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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漓江-興坪段: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堪稱甲桂林。
群峰倒影山浮水、無山無水不入神。無限風光在興坪
梦幻漓江：一台大型山水全景演出
觀賞遇龙河竹筏漂流、鱼鹰捉鱼
訾洲公园: 180度全方位无敌江景
贈送：山水畫折扇或中國結

桂林出發日期

Departure from Guilin

團費 (USD)
Tour Fee

單房差 (USD)
Single Supplement

$99

$180

2016
每週四保證出發

Every Thu guaranteed departure

9、10月每週二、四保證出發

Every Tue & Thu guaranteed departure

2017
每週四保證出發

Every Thu guaranteed departure

4、9、10月每週二、四保證出發

龍勝梯田

Every Tue & Thu guaranteed departure

Unavaliable from 26/01、02/02、03/10、05/10/2017不開團
5歲以下小童免費、5-12歲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12歲以下小童 (佔床位，含早餐) $199

$99

Child Price: <5 years old free, 5-12 years old $99 (without bed & breakfast)
<12 years old $199 (wth bed & breakfast)

興坪古鎮

夢幻灕江秀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雙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保險: 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Travel accidental insurance within Mainland China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2歲) : 共USD60/人，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USD60/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自費項目(>5歲): 行
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USD180/人 (必須參加!)

遇龍河竹筏漂流

USD180/person (>5 years old)

交通: 景區內電瓶車及其它交通工具費用 Cable car & other transportation costs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
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請上www.nexusholidays.net 查閱最新行程、價格及出发日期

第1天 抵達桂林

桂林金水灣大酒店或同級

抵達桂林機場，由專業接機人員免费接機(08:00am-22:00pm)後，送
回酒店休息。

第2天 桂林

龍勝

桂林(早、午、晚餐)

桂林金水灣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遊覽【龍勝梯田】，乘車前往龍勝，路途行駛約2小時抵達龍
勝，一層層從山腳盤繞到山頂，層層疊疊，高低錯落。其線條行雲
流水，其規模磅礴壯觀。金車梯田的景色隨季節的更替而變幻無窮
。開春之際，灌滿水的層層梯田映襯天光，如根根銀帶相疊；夏日
，綠油油的禾苗隨風翻捲出道道綠波；金秋時節，漫山鋪金，層層
梯田若級級金階，梯田環繞的山峰又似座座金塔；隆冬，銀裝素裹
，把梯田和山寨都嵌入冰雕玉砌的童話世界。古老的【瑤族村寨】
，寨前梯田如盤龍纏繞，寨中有交錯的青石板路，寨後溪泉潺潺。
當有客人來訪時，身著素麗服飾的瑤族美麗的姑娘跳起特有的彩裙
舞，唱起韻律悠長的山歌，純樸的瑤族大嫂展示烏黑油亮的長發流
裝。中午品嘗少數民族具有特色的竹筒飯，竹筒雞，臘肉，地方野
菜。返回桂林參觀【珍珠博物館】、【絲綢博物館】。晚餐後觀賞
【夢幻漓江秀*】。夢幻漓江是一臺大型山水全景演出，將芭蕾、雜
技和桂林山水巧妙地融為一體，將觀眾帶入一個七彩的世界。

第3天 桂林

陽朔(早、午、晚餐)

陽朔碧玉國際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乘船漫遊【漓江*】(興坪段1.5小時)。“桂林山水甲天下，陽
朔堪稱甲桂林。群峰倒影山浮水，無山無水不入神。無限風光在興
坪”。中國駐聯合國總部大使館懸掛著的唯一代表中國自然景觀的“黃
布倒影“在興坪；中國人民銀行於1999年發行的20元人民幣圖案，也
是取景自興坪。這裏的美景吸引了民國總統孫中山先生和美國總統
克林頓到這裏來做客，素有精品畫廊之稱。參觀環保【竹炭纖維博
物館】。遊覽【興坪古鎮】是座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古鎮。興坪古鎮
現尚有眾多文物古跡，主要集中在興坪古街及離鎮約2公裏遠的漁村
。這裏的古橋、古渡、古亭、古戲臺、古廟、古寨、古樹和古村落
建築群，較完整地保持了原有的歷史風貌，身臨其境，仍可領略“老
街長長，古巷深深”的意趣。返回陽朔逛下具有洋人風味的【陽朔西
街】,感受“洋人街”的風情。晚餐享用陽朔當地風味『啤酒魚』。

第4天 陽朔

桂林(早、午、晚餐)

