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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桂林、西安、上海 11 天 》補充須知 
(Tour Code: PCF) 

   

1. 本行程經停北京、桂林、西安、上海四大城巿，分別位於中國大陸的東、南、西、北地

區，地理位置和氣候差異較大，尤其在季節更替的時期，氣溫高低不同，但夏季普遍都

熱，不論任何季節請貴賓們都要準備好合適的衣著，以免感覺不適。 

2.  北京：春秋兩季比較乾燥，請多喝水，多吃水果。 

3.  西安：參觀兵馬俑博物館，從停車場到博物館入口有一段距離，須要步行，請貴賓們穿著

適當的衣鞋。 

4.  在桂林和陽朔，我們和其他城巿一樣採用當地五星級的酒店，但一般而言，此地區所有酒

店的客房水平普遍要比其他繁榮大城巿（如北京、西安、上海）的五星級酒店，要略遜一

籌，尚請貴賓們諒解。 

5.  桂林、陽朔間的漓江遊船巿場受當地政府的充分保護，統一提供各遊船公司旅遊午餐，在

當地毫無競爭性，其午餐頗具當地特色，品質差強人意，所提供的飲料僅限於水和啤酒，

但菜餚相對簡單，希望貴賓們能入鄉隨俗，敞開心胸，以體驗當地居民「食」的文化為

主，安心享用。此外，漓江遊船的時間受當日水位的限制和影響，長短不一，行程安排會

受遊船時間影響而作相應之調整。而且，船上的洗手間設施簡易，請貴賓們理解，建議自

備衛生紙和洗手液。 

6.  陽朔的【印象劉三姐】大型舞台劇，係以漓江為實景的露天演出，天氣狀況會密切影響到

演出的可能性，敬請貴賓們理解。 

7.  桂林的雨水充沛，夏季蚊蟲多，建議攜帶防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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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補充須知  
(Tour Code: PCM) 

   

1. 比較本公司的其他線路，本行程是特別針對已經參加過北京、上海、西安等常規行程的貴賓

們所精心設計的。此行程從北京入境，行程結束再由北京出境，在北京前後只住宿一晚，因

此在北京並未安排任何團體遊覽的活動。 

2. 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的氣候與蒙古國（外蒙古）大致相同，均屬內陸，氣候乾燥，須備足飲

用水。晝夜溫度相差大，即使是夏天，早晚也很涼，請貴賓們準備足夠的衣服，及時調整服

裝，注意保暖避寒。 

3. 內蒙古是中國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以牛羊肉為主要菜色，飲食習慣與其他地區迥異，請貴賓

們注意尊重少數民族的飲食和風俗習慣。 

4. 在內蒙古地區，交通工具以汽車為主，其中由大草原至鄂爾多斯段車程較長，但風景十分優

美、獨特，會暈車的貴賓請出發前自行備妥藥物。 

5. 遊覽戈壁上的景點「響沙灣」時，本公司包的是景區大門票及索道，景區內的自由活動項目

有騎駱駝、冲浪車、休閒島等，費用另計，貴賓們可根據個人喜好和身體狀況自行決定。 

6. 出發前，盡可能收集、了解行程所經之處的風土民情、人文地理、歷史淵源等，以便自己在

遊覽時能知其所以然，再透過導遊的介紹，相互印證，以加深印象。 

7. 旅遊內蒙古期間，為讓貴賓們能親身體驗大草原上的牧民生活，特地安排一晚住宿蒙古包。

本公司所安排住宿的「宮帳包」，在當地已屬豪華型，但內部設備條件與北美相比畢竟有

限，恐怕與每位遊客的預期不同，請貴賓們理解。 

 

內蒙古自治區 

宮帳包：二人一間，有獨立衛生間，有空調 

 

宮帳包外觀 宮帳包內觀 宮帳包內的獨立衛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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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齊魯風情之旅 》補充須知 
(Tour Code: PCQ) 

   

