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山東兩省 太行山(郭亮村-掛壁公路約長 1250 米由人工開鑿) 洛陽古都牡丹+牡丹之鄉荷澤
兩晚台兒莊運河古城 八天團 (團號 TGC-8-THS) / (無購物店+無自費景點) / (大交通 CRH)
出發日期：
小童收費：

成人收費：
(訂金/位$
(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
單人房附加費：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本團介紹：
1) 暢遊香臺文化長河－山川行 郭亮村：太行山至美的石頭世界 太行山“掛壁公路＂ 築路史上的奇跡，絕無遺憾。
2) 洛陽十三朝的古都 1、商 2、東周 3、西漢 4、東漢 5、魏 6、西晉 7、北魏 8、隋 9、唐 10、武周 11、後梁 12、後唐
13、後晉
3) 豐富深入的行程安排，台兒莊水鄉-帶您遊走古城內，古城內建築古色古香，小橋流水，倒影清澈，一定謀殺了您
的不少菲林。
4) 荷澤古稱曹州，自古有「洛陽牡丹甲天下，荷澤牡丹甲洛陽」荷澤是馳名中外的牡丹之鄉，栽培面積有一千多公頃，
也是中國最大的牡丹產地。每年春天牡丹盛開，群芳爭艷。除了有牡丹花展，牡丹國畫展，牡丹的插花比賽，是遊
客賞牡丹的絕佳時機。
優惠報價：免收領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根據各地景區、景點對不同年齡段港澳長者旅客的優惠政策，旅
客憑藉本人回鄉卡的實際年齡，門票優惠退款標準：70 周歲以上退 200HKD/人。

天數
1
2
3
4
5
6
7
8

住宿
五星級標準鄭州裕達國貿/雅樂軒/希爾頓/鄭飛酒店或同級
山區客棧山莊(沒有星級)或同級
五星級標準鄭州裕達國貿/雅樂軒/希爾頓/鄭飛酒店或同級
五星級標準開封中州國際飯店或同級
五星級標準濟甯京杭假日飯店或同級
台兒莊古城客棧或同級
台兒莊古城客棧或同級
溫暖的家

