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神秘西夏文明【西夏王陵(東方金字塔)、沙湖風景區】
甘南秘境【官鵝溝(第二九寨)、紮尕那(上帝伊甸園)、郎木寺(東方小瑞士)】

沙漠綠州、壯麗梯田、億年岩洞、原始森林、草原湖泊、
藏族寺廟、藏寨村落、世界遺產、石林奇觀..

全程不設購物及自費活動、全程午晚餐包酒水、WIFI旅遊巴一人兩座位

2018年出發日期(*10人可成團)

*10人以上同行可自選出發日期

*需配合機位及酒店訂位情況

首10名早報名

最高勁減可達

【最高】

優惠價可達

成人原價

佔半房

小童原價
單人房

附加費

全程

服務費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6月26日
(首團推廣)

$3,000
$18,598起 $21,598起 $21,598起 $19,598起 $5500

$13007月1、17、24、31日
8月7、14、21、28日

$2,000
$21,598起 $23,598起 $23,598起 $21,598起 $6200

9月4、11、18、25日
10月9、16日

$19,998起 $21,998起 $21,998起 $19,998起 $5500

全程機場稅：稅項及燃油附加費等如有調整，客人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差額，敬請留意！
成人約HK$520(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內陸及回程機場稅HK$235、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165(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特設長者報團優惠
60-69歲勁減HK$450

70歲或以上勁減HK$900
*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註10)

『創新行程．寧夏+甘肅』
13天神秘西夏文明．甘南秘境純玩之旅 ~ MINCA-更新版2

東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Day 1．

香港銀川(經北京或西安或重慶轉機) 
是日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客機飛往銀川，

抵達後送返酒店休息。

住宿: 銀川【國際5星品牌】凱賓斯基大飯店或同級

Day 2．

銀川 ~ 東方金字塔【西夏王陵(包乘景區電瓶車)】~ 
西夏博物館 ~ 沙湖風景區(包乘船遊覽) ~ 中衛(車程約3小時)

西夏
王陵

面積約為50平方公里。該陵園遺址是中國現存規模最
大、地面遺蹟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園之一，被譽為
「東方金字塔」。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酒店晚餐

住宿: 中衛【4星標準】優派萊斯酒店或同級

Day 4．

平涼 ~ 道教聖地【崆峒山】(車程約1.5小時，包乘景區環保車)  
~ 梯田王國【莊浪梯田(車程約1.5小時)】~ 天水(車程約2小時)

莊浪
梯田

被譽為“梯田王國”的莊浪大地，層層梯田如雕如
塑，如詩如畫。其“山頂沙棘戴帽，山間梯田纏腰，
埂壩牧草鎖邊，溝底穿鞋”的生態梯田綜合治理模
式，將黃土高原精心描繪成一幅景色迷人的風景畫。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天水特色宴

住宿: 天水【4星標準】皇城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Day 5．

天水 ~ 中國四大石窟之一
【麥積山石窟(包乘景區電瓶車】~ 伏羲廟 ~ 天水

麥積山
石窟

因山形酷似麥垛而得名。麥積山石窟始建於384-417
年，存有221座洞窟、10632身泥塑石雕、1300餘平
方米壁畫，以其精美的泥塑藝術聞名世界，被譽為東
方雕塑藝術陳列館。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酒店晚餐

住宿: 天水【4星標準】皇城國際大酒店或同級Day 3．

中衛 ~ 全國超人氣節目《爸爸去那兒》實景拍攝地
【沙坡頭風景區(包鞋套及乘景區電瓶車、扶手梯及索道)】

~  平涼(車程約5小時)

沙坡頭

集大漠、黃河、高山、綠洲為一處，具西北風光之

雄奇，兼江南景色之秀美。有中國最大的天然滑沙

場，有橫跨黃河的“天下黃河第一索”，有黃河文

化代表古老水車等..咫尺之間可以領略大漠孤煙、

長河落日的奇觀。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酒店晚餐

住宿: 平涼【4星標準】紅泉大酒店或廣成大酒店或同級



Day 7．

武都 ~ 第二九寨【官鵝溝(官珠溝)風景區】
(車程約2.5小時，第一次進溝，包乘景區電瓶車) ~ 宕昌

官鵝溝

集森林、草原、地貌、水體、天象等自然景觀和人
文景觀於一體，湖泊如珠、峽谷如線、瀑布如織，
動植物分佈多樣，生態環境優美，自然景觀奇特。
此外公園內居住有藏、羌民族3000餘人，保留著獨
特的服飾、風俗，亦是民俗遊的好題材。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酒店晚餐

住宿: 宕昌【4星標準】龍海大酒店或同級

Day 8．

宕昌 ~ 第二九寨【官鵝溝(鵝嫚溝)風景區】
(第二次進溝，包乘景區電瓶車)】~ 全國超人氣節目
《爸爸去那兒》實景拍攝地．上帝伊甸園【紮尕那】

(車程約2.5小時) ~ 迭部縣(車程約1小時)