桂林金水灣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遊覽車遊【大榕樹公園】，陽朔城南7.5千米的高田鄉穿巖村
金寶河南岸，有一棵古榕樹冠呈圓形，遠望是一把綠色巨傘，近看
盤根錯節，葉茂蔽天。傳為晉代所植，距今已有1500多年樹齡。車
遊【月亮山】，山上石壁如屏，中空一洞，若明月當空，稱明月峰
，俗名月亮山。從山下“賞月路”的不同角度看去，可見圓月、半月、
眉月等不同形狀。在短短的幾分鐘內就可以看到月亮陰晴圓缺變化
的動態景觀，也可算得上陽朔縣一大奇觀了。觀賞【遇龍河竹筏漂
流*】+【魚鷹捉魚*】。兩岸風光旖旎，秀色可餐。魚鷹是桂林漓江
上的漁夫特別飼養的一種鳥內動物，它水性絕好，並具有靈性，可
以幫助漁夫捕魚，而觀看魚鷹捉魚的表演是桂林最獨特的一個節目
，遇龍河的景色曾經讓國畫大師徐悲鴻流連忘返，在此做下他的名
畫漓江春雨圖，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遊覽完漓江的回程中途徑此地
時，對這段景色贊嘆不已，特別要求停船觀賞。乘車返桂參觀【茶
葉博物館】及品嘗各式糕點。晚上【車遊桂林夜景*】。

第5天 桂林(早、午、晚餐)

桂林金水灣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遊覽【訾洲公園】漓江上的一座綠洲島，180度全方位無敵江
景，“訾洲煙雨”是桂林老八景之一，可隔江遠眺象鼻山，可與桂林的
城徽象鼻山合影。參觀【玉石博物館】，午餐享用『米粉宴』遊覽
榕湖、杉湖、古南門、日月雙塔盡享【桂林市內山水風光】精華。
行程輕松愜意，免去爬山勞頓，盡享市內山水精華。免費享受贈送
的【足底按摩參觀養身館】。

第6天 離開桂林(早餐)
早餐後，結束愉快桂林之旅，返回家園。(免費送機時間08:00am16:00pm)
自費項目*(必須參加)共USD180/人(2-5歲小童無表演座位)，包括:
夢幻漓江秀+漓江興坪段+遇龍河竹筏漂流(魚鷹捉魚)+車遊桂林夜景
自選項目(非指定參加)約USD120/人，包括:印象刘三姐+银子岩+世外桃源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Day 1 Arrive Guilin
Jinshuiwan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Free airport transfer (08:00am-22:00pm).
Day 2 Guilin Longsheng Guilin (B, L, D)
Jinshuiwan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1. Longsheng Rice Terrace
2. Yao Minority Village
3. Pearl Museum
4. Silk Centre
5. Li River Show*
Day 3 Guilin Yangshuo (B, L, D)
Yangshuo Jasper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1. Li River Cruise*(Xingping)
2. Bamboo Charcoal Shop
3. Ancient Village in Xingping
月亮山
4. Yangshuo West Street
Day 4 Yangshuo Guilin (B, L, D)
Jinshuiwan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1. Guyong Park(Giant Banyan Tree)
2. Moon Mountain
3. Yulong River Bamboo Rafting*
4. Osprey Fishing Show*
5. Tea Museum
6. Guilin Night Tour by Coach*
Day 5 Guilin (B, L, D)
Jinshuiwan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1. Zi Island Park
2. Gem Museum
3. City Tour
4. Foot Message and visit health and wellness shop
Day 6 Depart Guilin (B)
Free airport transfer (08:00am-16:00pm).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USD180/person (No seat for 2-5 years old child)
Li River Show+Li River Cruise(Xingping) +Yulong River Bamboo Rafting+Osprey
Fishing Show+Guilin Night Tour by Coach
Optional programs: total approx. USD120/person
Impression Sanjie Liu Performance+Silver Rock Scenic Area+Shiwai Taoyuan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t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中國超值遊條款 Note
1.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僑參團，其他客人另有
團規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2. 客人抵達後，請出示護照給導遊核對身份，方可參團。
3. 此特價團報名之後，無論任何原因均不得退團。。
4. 此特價團不會與中國國內居民拼團操作，每天均有購物安排，購物純屬自
願，絕無任何強迫購物行為，但團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店參觀。團友
不可中途脫團(如脫團每天需補回旅行社USD100/人/天)。
5. 免費接送機服務需至少在圖出發前3天預訂，否則不保證提供此服務。
6. 此特價團在中國大陸公共長假期及大型展會期間不開團，請客人注意。
7. 此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最終確認行程信息以我公司出發前通知為準。

您的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