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天四川《世界遺產》九寨溝《童話世界》、黃龍《人間瑤池》、 

峨嵋山《佛教名山》、樂山《石刻大佛》雙程內陸機 純玩全包團 
暢遊 :九寨溝(則查窪溝、日則溝、樹正溝)；黃龍景區；樂山(樂山大佛)； 

峨嵋山(報國寺、金頂、四面十方普賢像)； 

成都(寬窄巷子、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閃亮推介 

『純玩全包團』不安排購物商店、無自費活動，全程安心旅遊 

『雙程內陸客機』成都往返九寨溝，節省 2 天長途車程 

『豪華寛倘座椅 VIP 旅遊車』供應 WIFI 及礦泉水任飲(九寨除外) 

『景區環保包車』九寨溝/峨嵋山安排專用獨立環保車，舒適方便 

『國際品牌 5 星酒店住宿』2 晚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 

2 晚九寨魯能希爾頓度假酒店；1 晚峨嵋山恒邦艾美度假酒店 

『4 大四川世界遺產』全面睇                               

九寨溝《世界自然遺產》，被稱為“水景之王、童話仙境” 

黃龍《世界自然遺產》以彩池、雪山、峽谷、森林著稱 

峨嵋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有“峨嵋天下秀”之譽 

樂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世上最高的石刻佛像 

『地道風味』峨嵋金頂素宴/養生風味宴；樂山豆腐宴； 

成都「皇城老媽」火鍋；九寨藏羌風味/酒店自助晚餐 

細意安排 

『實用禮品餽贈』登山手杖 

『酒店行李生服務』包酒店上落行李服務 

『導賞耳機』安排耳機，方便聆聽導遊講解 

『手機數據 SIM 卡』方便聯絡，通訊無間斷 

九寨溝-長海(則查窪溝) Tour code : RSCD06 

出發日期 : 01 月 07 日起 

長者門票優惠 
(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人士) 
60-69 歲減$100；70 歲或以上減$250 

峨嵋山-金頂 

黃龍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
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或
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
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當地導遊會在車上銷售四川土特產:藏紅花、川貝、黑木耳、紅花生、特色
熊貓手袋包等。                                                                                       PHL-FL-CHI19-018-1203 

第一天 

香港  成都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中

國國際航空或四川航空客機前往“天府之國”成都。 

膳食 午餐：航機上/自理  晚餐：川菜風味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 

 (InterContinental Global Center)或同級 

第二天 

成都 ~ 峨嵋(車程約 3 小時) ~ 峨嵋山(報國寺、環保包車上

下山、雙程纜車、金頂、四面十方普賢像) ~ 酒店溫泉 

峨嵋山 

以其“雄、秀、神、奇、靈”和深厚的佛教文

化，成為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峨嵋山自然

遺產豐富，素有“植物王國”和“動物樂園” 

之稱，並有“峨嵋天下秀”之讚譽。峨嵋山亦

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以供奉普賢菩薩著

稱。參觀峨嵋山第一大寺報國寺。乘環保包車

及纜車登上峨嵋第二高峰金頂，是峨嵋山寺廟

和景點最集中的地方，為峨嵋山精華所在。極

目遠眺，成都平原盡收眼底。還可以觀看世上

最高的金佛四面十方普賢金像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金頂素宴 

晚餐：峨嵋養生風味宴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峨嵋恒邦艾美度假酒店 

(Le Meridien Emei Mt. Resort)或同級 

第三天 

峨嵋 ~ 樂山(車程約 1 小時) ~ 樂山大佛(乘船) ~ 成都(車程

約 2 小時) ~ 寬窄巷子 ~ 成都  九寨溝 

樂山大佛 

乘船近距離正面觀看中國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

造像。高 71 米，造型為彌勒佛坐像，是唐代摩

崖造像藝術的精品 

寬窄巷子 

由寬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組成，全

為青黛磚瓦的仿古四合院落，是成都遺留下來

的較成規模的清朝古街道。是成型的民俗縮影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樂山豆腐宴 

晚餐：「皇城老媽」火鍋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九寨魯能希爾頓度假酒店

(Hilton Jiuzhaigou Resort)或同級 

第四天 

九寨溝(環保包車、則查窪溝、日則溝、樹正溝) 