紮尕那

藏語意為"石匣子"。地形既像一座規模宏大的巨

型宮殿，又似天然岩壁構築。紮尕那山勢奇峻、

雲霧繚繞、宛如仙境。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酒店晚餐

住宿: 迭部【4星標準】洛克洲際大酒店或同級

Day 9．

迭部縣 ~ 若爾蓋大草原【花湖風景區】
(車程約2小時，包乘景區電瓶車) ~ 藏傳佛教寺院【郎木寺】

郎木寺

為藏傳佛教寺院。「郎木」為藏語「仙女」之意，

因其山洞中有石岩酷似亭亭玉女，民間稱為仙女所

化。而寺後林蔭深處有一虎穴，故該寺之名可譯為

「虎穴中的仙女」。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酒店晚餐

住宿:
朗木寺鎮【4星標準】郎木寺國際大酒店或

郎木寺達吉大酒店或同級

Day 6．

天水 ~ 西狹頌(車程約2.5小時) ~
億年溶洞奇觀【萬象洞】(車程約2小時) ~ 武都

萬象洞
已有2.5億至3億年的歷史，是中國西北地方發現的
一處規模宏大，藝術價值高，既具北國之雄奇，又
有南國之靈秀的岩溶地貌。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酒店晚餐

住宿: 武都【4星標準】輝潤酒店或同級



責任細則

註：中國團隊查詢/包團專線：3962-2982
1. 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2. 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3. 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

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4. 重要事項: 客人必須提供準確證件資料及證件副本以作團隊訂票之用，如客人資料出錯，航空公司或鐵路公司可能拒絕更改資料，客

人必須自費重新購買一張正確資料之機票或車票，敬請留意!
5. 旅行團之指定服務費以全程計算，此費用已包括香港領隊、當地導遊費及旅遊車司機之服務費。
6. 以上稅金【包括建設稅、保安稅、燃油附加費、各地稅項及認可行政費】，若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等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

客人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額外之差額，敬請留意！
7. 如因天氣影響而無法完成所有景點行程，本公司將不作任何金錢上補償，敬請留意。
8. 兩歲以下嬰兒之團費，請向本公司查詢。
9. 收費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確實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
10. 長者優惠只限持回鄉證人士，景區售票處有權要求客人出示年齡證明，客人必須隨身帶回鄉證。若當時未能出示可能會被要求補回門

票差價，如景區更改優惠金額，客人必須補回差價。
11. 團隊沿途均是高原地帶，約海拔2,200-3,500米或以上，請各團友必須注意個人健康，參團前可向註冊醫生查詢是否適合行程。
12. WIFI旅遊車不適用於各景區內交通，WIFI網絡穩定程度視乎當地電訊供應商而定。
13. 旅程中之餐食會因應交通情況或景區人流而調整，部份早餐可能會改為酒店早餐餐盒以便提早出發，特色餐則改中式合菜，敬請留意。
14. 按旅遊業議會建議，團友應為個人購買旅遊保險。
15. 中國的星級酒店，在未穫有關單位的批准正式評定星級之前，按香港旅遊業議會規定，須以X星標準標明酒店的級別，以便客人參考。
16. 行程內之圖片，僅供客人參閱。
17. 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www.charming-online.com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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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夏河 ~ 劉家峽水庫(車程約3小時，包乘景區快艇往返) ~
世界文化遺產【炳靈寺石窟】 ~ 蘭州(車程約1.5小時) ~

黃河母親像、水車園、途經黃河鐵橋

炳靈寺

「炳靈」為藏語「仙巴炳靈」的簡化，意謂「十萬
彌勒佛洲」乘遊艇，經過54公里浩渺的高原平湖，
西拐進峽口，過姊妹峰，即可到達，見環繞萬壑爭
奇，寧靜、自然、神秘。為訪傳說中的炳靈寺石窟，
穿渡於天地山水間的靈秀自在。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蘭州牛肉麵

住宿: 蘭州【國際品牌5星】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

Day 13．

蘭州香港(經北京或成都或上海轉機)

於指定時間前住機場，乘客機返港。

膳食: 早：酒店/酒店餐盒︳午：--- ︳晚：---

Day 12．

蘭州 ~ 景泰黃河石林(車程約2.5小時，包乘景區環保車、
羊皮筏子、快艇、毛驢車) ~ 蘭州

景泰黃
河石林

規模宏大群山環抱，環境幽靜，空氣清新，風景秀
麗，以古石林群最富特色，景區內石林景觀與黃河
曲流山水相依，頗具天然大園林神韻。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 蘭州【國際品牌5星】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

特約旅行社

Day 10．

朗木寺鎮 ~ 尕海湖(車程約1小時，包乘景區電瓶車) ~ 
夏河縣(車程約2.5小時) ~ 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

被譽為世界藏學府【拉蔔楞寺】

尕海湖
甘南第一大淡水湖，是青藏高原東部的一塊重要濕
地，被譽為高原上的一顆明珠，此湖水草豐茂，南
遷北返的珍稀鳥類在此落腳和繁殖。

膳食: 早：酒店︳午：中式合菜｜晚：藏式風味

住宿: 夏河【4星標準】玖盛國際飯店或同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