早餐
X








午餐
X
野菜風味

水席菜


X
X

晚餐
燴面風味


開封灌湯包

古城小食

X

第一天：西九火車站自行集中及登車—動車前往鄭州(於深圳/廣州站自行中轉至鄭州)
如買到的動車票是早班，會早一點集合，可能會清晨集合
第二天：鄭州—輝縣(太行大峽谷-萬仙山景區+景區車、郭亮村-掛壁公路-約長 1250 米的掛壁公路完全由人工
開鑿、崖上人家-影視基地中華影視村、山區自行觀賞晚霞及星空)
參觀郭亮村。郭亮村位於河南省新鄉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市
西北部太行山腹地，建於西漢末年，紀念王莽時期農民領袖郭亮，
故名郭亮。古樸老村郭亮，是一個石頭的世界，石磨石碾石頭墻，
石桌石凳石頭炕，渾石到頂的農家莊院，一幢幢，一排排，依山順
勢地坐落在千仞壁立的山崖上，別有一番山村情趣。這裡最有名的
是絕壁長廊。120 多米高的丹崖絕壁上開鑿出通往界的道路，絕壁
上由塊塊不整齊的岩石壘起或直接在 90 度角的岩壁上鑿出來的石
坑組成的天梯曾是大山中唯一通往中原的古道。直到上世紀 70 年
代，山民打通了郭亮洞，天梯的使命才終結。
第三天：輝縣(自行觀賞晨曦-清幽山鄉-南屏景區-將軍峰-日月星石-龍潭峽-黑龍、白龍潭瀑布-丹分溝)—鄭州
如果把萬仙山比做一幅優美的水墨畫，南坪卻給這幅畫平添了幾
分生機，幾分嫵媚。南坪面積大，磨劍峰瀑布高 120 多米，是萬仙
山裡最高的瀑布，飛流而下的河水變成了一縷縷、一絲絲水線，讓
人覺得不像一掛瀑布，而更像一束飄絲。乘小交通經過觀景臺、友
誼峰後抵達南坪景區，遊覽南太行最美的峽穀風光—丹分溝，遠觀
壁掛公路、欣賞神秘黑龍潭、萬仙山第二大瀑布—黑龍潭瀑布、白
龍潭，參觀萬仙山的鎮山之寶—日月星石、攀巖基地—將軍峰。用
過中餐後欣賞南坪景區最高、最壯觀的磨劍峰瀑布、好漢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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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鄭州—洛陽【期間限定-牡丹園】(洛陽博物館、麗景門)—開封
前往【洛陽牡丹園】洛陽地脈花最宜，牡丹尤為天下奇＂。牡丹是
中國傳統名花,賞花是洛陽人民的古老習俗。唐代詩人白居易“花開花
落二十日,一城之人皆若狂＂和劉禹錫“唯有牡丹真國色，花開時節動
京城＂等膾炙人口的詩句，生動地描述了當時人們傾城觀花的盛況。
參觀【洛陽博物館】
（逢週一閉館）洛陽博物館是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
集文物收藏、科學研究、陳列展覽、社會教育與文化交流諸功能為一
體的綜合性博物館。洛陽後遊【麗景門】. 麗景門始建于隋朝，整個麗
景門景區由城門樓、甕城、箭樓、城牆和麗景橋(古時為吊橋)，護城河
等部分組成，其城垣高厚，月城宏闊，重門疊關，上幹浮雲，氣勢磅
礴，成為洛陽老城歷史文化古城街區的龍頭。成為洛陽古城歷史文化最具特色的標誌之一，並且被評為洛陽八
景之一。後乘車前往開封，晚餐後入住酒店。
第五天：開封(清明上河園、小宋城)—前往山東省—牡丹之鄉荷澤
(期間限定-荷澤牡丹花)—濟寧
早餐後遊覽國家風景旅遊區 AAAAA 級【清明上河園】
。後逛一逛開
封人的待客廳-【小宋城】勝似千年的東京夜市，裡面亭台樓榭，雕樑
畫棟，小橋流水，錦鯉戲蓮，無論外面狂風暴雨，霧霾大雪， 這裡依
然四季如春。這裡彙聚了流傳千年的開封傳統小吃上百種，灌湯包子、
無 腮黃燜魚、筒子雞、中華一絕的齊氏大刀面、炒涼粉、胡辣湯、有
饃筋肉爛的開封燴饃等應有盡有。
第六天：濟寧—鄒城市(儒家亞聖-孟府．孟廟)—江北水鄉-台兒莊古城(天后宮、福建會館、謝裕大茶行-木雕茶
樓、大衙門街、船形街、臺兒莊自費古運河內-船內欣賞古城、美麗順河街夜景、古城自行夜遊)
前往亞聖孟子家鄉《鄒城》
，參觀【孟子故里】戰國時期以孟子為代
表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提出了“仁
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被尊奉為僅
次於孔子的＂亞聖“。南宋時把《孟子》、《論語》、《中庸》、《大學》
合併稱為《四書》
。
【孟廟】
：又稱亞聖廟，是歷代祭祀孟子的地方，五
進院落，以亞聖殿為中心，左右建築為對稱式排列。【孟府】：又稱亞
聖府，是孟子嫡裔居住的地方，孟府以大堂為戒，前為官衙，後為內
宅。之後前往棗莊。棗莊具有「江北水鄉」的良好條件。近幾年來棗
莊的年降雨量均超過 1000 毫米，境內 27 條河流，157 個湖泊，水網縱
橫。境內運河通航里程 93.5 公里，是目前大運河通航的最北端。抵達
後前往天後宮，是大陸同類建築中規格最高的一座。清朝初年，由福建商行集資興建，建成後成為福建會館。
之後前往謝裕大茶行這座木雕茶樓，雍正十年(西元 1732 年)由浙江茶商沈綺建造，名為蘇杭茶樓。沈綺有茶園
百畝，就到這裏銷售茶葉，兼開茶館。鹹豐七年(1857 年)，徽州茶商謝正安收購了蘇杭茶樓，改名謝裕大茶行。
原建築毀於 1938 年的戰火，因為是全木質結構，大火三天不滅。現在原址複建，為茶藝文化展示區。之後前
往大衙門街-這座官式建築是參將署，俗稱大衙門，門口的這條古街，被稱作大衙門街。大衙門街全長 1000 多
米，貫穿古城東西。之後前往船形街，長 110 米，中間寬 60 米，四周環水，形似揚帆起航的巨船，寓意“大
河行舟，一帆風順＂。設計為大運河非物質文化博覽園
第七天：全天不出古城-台兒莊古城自由慢慢遊

