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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甘寧三省)
陝甘寧三省) 古都咸
古都咸陽 唐．武則天陵 彬縣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大佛寺石窟
大佛寺石窟 六盤山風光
平涼 道教名山—
道教名山—崆峒山 固原 須彌山石窟 銀川 西夏王陵 西夏博物館 賀蘭山岩畫
中衛 沙坡頭 羊皮伐－
羊皮伐－黃河漂流 3D 玻璃橋 高廟 黃河青銅峽
黃河青銅峽 一百零八塔
六天西北風情之旅
六天西北風情之旅

團號：CSCS-XINC/6A
成人團費：

本團特點：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HU/ZH/CZ/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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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由極富實踐經驗的資深旅遊策劃顧問精心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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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自
費景點、不設車上售賣，
不設車上售賣，帶您深度暢遊寧夏
帶您深度暢遊寧夏－
寧夏－銀川、
銀川、賀蘭山岩畫、
賀蘭山岩畫、中衛、
中衛、大漠奇觀－
大漠奇觀－沙坡頭、
沙坡頭、固原、
固原、甘肅、
甘肅、
平涼、
平涼、道教名山－
道教名山－崆峒山、
崆峒山、陝西，
陝西，領略古絲綢之路風采，
領略古絲綢之路風采，探秘西夏歷史文化，
探秘西夏歷史文化，觀賞道教名山風光，
觀賞道教名山風光，覽勝大
漠奇觀、
漠奇觀、黃河美景。
黃河美景。
好航機、
好航機、重成本：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西安或
西安或銀川深圳/
深圳/香港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粵港車
牌跨境巴士/旅遊車往返接送，行程順暢，直接省時，無需轉機，方便快捷，更多航班時間選擇。




精心嚴選優質住宿安排：
精心嚴選優質住宿安排：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貼心為您安排：
沿途提供礦泉水或蒸餾水給貴賓隨意飲用。
貼心為您安排
：沿途提供礦泉水或蒸餾水給貴賓隨意飲用
。



10位團友起選乘當地新款豪華座椅旅遊巴或傳統常規
10位團友起選乘當地新款豪華座椅旅遊巴或傳統常規3
位團友起選乘當地新款豪華座椅旅遊巴或傳統常規31－45座或以上旅遊巴
45座或以上旅遊巴(
座或以上旅遊巴(景區交通除外)
景區交通除外)。
悉心為您安排：
10位團友起即可安排香港領
位團友起即可安排香港領隊全程隨團
隊全程隨團，
當地接待一團一專車((在景區內除外
在景區內除外))。
悉心為您安排
：10
位團友起即可安排香港領
隊全程隨團
，當地接待一團一專車
絕不安排和其他公司旅行社團隊併團併車，
讓您更多時間觀光遊覽
更多時間觀光遊覽。
絕不安排和其他公司旅行社團隊併團併車
，讓您
更多時間觀光遊覽








暢遊大西北－
暢遊大西北－陝西、
陝西、甘肅、
甘肅、寧夏各大著名勝景
寧夏各大著名勝景，
各大著名勝景，感受大西北黃河風情
感受大西北黃河風情，
風情，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暢遊有“
暢遊有“東方金字塔”
東方金字塔”稱譽的西夏王陵，
稱譽的西夏王陵，探秘古代西夏黨項族歷史，
探秘古代西夏黨項族歷史，瞭解西夏黨項族文化。
瞭解西夏黨項族文化。
觀賞寧夏珍貴的民族藝術畫廊－
觀賞寧夏珍貴的民族藝術畫廊－賀蘭山岩畫，
賀蘭山岩畫，參觀銀川世界岩畫館，
參觀銀川世界岩畫館，瞭解銀川古代歷史文化。
瞭解銀川古代歷史文化。
暢遊“
暢遊“天下道教第一山”
天下道教第一山”－－崆峒山
－－崆峒山，
崆峒山，覽勝崆峒山人文景觀，
覽勝崆峒山人文景觀，欣賞崆峒山風光，
欣賞崆峒山風光，瞭解道教文化
瞭解道教文化。
道教文化。
暢遊中衛騰格里沙漠“
暢遊中衛騰格里沙漠“大漠奇觀”
大漠奇觀”沙坡頭，
沙坡頭，高成本安排沙坡古渡乘羊皮伐－
高成本安排沙坡古渡乘羊皮伐－黃河漂流，
河漂流，感受古時渡黃河
之交通，
