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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寧青秀山(5A 級景區)、明仕田園(4A 級景區)、德天跨國瀑布 

靖西鵝泉(三大名泉之一)、中越 53 號界碑 

舊州古鎮、伊嶺岩(岩洞、民族風情)、廣西民族村、金秋五天高鐵團 

聯 絡 人  ：中華‧育華中學校友會 ~ 顏太 

手提/傳真  ：9384 9606 

電    郵 ：chowfm@gmail.com 

承辦機構 ：富澤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 梁小姐(Harmony) 

電話/傳真/手提 ：2323 7997 / 3621 0668 / 9652 1628 

電    郵  ：harmony@fulltrusty.com.hk 

人    數  ：40 位 (人數不足，需重新報價) 

出發日期  ：2019 年 11 月 7~11 日(星期四至一) 

【請於出發前最少 30 天提供回鄉卡副本，以作為購買高鐵票用途；另，需提供身份證號碼作為購買平安保險】 

 

 

 

 

 

 

 

天數 早 午 晚 住宿 (或同級) 

1 ~ (自理)於高鐵上 南寧風味 南寧維也納酒店(五星標準)或同級 

2 酒店內 明仕珍珠鴨 德天土雞宴 
明仕明仕山莊酒店(五星標準)或同級 

(景區內之表演，需視乎當天景點安排，敬希垂注!) 

3 酒店內 農家風味餐 田園風味宴 靖西維也納酒店(中山公園店) (五星標準)或同級 

4 酒店內 靖西特色宴 南寧風味 南寧維也納酒店(五星標準)或同級 

5 酒店內 民族風味 (自理)於高鐵上 返回溫馨的家! 

第一天：團友當天 09:30AM 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大堂(B1 層售票大堂)，8 號團隊集合處集合➔乘坐高

鐵前往【深圳北站】（參考班次 G6534 開 10:52~11:10），以出發日期班次為準➔深圳高鐵北站

轉乘高鐵 前往廣西【南寧東站】（參考班次：G2914 開 12:22/16:08）➔抵達南寧，乘
車往遊 ➔南湖公園，面積 107 公頃，樹木、花草、綠化率相當高。特別是名樹博覽園內大樹種

類好多，一般以當地品種為主。➔南湖廣場 ➔晚餐後，入住酒店。 

第二天：早餐後，南寧乘車往青秀山(車程約 25 分鐘) ➔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 青秀山(包乘環保 

         車)~(龍象塔)風景區包括 : 鳳凰嶺，鳳翼嶺和青秀山，氣候宜人，奇山異卉，四季常開，古詩曰： 

          青山四時常不老，遊子天崖覺春好，我攜春色上山來，山花片片迎春開。➔乘車往 明仕田園(車程 

          約 2 小時 40 分鐘) ➔ 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 明仕田園【被譽為喀斯特地貎之一】(包)乘 

          竹筏游覽明仕田園)，黃昏看晚霞，靜夜賞星月，晨曦觀日出，素有小桂林之稱。➔ 晚餐後，入 

         住 明仕山莊酒店。晚上團友可自由觀賞景區內之表演。(因演出是景點提供，演出與否，需視乎當 

           天景點安排，敬希垂注!) 

成人團費(以二人一房計) 單人房附加費 
香港領隊/當地導遊 

及司機全程服務費 

HK$3,530 元 HK$1450 元(住 1 間 4 晚) HK$400 元 

http://www.fulltrust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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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早餐後，乘車前往德天(車程約 1 小時 10 分鐘)➔國家特級景點(亞洲第一跨國瀑布) 德天大 
       瀑布，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跨國瀑布，橫跨中越兩國，瀑布氣勢磅礡、四季景色各異，垂 

         直流下的水幕衝擊寛廣的河面，彷彿流淌出一幅天然畫卷➔ 中越邊境 53 號界碑 ➔ 乘車遊 

        大新縣田園風光 (觀賞山水畫廊、躍進飛渡、歸春河、綠島行雲等景點…) ➔乘車返回 靖西 

(車程約 1.5 小時) ➔晚餐後，入住酒店。 

第四天：早餐後，乘車往(車程約 20 分鐘)➔中國西南部三大名泉之一 鵝泉，清澈的泉水從十幾米的

地下河口湧出，其純淨度是令人驚嘆叫絕的。日本專家團曾將此水帶回國化驗過，發現鵝泉水比市

面上賣的一般純凈水還要清潔。因此，鵝泉被日本人稱為是“天下第一凈水”。 ➔舊州古鎮
(繡球街、古戲台、文昌閣) ➔乘車往 南寧(車程約 3.5 小時) ➔ 中山步行小吃街(團友可(自費)