九寨溝 

九寨溝處在青藏高原東南部，主要由岷山山脈

中呈「丫」字形分佈的日則溝、則查窪溝、樹

正溝三條溝谷所構成。以翠海、疊瀑、彩林、

雪山、藍冰及藏情「六絕」馳名中外，被譽為

「夢幻仙境」和「童話世界」。全日乘景區環保

包車穿梭其中，無須與其他遊客共用一車 

則查窪溝 

最亮麗的景點為長海和五彩池。長海呈墨藍

色，四周山巒疊翠，它是九寨溝海拔最高、湖

面最寬、湖水最深的海子。五彩池水質富含碳

酸鈣，在陽光下，不同的位置和角度，呈現不

同的色彩 

日則溝 

溝內最漂亮的景點是五花海、珍珠灘瀑布及珍

珠灘。五花海由於海底的鈣華沉積、各種顏色

的藻類以及岸邊五彩的林木倒影而呈現出五顏

六色。是九寨溝經典景觀之一 

樹正溝 

最漂亮的景點是樹正群海、樹正瀑布和蘆葦

海。樹正群海溝全長 13.8 公里，共有各種湖泊

(海子)40 多個。40 多個湖泊，猶如 40 多面晶

瑩的寶鏡，順溝疊延五、六公里。水光瀲灩，

碧波蕩漾，鳥雀鳴唱，蘆葦搖曵。盆景海、蘆

葦海、臥龍海、樹正瀑布、老虎海等等，一路

驚奇，一路美景，一路碧水，一路瑤池。樹正

瀑布在樹正群海的上游、樹正寨附近。而昔日

壯美的諾日朗瀑布，還是值得一看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諾日朗餐廳中餐 

晚餐：希爾頓度假酒店自助餐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九寨魯能希爾頓度假酒店

(Hilton Jiuzhaigou Resort)或同級 

第五天 

九寨溝 ~ 黃龍景區(車程約 2.5 小時)或牟尼溝景區#(車程約

2.5 小時) ~ 九寨溝  成都 

黃龍景區 

以彩池、雪山、峽谷、森林“四絕”著稱於世，

是中國唯一的保護完好的高原濕地。景區是一

個景觀奇特、資源豐富、生態原始、保存完好、

具有重要科學和美學價值的風景名勝區，被譽

為“人間瑤池”，頂峰近 4000 米。景點有迎

賓彩池、飛瀑流暉、洗身洞、金沙鋪地、爭豔

池、黃龍寺、五彩池等 

#如因天氣或交通路況等原因，無法遊覽黃龍景區。則改往牟

尼溝景區。主要遊覽紮嘎瀑布，是全中國落差最大的鈣化瀑布。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藏羌風味 

晚餐：川主寺藏菜風味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成都環球中心天堂洲際大飯店 

 (InterContinental Global Center)或同級 

第六天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電動車) ~ 成都  香港 

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 

模擬大熊貓野外生活環境，建有湖泊、溪流、

竹林、草坪等，共飼養百多隻大熊貓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航機上/自理 

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中國國際航空或四川航空客機飛返

香港。同日抵達，旅程到此完滿結束。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8%97%8F%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B7%E5%B1%B1%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B7%E5%B1%B1%E5%B1%B1%E8%84%89


•	 須填報名表乙份及繳交訂金如下 : 

團費 訂金收費 餘數繳付限期

HKD5,000元或以下 HKD2,000 40天

HKD5,001 - HKD10,000元或以下 HKD3,000 40天

HKD10,001元或以上 HKD5,000 40天

•	 其他地區訂金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	 餘款須在餘數繳付限期前全數繳清，逾期未清繳費用，「本公

司」將訂位作廢，另所繳之訂金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後，才獲發還，所繳之訂
金也不得轉與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或其他旅行團。

•	 任何遲報名者須於起程前10個工作天內全數繳付團費，須以現金或銀
行本票支付。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必須自行選擇購買適當的旅
遊保險；顧客有責任及必須閱讀和理解保單內的條款細則，及應
確保符合保單上的條款及條件。如顧客於出發前14天仍未能提供
旅遊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者，「本公司」將取消顧客之
相關訂位，並從所繳團費中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請保留收據，以作特殊情況下退款之憑據。    
•	 減免折扣優惠，必須於報名時申請及提供證明予「本公司」或「本

公司」之特約旅行社。　    
•	 年齡未滿21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	 15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	 滿15歲而未滿21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由父母或監