之交通，乘沙漠大扶梯往沙坡頂－
乘沙漠大扶梯往沙坡頂－觀賞黃河、
觀賞黃河、沙漠風光
沙漠風光，
風光，領略人文歷史風情。
領略人文歷史風情。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陝西．
陝西．西安/
西安/咸陽(
咸陽(博物馆)
博物馆)(晚餐)
晚餐)(品嚐陝西
品嚐陝西風味
陝西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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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搭民航客機飛往
陝西省西安咸
陝西省西安咸陽國際機場。西安古稱長安，是陝西省會城市、
陝西省會城市、絲綢之路起點、
絲綢之路起點、中國古都，是當年義大利探險家
馬可波羅筆下《馬可·波羅遊記》中著名的古絲綢之路的起點，“西有羅馬，東有長安”是西安在世界歷史地
位的寫照。至今，西安與世界名城雅典、開羅、羅馬齊名，同被譽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咸陽是我國秦、
咸陽是我國秦、漢王
朝的故都之地，
朝的故都之地，位於涇、渭二水交匯之處，古籍稱作“渭汭”，是我國一座至今已有兩千多年聞名中外的歷史
名城、文明古都。抵達後，乘車往參觀西安或咸陽博物館
西安或咸陽博物館。晚餐品嚐陝西風味。
晚宿咸陽
晚宿咸陽五星級標準
咸陽五星級標準海泉灣維景國際大酒店
五星級標準海泉灣維景國際大酒店或
海泉灣維景國際大酒店或星河湾酒店或
星河湾酒店或西安五星級標準賽瑞喜來登大酒店或世紀金源大
西安五星級標準賽瑞喜來登大酒店或世紀金源大
飯店或西安印力諾富特酒店或豪享來溫德姆至尊酒店或曲江華美達廣場酒店或天驪君廷大酒店或開元名都大
酒店或萬達希爾頓酒店或喜來登大酒店或
酒店或萬達希爾頓酒店或喜來登大酒店或皇冠假日酒店或威斯汀大酒店或爵樂府大酒店或
萬達希爾頓酒店或喜來登大酒店或皇冠假日酒店或威斯汀大酒店或爵樂府大酒店或同級
皇冠假日酒店或威斯汀大酒店或爵樂府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二天：
乾陵(
彬縣(
第二天：咸陽～乾陵
乾陵(唐．武則天陵+
武則天陵+乘往返觀光車
往返觀光車)
觀光車)～彬縣
彬縣(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大佛寺石窟)
大佛寺石窟)
～甘肅
甘肅．
甘肅．平涼(
平涼(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平涼
品嚐平涼小吃風味
平涼小吃風味)
小吃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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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乘車往乾縣，遊覽有“歷代諸皇陵之冠”和“睡美人”之稱的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武則天
與其夫唐高宗李治的合地—乾陵，它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座兩朝帝王、一對夫妻皇帝合葬陵，是唐
代帝王“因山為陵”葬制的典範，對了解唐朝文化歷史有極重要意義。之後乘車往遊覽彬縣大
彬縣大佛寺石窟，大佛
寺石窟是陝西省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是絲綢之路上一顆璀璨的石刻藝術明珠。彬縣大佛寺歷史上曾是連接
秦隴的重要節點，扼守著絲綢之路的北道咽喉。隋唐時期，往來於此的東西客商見證了這座宏大石窟寺的興起。
彬縣大佛寺正是初唐時期長安周邊大型石窟寺的代表，它以規模巨大的泥塑大佛稱冠關中。大佛寺石窟南依青
翠巍峨的清涼山，北傍蜿蜒東流的涇河水。鑿岩為室，雕石成像。大佛洞石窟是現存唐太宗時期規模最大、最
為精美的一所洞窟，因為其中雕刻了高達約20米的大坐佛而得名的。洞窟內有石雕佛像三尊，阿彌陀佛依岩跌
坐居中，兩旁為胁侍菩薩觀世音及大勢至，造型優美生動，雕刻精細。之後驅車往甘肅平涼。平涼是古絲綢之
平涼是古絲綢之
路西出關
路西出關中之
出關中之要塞
中之要塞。
要塞。
晚宿平涼
晚宿平涼五星級標準廣成大酒
平涼五星級標準廣成大酒店
五星級標準廣成大酒店或紅泉大酒店或同級
泉大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平涼(
平涼(崆峒古鎮、
崆峒古鎮、崆峒山+
崆峒山+乘觀光車+