品嚐當地美食，體驗南寧夜市文化)➔晚餐後，入住酒店。 

第五天：早餐後，乘車往➔ 伊嶺岩(參觀岩洞+民族風情體驗+品嚐民族小吃)➔ 廣西民族博物館 ➔ 

        市內午餐➔ 廣西民族村(鼓樓、風雨橋)，參觀具影響力的民族文化中心➔乘車送出 南寧東高 

        鐵站➔轉乘高鐵往深圳北站 (參考班次 : G2915 開 17:23~21:20，車程約 4 小時，以出發日 

        期班次為準)，晚餐(自理)於高鐵上➔深圳北站轉乘(參考班次 : G99 開 22:11~22:30 返抵香 

港西九龍高鐵站解散。 
多謝選擇富澤，旅程完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以上行程如有任何變動，均以當日及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包團部聯絡人：梁小姐(Harmony) 電話 : 23237997 / 96521628    製表日期 : 24.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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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天跨國瀑布 及 中越邊境 53 號界碑 

 

 

 

 

                                                                                      製表日期 : 24.08.2019 

http://www.fulltrust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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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嶺岩 
此岩原為一段地下河道，因地殼上升而成洞。經過千萬年水對岩石 

的溶蝕作用，洞中鐘乳密布，千姿百態。岩洞形似海螺，深 45 米，面積 24 

000 多平方米，游程 1100 多米，大小景點 100 多個。 

 

包團報價包括以下各項： 

1) 包團報價按 40 人一車計算，如人數不足 40 人，價錢另議。 

2) (高鐵二等軟座車票) 去程：香港西九龍高鐵站至深圳北站 / 深圳北站至南寧東站。 

                   回程：南寧東站至深圳北站 / 深圳北站至香港西九龍高鐵站。     

3) 行程表上所列住宿 (兩人一房計算)。 

4) 行程表內所列之膳食，(8 正餐、4 酒店早餐)，正餐餐標按每餐 RMB50 元計算。 

5) 行程中的交通，(採用 47 座或 49 座豪華空調旅遊車)。 

6) 行程所列遊覽項目及入場費用，門票費用及(包)乘竹筏游覽明仕田園)。 

7) 此團提供香港領隊由香港出發全程隨團。 

8) 奉送港幣三十萬旅遊平安保險 (六個月以下及八十五歲以上不適用)。 

9) 每天贈送 1 支飲用礦泉水。 

10) 旅遊業議會的 0.15%印花稅。【本公司團隊全部受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所保障】 

以上費用不包： 

1) 香港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服務費每天 HK$80 元，(5 天團共 HK$400 元)。 

2) 單人房附加費$1450 元(住 1 間 4 晚)。 

  3) 酒類、汽水、洗衣、電報、電話及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4) 行程以外觀光節目或自費活動項目及其他個人支出費用。 

 5) 個人旅遊綜合保險費。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出外旅遊人士購買旅遊綜合保險，以保障出外人士之人身及財產安全】 

本團團費已包括旅遊平安保險。由於平安險只保意外傷亡，如旅程中不幸發生任何意外引致醫療費用，
財物損失及行李延誤等其他各項開支並未包括在內。 

為令團友能獲得更全面保障，本社鄭重要求團友購買旅行綜合保險。 

1. 如團友自行購買旅遊綜合保險，請將保險公司名稱及保單號碼於出發前兩星期提交我社以作備案。 

2. 本社代理藍十字旅遊綜合保險計劃，歡迎代購。 

  中國基本計劃 5 天，原價 HK$94.00     (優惠價 HK$76.00)，最高保障額 HK$250,000. 

  環球千足金計劃 5 天，原價 HK$153.00  (優惠價 HK$123.00)，最高保障額 HK$500,000. 

環球藍鑽石計劃 5 天，原價 HK$215.00  (優惠價 HK$172.00)，最高保障額 HK$1,000,000. 

 

 備註 : 此團各景點入場門票，乃用團體票價計算到最平宜，故此，不設長者優惠。 

******客人需攜帶之證件包括：個人身份證 及 有效之回鄉咭****** 

備 註： 

1) 因受天氣或其他非人為因素影響下，行程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敬請合作與諒解。 

2) 請於出發前最少 30 天提供回鄉卡副本，以作為購買高鐵票用途；另外，亦需提供身份證號碼
作為購買團體平安保險之用途。 

3) 本公司需收到客人書面通知，才安排進行預訂住房及機票等團隊事宜，敬希垂注! 

*多謝選擇富澤，旅程完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製表日期 : 2019 年 8 月 24 日 

http://www.fulltrusty.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