護人同意並於報名表簽署作實及具備一份合適的旅遊綜合保險及一
份入境國家認可的同意書。

•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	 若有任何旅遊查詢，請致電 2115 9828。

費用包括
•	 機票：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飛機線適用)
•	 鐡鐵路：行程表內所列之鐵路車票。    
•	 酒店及郵輪住宿：根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房間是以兩人

共用一雙人房為原則。 
•	 如顧客不同意與其他顧客共用一雙人房間，須辦理報名時提出請

求，「本公司」須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	 若團體報名而有單數之同行者不同意共用房間時，必須於報名時

確認其單人之性別，以便「本公司」盡量安排相同性別之領隊或
顧客共用一雙人房；「本公司」會因應實際情況而要求顧客繳付
單人房附加費，顧客不得異議。（適用於指定團別）

•	 交通工具：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
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交通工具下，採用空氣調節遊
覽巴士或旅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  

•	 膳食：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
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顧客將獲安排旅程表內所
列或同類食肆。

•	 遊覽節目：各項遊覽節目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
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均按照旅程
表內所包括之遊覽活動。

•	 領隊之服務：華藉專業領隊隨團出發。每團之出發人數以不少於
15人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若人數不足15人「本公司」將不派
領隊隨團出發，將由當地導遊接待。

•	 行李：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一件，規格以交通服務供應商為準。
寄艙行李數量及重量須視乎交通服務供應商而定，如行李額外超
重，費用須由客人承擔。

•	 嬰兒收費只包括交通服務供應商出票費，不包括機位或座位、酒
店或郵輪住宿、膳食及其他佔座之交通等安排。

 

費用不包括

•	 旅遊證件、各國之入境簽證費及針痘紙費用。    
•	 給予領隊或導遊或司機之小費。    
•	 各國之機場稅、港口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  
•	 個人行李重逾二十公斤而航空公司收取之附加費。  
•	 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徵費服務費每位不多於

港幣250元。
•	 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	 所有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    
•	 因私人、交通延阻、罷工、颱風或其他情況而「本公司」不能控

制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	 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本公司」可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

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於處理團員退款時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
網頁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codes/directive/223

•	 若參加人數不足，或已知或受到不可抗力事件的威脅，「本公司」
有權提前取消旅行團，並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安排。

•	 指定特殊團別、加班團、包機團等，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請參
閱有關單張行程上所列。    

•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均不
接納顧客在出發日或旅途中自行更改由其他人士代為參團，已報名
的顧客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本公司」無須發還任何團費。

•	 顧客如在旅途中突然退出 或不參予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
住宿)，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亦不會安排其他
替代活動。 

•	 顧客因任何理由選擇取消旅行團，應出發日期前先以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其他方式將不被接納。惟「本公司」如接納顧客
取消旅行團，「本公司」有權於所繳團費或訂金中扣除因取消旅
行團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
司」的行政費用或向顧客要求任何方式索償。

•	 凡顧客更改旅遊目的地或日期，「本公司」仍會在切實可行情況
下迎合顧客。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旅行團服務費指引
•	 由2015年6月1日起報名，旅行團服務費已屬“非建議性質”及其

收費內容包括1) 領隊服務費 2)當地導遊及導賞員服務費 3)旅遊車
司機服務費。客人須根據尊賞假期收費項目繳付。

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指引
•	 「本公司」及集團內之附屬公司、代理或商業夥伴（不論是在香

港或外地）擬使用客人的個人資料作市場推廣、促銷、服務或產
品等用途。如未經客人同意，我們不可使用，若客人反對有關資
料作上述用途，請發電郵至： webmaster@texpert.com

特約旅行社

牌照號碼：353894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所有團費並不包括0.15%之印花費，客人鐡另行繳付並
為團友帶來可靠保障，包括：特約旅行社    

(一) 旅遊業議會基金：顧客因旅行社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如期隨團旅遊，
可申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二)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導致傷亡之
人士，提供經濟援助。此計劃並非取代保險；團友應自行購買保險，以求全
面保障。

如想查詢有關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之資料，請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
管理委員會秘書處電話熱線：3151 7945查詢。

旅客必須取得印花收據，方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為確保以上權益，本公司建議隨團旅客保留已蓋有TIC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
本交予在港親友妥善保存，以作突發事故之意外或保險索償用途。

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 Premium Holidays Limited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日期在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收費

中國及亞洲旅行團

40天前 全額訂金

39-34天前 50%之全額費用

33-21天前 75%之全額費用

20天或以下 全額費用

* 其他地區取消旅行團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