觀光車+乘單程纜車)
乘單程纜車)～寧夏六盤山風光
寧夏六盤山風光～
六盤山風光～固原
(須彌山石窟、
須彌山石窟、須彌山博物館
須彌山博物館)
博物館)～中衛(
中衛(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黃河魚風味)
品嚐黃河魚風味)

早餐後，乘車前往遊覽道教聖
道教聖地—崆峒山；崆峒山集奇險靈秀的自然景觀和古樸精湛的人文景觀於一身。自古
就有“西來第一山”、“西鎮奇觀”、“崆峒山色天下秀”之美譽。崆峒山以其峰林聳峙，危崖突兀，幽壑縱
橫，涵洞遍佈，怪石嶙峋，蓊嶺鬱蔥，既有北國之雄，又兼南方之秀的自然景觀，被譽為隴東黃土高原上一顆
璀璨的明珠。又因相傳為仙人廣成子修煉得道之所，人文始祖軒轅黃帝曾親臨問道廣成子於此山而被道教尊為
"天下道教第一山"。崆峒山一
崆峒山一年四季景
年四季景色各異。春觀山花爛漫
觀山花爛漫，
花爛漫，夏天翠鬱清
夏天翠鬱清涼
翠鬱清涼，秋賞層林盡染，
層林盡染，冬季銀
冬季銀裝素裹，
裝素裹，
四季都有美景
四季都有美景。
都有美景。之後乘車沿途欣賞六盤山風光往固原遊覽須彌山博物館，須彌山博物館是以“絲綢之路”與
“石窟佛教藝術”為主題的專題博物館。館內陳列分“佛教東傳”“須彌之光”“佛國眾生”“佛窟集萃”等
七個單元。之後遊覽須彌山石窟。須彌山
須彌山石窟是
石窟是佛教石窟寺，
石窟寺，也是中國十
是中國十大石窟之一
石窟之一。位於固原西北寺口子河
（古稱石門水）北麓的山峰上，始建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繼續營造，以後各代修葺重妝，成為原州（今
固原）規模最大的佛寺遺址。須彌山保存著造像 350 餘身，題記 33 則，壁畫 7 處，明代石壁 3 通，是中國古
代佛教藝術史上的一筆重要的遺產。之後乘車往中衛。
晚宿中衛四
晚宿中衛四星級標準新
星級標準新華國際飯店或沙坡頭假日酒店或中博大飯店或
華國際飯店或沙坡頭假日酒店或中博大飯店或隆
或沙坡頭假日酒店或中博大飯店或隆城酒店或黃河金岸花園
城酒店或黃河金岸花園大酒店
岸花園大酒店或
大酒店或禹都
麗茲酒店
麗茲酒店或
酒店或優派萊斯酒店
優派萊斯酒店或
斯酒店或雷迪森國際飯店
雷迪森國際飯店或
國際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中衛(
中衛(騰格里沙漠－－
騰格里沙漠－－沙坡頭風光
－－沙坡頭風光+
沙坡頭風光+乘電瓶車、
電瓶車、乘纜車索道
乘纜車索道或
索道或沙漠大扶梯往
沙漠大扶梯往沙
坡頂－
坡頂－觀賞黃河、
觀賞黃河、沙漠風光、
沙漠風光、沙坡古渡乘羊皮伐
沙坡古渡乘羊皮伐－
黃河漂流、3D 玻璃橋、
玻璃橋、
乘羊皮伐－黃河漂流、
高廟)
高廟)～青銅峽(
青銅峽(一百零八塔)
一百零八塔)～銀川(
銀川(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寧夏特色
品嚐寧夏特色羊肉火鍋
寧夏特色羊肉火鍋風味
羊肉火鍋風味)
風味)

注：黃河冬季
黃河冬季 12 月-3 月乘羊皮伐－
乘羊皮伐－黃河漂流如因
黃河漂流如因各
如因各種因素，
種因素，而不開放
不開放或停止漂流
停止漂流，
漂流，則取消，
則取消，不另作通
另作通知。
早餐後，乘車往中衛，中衛是甯、蒙、甘三省（區）的交接點，黃河第一入川口，是歐亞大通道，古絲綢之路
的必經之地。遊覽騰格里沙漠－
騰格里沙漠－沙坡頭。沙坡頭位於黃河北岸，乾隆年間，因在河岸邊形成一個寬 2000 米、
高約 100 米的大沙堤而得名。她集大漠、黃河、高山、綠洲為一處，這裡既具有西北風光之雄奇，又兼江南景
色之秀美，自然景觀獨特，人文景觀豐厚。之後乘車往參觀中衛高廟；高廟是位於中衛縣城北，是一座三教合
一的寺廟。廟裡供奉不僅有佛、菩薩，還有玉皇、聖母、文昌、關公，佛、道、儒三教的偶像，濟濟一堂。據
傳，高廟始建於明永樂年間（1403－1424 年），經歷代增建重修，至清代已成為一處規模較大的古建築群，表
現出寧夏古建築的風貌。它與“大漠奇觀”沙坡頭齊名，是中衛兩大景觀之一。之後乘車往遊覽青銅峽 108 塔，
108 塔是中國古塔建築中僅見的大型塔群，位於寧夏中部黃河上游段的最後一個峽口，是一組排列有序，極為
規則的塔群，共有 108 座，全部都用磚砌成，並抹以白灰。塔群坐西朝東，背山面水，隨山勢起伏而建，從上
到下按奇數排列成一個三角形的塔陣，除最上面的第一座塔較大之外，其餘均為小塔。每當風和日麗，108 座
塔倒映在金光閃閃的水波中，景色奇特，幽雅明麗。之後乘車往寧夏首府城市銀川。
晚宿銀川五星級標準西府井
晚宿銀川五星級標準西府井飯店或九洲
飯店或九洲國際飯店
九洲國際飯店或上陵
國際飯店或上陵波
或上陵波斯頓飯店或國貿
斯頓飯店或國貿中心假日酒店或凱賓
中心假日酒店或凱賓斯
凱賓斯基飯店或富
力萬達嘉
萬達嘉華酒店或
