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United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教職員聯誼會 書院生活委員會 書院校友會 

合辦 
 

Jointly organized by : 
Staff Association   College Life Committee   Alumni Association 

 

＜連州地下河 英德英西峰林靚景 連州千年古瑤寨 清遠三天團＞ 

Lianzhou, Yingde and Qinguan 3-Day Tour 
 

日期 Date   : 13.6.2014 – 15.6.2014 (星期五至日 Friday to Sunday)  
 
團費 Fee    : 成人 Adult  $1,630   
      *小童 Child  $1,430 (1.6米或以上身高計 for children over 1.6m)  
         $1,370 (1.2-1.5米身高計 for children with 1.2-1.5m) 

 *小童費用以 11歲以下不佔床計 (For children under 11, not occupying a single bed.) 
      單人房附加費 Surcharge Fee for Single Room $380  
      (包括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小費 Including the service fees for team leader, guide & driver) 

      *當地導遊將以中文作介紹 Chinese will be used by local guides 
 
出發及回程地點  : 港鐵大學火車站旁之校內停車場入口（近保安亭） 
Start & Return Venue : Entrance of car park next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Station, HK Railway 
      (Security Station nearby) 
 
截止日期 Deadline : 6.6.2014 

查詢請致電 39437571 黎巧琼女士 
Enquiries : 39437571 Ms Crystal Lai 

                      
 

參加表格 Reply Slip 
傳真號碼 Fax no : 26035412 

 
請於2014年6月6日或之前寄回聯合書院「書院生活委員會」秘書陳鄧翠怡女士或傳真作覆。 
Please send or fax the reply slip to Mrs Eastre Chan, Secretary of College Life Committee on or before 6 June 2014. 

 
 本人及  家屬合共成人  位及小童  位將參加 6 月 13 日至 15 日之連州地下河 

英德英西峰林靚景 連州千年古瑤寨清遠三天團。 

I and   family members totaling  Adults and   Children will join the trip. 

 
姓名 Name ： 

 
         
 

會員號碼 Membership no ：          
 

部門 Department ： 
 

         
 

電話 Telephone ：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簽署 Signature ：          
 

日期 Date ：           
 

* 收費詳情將於稍後個別聯絡 The fee payment will be notified individually later on. 



 
 

連州地下河 英德英西峰林靚景 連州千年古瑤寨 清遠三天團 
行程 

 

   行    程 膳食 

第一天 
6 月 13 日 

(五) 

請於早上 7 時 30 指定地點集合→乘香港直通旅遊巴前往深圳→轉乘國內

旅遊車全程高速前往清遠→午餐【鳳城特色宴】→車遊覽英西峰林十裏畫

廊→廣東小布達拉宮「彭家祠」（包入場）→洞天仙境「穿天岩」（包入場）

→晚餐連州大廈內餐廳【連南瑤鄉風情宴】→入住酒店 

午、晚餐 

住宿：連州四星級連州大廈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6 月 14 日 

(六) 

酒店中式早餐→遠觀千年慧光塔（被譽為“東方小斜塔”）→前往連州地

下河→午餐【粵北家鄉宴】→前往千年古瑤寨「南崗瑤寨」（包門票）（依

山而建，房屋層疊，錯落有致；石板道縱橫交錯，全國乃至全世界規模最

大、最古老、最有特色的瑤寨）→前往清遠市區→ 晚餐【清遠蔥油雞宴】

（品嘗正宗的清遠三黃雞）→入住酒店                 

早、午、

晚餐 

住宿：全新五星標準柏蘭德金菱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6 月 15 日 

(日) 

酒店早餐→清遠市區全新盛唐文化建築群「禦金街」（觀看 華美壯觀的鐘

鼓樓、展翅騰飛的鳳來儀等特色建築）→午餐【北江河鮮宴】→乘船暢遊

北江小三峽→前往深圳→返回香港出發地點，圓滿結束愉快旅程。 

早、午餐 

 
行程到此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膳食標準 

含 2 個早餐、3 個午餐及 2 個晚餐。 

 

酒店住宿 

住宿：連州四星級連州大廈酒店、全新五星標準柏蘭德金菱酒店或同級 

 

團體保險 

奉送                                             每位 85 歲以下團友購買意外旅遊保險港幣 10 萬元及意外醫療保險港幣 5 千元。（由藍十字保險有限公司承保）。 

 

團費未含項目： 

自理項目 

行程個人消費開支，如洗衣、長途電話費和各地酒店行李員服務小費。 

 

個人保障 

可代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藍十字旅遊寶 3 天中國基本計劃保費港幣 61 元，環球千足金計劃保費港幣 122 元，

環球藍鑽石計劃保費港幣 156 元。(代購 8 折優惠收費)  

 

 行程安排次序，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