1. 與本公司的其他線路相比較，本行程適合曾參加過北京、上海、西安等常規行程，並對山東

齊魯人文與風情有興趣的貴賓。 

 
2. 本行程從北京入境，再由北京出境，北京前後共住兩晚，但在北京並未安排團體參觀任何景

點，貴賓們可自由活動或探親訪友。 

 
3. 氣候： 

 北京：春、秋兩季比較乾燥，外出記得隨時補充水份，多吃水果。春季晝夜溫差大，易發

生大風、沙塵；夏季高溫多雨，注意防曬、防雨；冬季寒冷乾燥，注意保暖。 

 山東省的氣候四季分明，一般依照尋常著裝即可，惟有到泰山登山遊玩時，因山上的氣候

多變，再加上溫度差異和強風，應穿上可防風保暖、有層次穿脫方便的衣服。夏天海濱早

晚溫差大，出門時也應攜備一件外套。山東也有綿長的雨季，最好隨身攜帶輕便雨具。冬

季，應注意乾燥的北方氣候，攜帶護唇膏和潤膚用品。 

 
4. 交通： 

本行程除了北京到煙台乘坐飛機、濟南到北京乘坐京滬高鐵之外，其餘各段交通多為乘坐旅

遊巴士，其中以威海到青島段、青島至泰安段的車程較長，請容易暈機、暈車及體力較差的

貴賓，斟酌自備常用藥品如：暈車藥、腸胃藥、感冒藥等。 

 
5. 餐食： 

 本線路涉及的大部份城巿，接待外國遊客的經驗和水平不似大家所熟悉的大都巿（如北

京、西安、上海等）那般豐富，一路上的餐廳菜餚也多按當地人的傳統口味烹調，雖然本

公司會竭盡所能，力求滿足貴賓們的要求，倘有不及之處，尚請各位貴賓諒解，並以「入

境隨俗」、「隨遇而安」的心態，安心享用。 

 山東屬於魯菜菜系，魯菜的口味偏重，與其他地方的口味有很大的差異，貴賓們可嚐試比

較，由飲食中去認識當地的生活與文化。多喝純淨瓶裝水，多吃新鮮水果，以防止水土不

服。忌食路邊不乾淨的小吃（尤其是海鮮或燒烤類），不吃生冷食品。 

 
6. 安全： 

 通常，熱門旅遊景區的遊客都非常擁擠，尤其適逢中國國定假日時，更應格外小心，避免

發生走失或迷路的意外情況，妥善保管自己的貴重物品及證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夜間或自由活動期間，宜結伴同行，注意安全，貴重物品最好放置酒店保險箱內。 

 乘船觀光時，請注意上下船的安全，以及在船上遊覽期間的人身和財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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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三峽精華遊》補充須知  
(Tour Code: PCU) 