華酒店或立達深航國際酒店或大閱
達深航國際酒店或大閱城凱悅嘉軒酒店或大
凱悅嘉軒酒店或大閱
酒店或大閱城凱悅嘉寓酒店
凱悅嘉寓酒店或印
酒店或印象家
或印象家酒店或
象家酒店或寶什利
酒店或寶什利德
寶什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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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或銀川喜來登酒店
酒店或銀川喜來登酒店或
銀川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銀川～
銀川～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乘電瓶車、
乘電瓶車、西夏博物館、
西夏博物館、西夏文木活字印刷體驗館～
西夏文木活字印刷體驗館～賀蘭山
岩畫+
岩畫+乘電瓶車、
乘電瓶車、世界岩畫
世界岩畫館
岩畫館～鎮北堡西
鎮北堡西部影視城(
部影視城(明城、
明城、清城、
清城、老銀川一條街)
老銀川一條街)
(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被譽為“東方金字塔”
東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
的西夏王陵。上溯 770 多年前，西北大地聳立著一個與宋、遼鼎立
的少數族王國—“大夏”封建王朝，西夏語為“大白高國”。因其位於同一時期的宋、遼兩國之西，歷史上稱
之為“西夏”。它“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裡，倚賀蘭山以為固”，雄踞塞上，
立朝 189 年，先後傳位十主，後給蒙古元朝所滅，只有賀蘭山下一座座高大的土築陵台─西夏陵，仍然默默矗
立在風雨之中，展示著神秘王朝的昔日輝煌。西夏博物館館藏文物近萬件，包括西夏建築構件、西夏石器石刻、
磚瓦、西夏瓷器、西夏錢幣、銅鐵、繪畫、雕塑造像等。陳列西夏史、西夏文化、西夏宗教藝術、西夏社會經
濟、西夏陵、保護與傳承等 6 個部分。往西夏文木活字印刷體驗館瞭解西夏文字。乘車往觀賞賀蘭山岩畫
及參觀銀川世界岩畫館。賀蘭山中段的賀蘭山岩畫景區，山勢高峻，景色幽雅，奇峰疊障，潺潺泉水從溝內流
出，約有千餘幅個體圖形的岩畫分佈在溝谷兩側綿延 600 多米的山岩石壁上。畫面藝術造型粗獷渾厚，構圖樸
實，姿態自然。以人首像為主的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次為牛、馬、驢、鹿、鳥、狼等動物圖形。賀蘭口岩畫
是不同時期先後刻制的，大部分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北方遊牧民族所為，也有其他朝代和西夏時期的畫像。眾多
岩畫為我們瞭解和研究古代遊牧民族的歷史、文化、經濟狀況、風土人情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文物資料，堪稱是
一處珍貴的民族藝術畫廊。之後乘車往遊覽鎮北堡西部影視城
部影視城，影視城在銀川市城區西北郊空曠的荒野上，有
兩座古代城堡遺址－明城、清城，這就是聞名國內的鎮北堡古城，現為西部影視城所在地，被譽為“中國一絕，
寧夏之寶”。兩座城堡是明清時期為防禦賀蘭山以北各族入侵府城（銀川城）而設置的駐軍要塞。鎮北堡也因
此得名。鎮北堡歷經數百年滄桑，以其雄渾、古樸的風格，特有的神秘韻味，引起了中國許多著名電影藝術家
的濃厚興趣，被藝術家們稱讚為“神秘的寶地”。迄今為止，這裡已拍攝了獲得國際國內大獎的《牧馬人》《紅
高粱》《黃河謠》《老人與狗》《大話西游》《新龍門客棧》《絕地蒼狼》等百餘部影視作品，享有“中國電影從
這裡走向世界”的美譽，並且是中國古代北方小城鎮的縮影。鎮北堡西部影視城建設了“老銀川一條街
銀川一條街”
條街”，以
银川过去的“柳树巷”为蓝本，以西北地区典型的建筑式样构建而成的老银川街道。再現了 20 世紀 50 年代前
銀川市的風貌。
晚宿銀川五星級標準西府井
晚宿銀川五星級標準西府井飯店或九洲
飯店或九洲國際飯店
九洲國際飯店或上陵
國際飯店或上陵波
或上陵波斯頓飯店或國貿
斯頓飯店或國貿中心假日酒店或凱賓
中心假日酒店或凱賓斯
凱賓斯基飯店或富
力萬達嘉
萬達嘉華酒店或
華酒店或立達深航國際酒店或大閱
達深航國際酒店或大閱城凱悅嘉軒酒店或大
凱悅嘉軒酒店或大閱
酒店或大閱城凱悅嘉寓酒店
凱悅嘉寓酒店或印
酒店或印象家
或印象家酒店或
象家酒店或寶什利
酒店或寶什利德
寶什利德
酒店或銀川喜來登酒店
酒店或銀川喜來登酒店或
銀川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六天：
深圳/
第六天：銀川(
銀川(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香港或銀川
香港或銀川西安
或銀川 西安深圳
西安 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車往銀川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寶安機場，安排乘搭粵港車牌跨境巴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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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並不包括沙坡頭沙漠活動費(滑沙/滑索/騎駱駝/滑沙纜車等；每次/每項/約 30RMB、約 15 分鐘)、安排時間：到
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不參加沙漠活動者可以在當地自由活動/拍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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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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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X6 天＝HK$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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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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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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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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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中各景點，如因各種因素，而不開放，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
參觀博物館如適逄休息日或假期，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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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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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銀川、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
準。可能更改為西安或銀川至香港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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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障客人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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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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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