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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溫州 永嘉 雁蕩山 楠溪江風景區 岩頭村古鎮 麗水古街 芙蓉村古鎮 石桅岩
獅子岩 楠溪江－
楠溪江－竹筏漂流 四天山水古鎮精華遊

團號：CS-WNZY/4A
成人團費：

本團特點：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CZ/ZH/SC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查詢電話：27712399
出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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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安排購物商店，帶您深
度暢遊浙江
度暢遊浙江、
浙江、溫州、
溫州、雁蕩山、
雁蕩山、楠溪江古鎮，
楠溪江古鎮，觀賞山水自然風光美景，
觀賞山水自然風光美景，領略古鎮古村歷史文化
領略古鎮古村歷史文化之旅
歷史文化之旅。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溫州深圳/
深圳/香港雙飛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直航船或直通旅遊
車往返接送，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世界地質公園－
世界地質公園－雁蕩山，
雁蕩山，中國十大名山之一，
中國十大名山之一，雁蕩山山水奇秀，
雁蕩山山水奇秀，因“山頂有湖
山頂有湖，
有湖，蘆葦叢生，
蘆葦叢生，秋雁宿之”
秋雁宿之”
故而山以鳥名－
故而山以鳥名－雁蕩。
雁蕩。雁蕩山以峰、
雁蕩山以峰、瀑、洞、嶂見長，
嶂見長，以奇峰怪石、
以奇峰怪石、古洞石室、
古洞石室、飛瀑流泉稱勝。
飛瀑流泉稱勝。其中，
其中，
靈峰、
靈峰、靈岩、
靈岩、大龍湫三個景區被稱為“
大龍湫三個景區被稱為“雁蕩三絕”
雁蕩三絕”。特別是靈峰夜景，
特別是靈峰夜景，靈岩飛渡堪稱中國一絕。
靈岩飛渡堪稱中國一絕。素有“
素有“海
上名山”
上名山”、“寰中絕勝”
寰中絕勝”之稱譽，
之稱譽，史稱“
史稱“東南第一山”
東南第一山”。
楠溪江融天然山水，
楠溪江融天然山水，田園風光，
田園風光，人文景觀，
人文景觀，於一體，
於一體，以“水秀、
水秀、岩奇、
岩奇、瀑多、
瀑多、村古、
村古、灘美”
灘美”的獨有特色
而聞名，
而聞名，被譽為“
被譽為“中國山水畫搖籃”
中國山水畫搖籃”；在楠溪江，
在楠溪江，山水文化與古村文化的高度結合，
山水文化與古村文化的高度結合，耕讀文化與宗族文
化的相互交融，
化的相互交融，至今遺存著唐宋元明清時的古塔
至今遺存著唐宋元明清時的古塔、
唐宋元明清時的古塔、橋樑、
橋樑、路亭、
路亭、牌樓等遺跡，
牌樓等遺跡，並保存著以
並保存著以“
存著以“七星八鬥”
七星八鬥”
和“文房四寶”
文房四寶”以及陰陽風水構思而建築的古村落，
以及陰陽風水構思而建築的古村落，且留存著大批完整的百家姓宗譜、
且留存著大批完整的百家姓宗譜、族譜等。
族譜等。
觀光特別安排
觀光特別安排：
特別安排：楠溪江乘坐竹筏漂流，
楠溪江乘坐竹筏漂流，觀賞楠溪江兩岸山水田園風光
觀賞楠溪江兩岸山水田園風光。
細意暢遊有“
細意暢遊有“東南第一山”
東南第一山”之稱的海上名山－－
之稱的海上名山－－雁蕩山
－－雁蕩山，
雁蕩山，觀賞雁蕩山
觀賞雁蕩山山水風光美景
雁蕩山山水風光美景。
山水風光美景。
細意暢遊“
細意暢遊“中國山水畫搖籃”
中國山水畫搖籃”楠溪江歷史文化古村落“
楠溪江歷史文化古村落“岩頭村古鎮、
岩頭村古鎮、芙蓉村古鎮”
芙蓉村古鎮”，領略楠溪江古鎮
領略楠溪江古鎮建
古鎮建
築的風水講究，
築的風水講究，耕讀民風和宗族文化等。
耕讀民風和宗族文化等。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溫州
深圳 溫州(
晚餐)(品嚐溫州小吃風味
溫州(晚餐)(
)(品嚐溫州小吃風味)
品嚐溫州小吃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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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往浙江溫州市。溫州古為甌地，也稱東東甌，東甌又叫東越或甌越。溫州是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亦是
中國青瓷的發源地之一。晚住宿溫州四星級標準東甌
晚住宿溫州四星級標準東甌大酒店或將軍大酒店或
大酒店或將軍大酒店或同級
將軍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溫州～
溫州～楠溪江風景區(
楠溪江風景區(岩頭村古鎮、
岩頭村古鎮、麗水古街、
麗水古街、芙蓉村古鎮、
芙蓉村古鎮、石桅岩、
石桅岩、獅子岩、
獅子岩、
楠溪江－
楠溪江－乘竹筏漂流)
乘竹筏漂流)～雁蕩山(
雁蕩山(靈峰夜景)
靈峰夜景)(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山珍風味)
品嚐山珍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永嘉楠溪江風景區遊覽；楠溪江融天然山水，田園風光，人文景觀，於一體，以“水秀、岩奇、
瀑多、村古、灘美”的獨有特色而聞名，被譽為“中國山水畫搖籃”；而芙蓉村是楠溪江中上游保存最完整的
古村落。始建於殘唐五代，至今已有千年歷史，從各式各樣的公共建築，到大小民宅建築風貌，幾乎都秉承了
「天人合一」「八卦」等建築構想。團友可以在此感受體會到古時建築的風水講究，耕讀民風和宗族文化，對
建築專家來講，這裡可以找到極其稀有的古民居活化石。岩頭是楠溪江流域最大的古村落，而麗水街這絛古街
不僅是岩頭村的象徵，也是整個楠溪江旅遊區的代表性景點。之後遊覽有“浙南天柱”之譽的石桅岩。石桅岩
三面澗水環繞，一峰拔水而起，相對高度 306 米，形如船桅，造型獨特，姿態雄奇，集峭壁危岩、奇峰險峽、
急流深潭、沙灘草地於一體，景色清幽迷人。之後遊覽獅子岩後，乘竹筏沿楠溪江觀賞兩岸山水田園風光(竹
筏漂流如果下雨或江水上漲則有可能取消)。乘車往樂清雁蕩山，晚上欣賞靈峰夜景(視乎天氣而定)。靈峰是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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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山的東大門，在月夜，諸峰剪出片片倩影，“雄鷹斂翅”、“犀牛望月”、“夫妻峰”“相思女”等，形神
兼備，令人神思飛翔，浮想聯翩，“靈峰夜景”遂成為萬口爭說的靈峰絕景。晚住宿雁蕩山
晚住宿雁蕩山三星級
雁蕩山三星級標準
三星級標準芙蓉賓
標準芙蓉賓
館或銀雁山莊或銀鷹山莊
銀雁山莊或銀鷹山莊或
銀鷹山莊或同級。
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雁蕩山(
雁蕩山(方洞景區+
方洞景區+乘纜車往返、
乘纜車往返、合掌峰、
合掌峰、觀音洞、
觀音洞、北斗洞、
北斗洞、靈峰日景、
靈峰日景、靈岩、
靈岩、
靈岩寺、
靈岩寺、小龍湫、
小龍湫、大龍湫
大龍湫)(早
)(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農家風味)
品嚐農家風味)