第八天：台兒莊—棗莊/香港—接駁車至火車站—客人自行登車—動車回西九火車站自行解散(於深圳/廣州站自
行中轉) 如買到的動車票是晚班，可能會零晨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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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旅客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障;
2. 本團不包所有會出現的行李保險、保管費及行李生小費(建議一件 5 至 10 人民幣/次)。
3. 以上行程、餐食(早及正餐因應出車及航班時間安排餐盒)、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按照出入境口岸及航班時
間變動)只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4. 酒店在未獲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X 星標準』標示酒店級數，以便旅客參考。
5. 以上行程出入境口岸，如有變動以茶會公佈為準。
6. 餐廳、廁所、休息站，可能會出現買絲綢字畫、雕刻品茶壺、茶葉……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
定購物點，這種情形基本為全中國性。
7.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參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臨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8. 如旅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料，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料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作
天之內出發的團，需要報名時給有關資料)，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旅客之預訂。一切責任，本公司恕不負
責。
9. 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TIC)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修訂)』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旅行
社如因『迫不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在處理團員退款時可收取該指引所列明的手續費，以及退票費用(如適
用)；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TIC)的網站(www.tichk.org)。
10. 如受塌坊影嚮需繞道前往或返回。所需支付之超公里費，由各團友分擔。
11. 如遇匯率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來回機場
稅、保安費、航機燃油附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因此必須按數額支
付給本社，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繳付之訂金及已繳交之所有款項例不發還，也不得將訂金轉讓他人或
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12. 此團如人數不足 15 位客人，本社不安排隨團領隊隨行，從出發開始請您有心理準備，需面對不同的語言，
例如：當地導遊一般只會說國語/司機一般只會國語或當地方言/酒店服務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機上空中服務員一
般只會說國語或英語/機場工作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餐館服務員等等其他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或當地方言，客
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13. 即使只有兩人報名(3 人至 14 人都是相同解讀)，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時成
本、機票及酒店能否確認)，如果後最只有 2 至 9 人，不安排隨團國內導遊隨行，由司機安排日常運作，我們
特色是自由團及半自由行方式旅遊，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同意先報團)，不會再另行通知(不是食水
深，是人數少各方面成本增加出發)。
14. 行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車遊、路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歷史、故事，只是方面客人
認識(或許會有一些錯誤，如果您方便敬請多多指導)，絕不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意。
15. 上述行程關鍵字連結有助於行程的瞭解，但也有可能會因字句在不同的詞句上，導致不同的表現。僅供
參考!
16. 以上相片資料只供大家參考。
17. 日出不是我社能控制之內，請客人注意，如果沒有看到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
18. 此行程為深度之旅。因地處偏遠，部分地區餐食、住宿條件有限，路途艱辛遙遠，有數日需於途中餐館
用簡餐，用餐條件較差，旅客須有心理準備，但沿途美麗的風光、絕對值回票價。
19. 部分景區門票是直接向景區要免票的，一般我社是先付門票費，之後再退款給公司，優惠團費絕對沒有
計算您們門票收費，所以請(長者/殘疾)不要提出退門票差價(出示證件買票是登記程式，約貴客不配合出示有
效證件，所有門票由客人自理)。
20. 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通安排火車或旅遊車或商務車。
21. 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出發(因為步分貴賓是遲報名
的)。
22. 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收退
門票成本）(如博物館沒有開放側取消參觀，沒有費用退回，以儘量不影響行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諒解與
配合!
23. 【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大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請見諒!(如
不是選擇花期出發，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但是看不到開花
24. 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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