產，為全國四大火山群之一。乘車往黑魚河景區，
往黑魚河景區，沿途觀賞柱狀節理。
沿途觀賞柱狀節理。柱狀節理：
柱狀節理：是火山爆發時
噴出的未露於地表岩漿冷凝後形成的柱狀體，騰沖千姿百態的柱狀節理，歸功於龍川江斷裂將岩層錯斷，再在
流水的沖刷、切割下展露出來。分佈在黑魚河峽谷中的柱狀節理，真正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傑作。之後乘車往
有“華僑之鄉”
華僑之鄉”、“書香名裡”
書香名裡”稱譽的和順古鎮。走進和順鄉，古樸典雅的祠堂、月臺、亭閣、石欄比比皆是，
倚山臨水，房舍鱗次，直街曲巷，石色蒼蒼；暖屋靜院，戶戶書香。這裡的風光如詩如畫，記載了繁盛一時的
歷史和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澱。
晚宿騰沖五星級標準騰沖官房大酒店或美爾翡翠皇冠建國酒店或世紀金源大飯店或
晚宿騰沖五星級標準騰沖官房大酒店或美爾翡翠皇冠建國酒店或世紀金源大飯店或同級
騰沖官房大酒店或美爾翡翠皇冠建國酒店或世紀金源大飯店或同級。
同級。
騰沖固東鎮銀杏村賞葉期：
銀杏村賞葉期：每年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初
銀杏村是位於雲南騰沖縣的一個小村莊，曾是電影《武俠》的外景地。銀杏村原名江東村，以“村在林中，林
在村中”的自然風光聞名，每年深秋，房前屋後，黃葉紛飛，異常美麗。獨特的地理氣候原因，銀杏村的“賞
葉季”較長，每年 10 月下旬-12 月中旬為最佳觀賞期。全村共分佈有古銀杏樹 3000 餘株。
騰沖界頭鎮油菜花花期
界頭鎮油菜花花期：
油菜花花期：二月上旬至三月中旬左右，
二月上旬至三月中旬左右，
界頭鎮是騰沖高黎貢山環抱下的“花園盆地”，春天裡油菜花、杜鵑花、山茶花爭奇鬥兀豔，山清水秀林美，
整個一幅柔情愜意的天然花卷。十多萬畝油菜花盛開時即像一片茫茫大海，又像一片金黃色的地毯，微風吹過，
油菜花迎風招展，傳來一陣陣清香，讓人陶醉。
第三天
第三天：騰沖～
騰沖～北海濕地+
北海濕地+乘船遊覽～
乘船遊覽～滇西抗戰紀念館、
滇西抗戰紀念館、國殤墓園～
國殤墓園～疊水河瀑布～
疊水河瀑布～熱海
溫泉景區
溫泉景區+
景區+乘景區電瓶車、
乘景區電瓶車、蛤蟆嘴、
蛤蟆嘴、大滾鍋、
大滾鍋、珍珠泉、
珍珠泉、眼鏡泉(
眼鏡泉(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北海濕地。
北海濕地。北海濕地其成因為新生代火山噴發而形成的亞熱帶火山熔岩堰塞湖濕地，水面上覆
著一片片厚厚的草甸，有如浮在海上的綠色地毯，隨季節變化可以欣賞不同的動植物。是中國西南唯一的高原
火山堰塞湖，是中國首批國家級濕地保護區之一。之後參觀中國遠征軍二十二集團軍騰沖光復戰陣亡將士的紀
念陵園－國殤墓園。國殤墓園是雲南僅有、國內少見的大型抗日戰爭紀念陵園。疊水河瀑布高 46 米，瀑布兩
邊崖壁上排列著奇妙的柱狀節理群，大盈江水流經此處，從 30 多米的高岩上跌落，響聲雷動，水花四濺。遊
覽騰沖地熱溫泉群，又稱熱海。觀賞大滾鍋、珍珠泉、眼鏡泉、蛤蟆嘴等熱沸泉、噴泉。熱海中最典型的是“大
滾鍋”，它的直徑 3 米多，水深 1.5 米，水溫達 96.6℃，晝夜翻滾沸騰，四季熱氣蒸騰。之後可自費享受溫泉
浴，消除一天的疲勞。
晚宿騰沖五星級標準騰沖官房大酒店或美爾翡翠皇冠建國酒店或世紀金源大飯店或
晚宿騰沖五星級標準騰沖官房大酒店或美爾翡翠皇冠建國酒店或世紀金源大飯店或同級
騰沖官房大酒店或美爾翡翠皇冠建國酒店或世紀金源大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騰沖(
騰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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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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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保險及行李保管費、行李生小費、個人旅遊保險費等。
2. 團費並不包括騰沖熱海景區泡溫泉浴；(每次/約 120RMB、約 1 小時)、安排時間：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不泡溫泉
浴者可以在當地自由活動。自費活動必須遵守工作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因應個人健康情況及體格、安全等而自
行衡量選擇是否參與自費活動，如有任何意外，責任須由參加者自行承擔。價格僅供參考，如有任何更改，均以當
地所訂為準。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以作保障。
3.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4天＝HK$3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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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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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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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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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號：CS-TCZ2-4A 牌照號碼：353193 查詢電話：27712399 生效日期：JAN/2019 航空公司：ZH

8. 參觀景點、博物館如適逄休息日或假期閉館，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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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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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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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客人必須自行了解清楚其貨品價格、品質等情況及買者責任自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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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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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和順古鎮內之客棧星級均以當地古鎮內有關單位評級為參考，本公司以★星級標示，以供客人參考。
15.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騰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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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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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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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