早餐後，遊覽雁蕩山；雁蕩山位於中國浙江省溫州市樂清市境內，始於南北朝，興於唐，盛於宋，素以奇峰怪
石，古洞石室，飛瀑流泉稱勝；乘車遊覽方洞景區
方洞景區，
景區，由於最大的山洞呈方形故謂之方洞，方洞景區有百余米的
棧道，在絕壁中架起，一邊便是懸崖；另在兩山之間還架有吊索橋，更是險峻。觀音洞藏於合掌峰之中，依岩
構築九層樓閣，為雁蕩山第一洞天。早在唐（860—874）年間，高僧善孜獨居洞中，宋崇寧五年（1106），於
岩上塑五百羅漢，因之改名為羅漢洞。清同治年間，改稱為觀音洞。北斗洞位於觀音洞左側，為雁蕩山的一處
著名道觀。清光緒初年，道人趙至賢始開此洞，環境清幽。洞口高大寬敞，洞內光線充足，冬暖夏涼，為雁蕩
山諸景所不及。雁蕩三絕（
雁蕩三絕（靈峰、
靈峰、靈岩、
靈岩、大龍湫）
大龍湫），靈峰是雁蕩山的東大門，沿鳴玉溪而上，山腋兩壁，危峰
亂疊，溪澗潺潺，日景耐看，
耐看，夜景銷魂
夜景銷魂。靈岩正當其中，為雁蕩山的“明庭”。以靈岩寺為中心，後有燦若雲錦
的屏霞嶂，左右天柱、展旗二崖對峙，壁立千仞。因“渾龐”而生肅穆，人處其中，頓覺萬慮俱息。小龍湫又名
小瀑布，在靈岩寺右側後面的龍隱嶂底，是靈岩的景觀之一。大龍湫古稱西內谷。谷中泉水名錦溪，源於大龍
湫，以奇峰、巨嶂、飛瀑取勝，被譽為“天下第一瀑”的大龍湫，變幻多姿，蔚為壯觀。晚住宿溫州四星級標準
東甌大酒店或將軍大酒店或
大酒店或將軍大酒店或同級
將軍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四天：
深圳/
第四天：溫州(
溫州(江心嶼+
江心嶼+乘渡船、
乘渡船、五馬步行街)(
五馬步行街)(早餐
)(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船往往遊覽溫州市江心嶼；江心嶼位於溫州市區北面甌江之中，江心嶼遍佈殿堂亭榭，古跡，古木
蔥蘢， 風景秀幽，向有“甌江蓬萊”之稱；然後前往溫州市五馬步行街，五馬步行街是溫州市最著名的商業

街，是溫州市的傳統商業中心，沿街各類商店鱗次櫛比，保留了原有的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感受溫州商業的

之後乘車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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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榮。

行程至此結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祝君旅途愉快!

注意事項：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航機燃油附加費、機場保安費、行李保險費、行李保管費、行李生小費等。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4＝HK$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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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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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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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欣賞日出晨曦、日出、日落、晚霞、靈峰夜景等自然景觀，屬自然現象，視乎天氣而定。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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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上山，均以當地
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乘船往江心嶼，如果遇上大風大雨，可能會採取部分船不可以航行，或者就會停航。一切以當地有關航運管理部門
安排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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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溫州、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會更改為溫州至香港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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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人數不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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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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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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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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