 
1. 本行程全長十四天，經過的地區包括山區、江峽，也有平原。有患有高血壓、心臟疾病的

旅客，請於出發前諮詢您的醫生，確認您的健康狀況適合旅遊。如有必要，請自備暈車藥
以及其他常用的處方藥品。 

 
2. 行程中有不少地方涉及步行和登山，請貴賓們行路小心，量力而行。 

 
3. 行程中，有幾段汽車車程，例如從黄山往返宏村、黄山到婺源再到景德鎮，一般而言，途

中當地洗手間的狀況可能較令遊客們不盡如意，或難以適應，請貴賓們諒解，並請事先自
備衛生紙及洗手液。 

 
4. 行程中，經過的部份地區不易購得手機、照相機或錄影機等的充電器、電池和記憶卡等現

代科技產品，請貴賓們自行備足。 
 
5. 長江三峽遊輪注意事項： 

a. 遊覽長江三峽期間，每天都會下船上岸遊覽，如果是行程內的景點，名人假期團隊是專
團專車，如果是船上售賣的自費活動，則有可能須與船上其他團隊人員同車共遊。 

b. 維多利亞遊輪房間內配有保險箱，請多加利用；離開房間時，記得將貴重物品放入保險
箱，大件行李最好能上鎖。 

c. 遊輪上，請務必仔細閱讀服務人員每天送至船艙的每日最新訊息。 
d. 維多利亞遊輪上不流通現金，船上個人的消費只需出示房間鑰匙，簽單即可。所有帳單

累積至遊輪行程的最後一天清帳，可用人民幣、信用卡、美金或旅行支票結帳。 
e. 由於水位關係，有時船會停靠茅坪港，旅客需從宜昌接駁至茅坪上船，有時則須提前在

酆都下船，再乘車至重慶，在這些情況下，船公司會安排我們與船上其他遊客共車。  
 
6. 黄山旅遊注意事項： 

a. 黄山上的西海賓館是黄山上首家與大自然完美結合的酒店，也是在資源取之不易的黄山
上的首家五星級酒店，誠屬難能可貴。為了貴賓們的方便，賓館房間內配有手電筒和厚
衣，但不配備牙膏、牙刷或梳子。 

b. 黄山上，夜晚和清晨氣溫較低，請注意保暖禦寒；如有早起觀看日出的打算，手電筒應
事先備好電池，注意安全。 

c. 上山輕裝，少帶行李，以免過多消耗體力，影響登山。 
d. 黄山山區氣候變化很大，時晴時雨，登山時要帶輕便雨衣，下雨風大路滑，不宜打傘。 
e. 雷雨時，不要攀登高峰，不要用手扶鐡鏈，亦不宜在樹下避雨，以防雷擊。 
f. 登山以穿著登山鞋為宜，布鞋、球鞋次之，避免容易滑跌的皮鞋或塑膠底鞋。為安全

計，登山時可買一支竹棍或手杖。 
g. 山高路遠，遊山時以緩步為宜，不可過速，徒然消耗體力。為安全計，做到「走路不看

景，看景不走路」是很重要的，邊走邊看險象環生。 
h. 遊山時應結伴同行，相互照應，不要隻身攀高登險。 
i. 登山時身體應保持略向前俯的姿勢，走Ｚ字形，這樣既省力，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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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精選遊 11 天 》補充須知 
(Tour Code: PCX) 

   
1. 本行程由北京入境中國，沿途遊覽西安、杭州、無錫、蘇州，最後遊完上海後，出境，這

些著名的城巿分別位於中國大陸的北部、西部和東部，地理位置和氣候差異大，在季節更

替的時期，溫度高低尤其不同，但夏季普遍都炎熱，請貴賓們依著季節準備適當的衣物。 

 
2. 北京： 

 春、秋兩季比較乾燥，外出記得帶水，隨時補充水份，多吃水果。春季晝夜溫差大，易

發生大風、沙塵；夏季高溫多雨，注意防曬、防雨；冬季寒冷乾燥，注意保暖。 

 北京為國際性旅遊城巿，景區景點人多擁擠，參觀時，請跟緊導遊，以免掉隊。 

 
3. 西安： 

 西安地處大陸西部的關中平原，臨近黄土高原，氣候比南方乾燥、多風又多變，要多喝

水，注意每天皮膚的防曬和保濕。 

 參觀兵馬俑博物館時，從停車場到博物館入口要步行一段距離，請貴賓們穿著適當的衣

服和鞋子。 

 西安是西北地區回族的聚集地之一，請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民俗民風和飲食習慣。 

 
4. 杭州： 

 位於中國東南沿海，夏季炎熱、濕潤，卻是西湖賞荷的最好季節，冬季寒冷、乾燥，出

發前應做好防暑或保暖的措施，隨時補充水份。 

 西湖位於杭州市的市中心，以湖光山色和眾多名勝古迹聞名中外，無論春花、秋月、夏

荷、冬雪都各具美色。乘船遊湖之外，還將深入遊覽西湖十景中的兩個特色景區：曲院

風荷、花港觀魚。 

 
5. 無錫、蘇州： 

 均位於長江三角洲平原，春季氣候多變，夏季炎熱多雨，秋季秋高氣爽，冬季普遍濕

冷，應帶足禦寒衣物。 

 蘇州遊覽佛教勝地寒山寺，請尊重當地宗教習俗，愛護文物古迹及景區內的花草樹木。 

 
6. 上海： 

 上海四季有不同的美，春秋較短，冬夏較長，春季多雨建議帶傘。 

 上海全年遊客眾多，南京路和城隍廟尤其擁擠，請注意自己的隨身物品，謹防被竊。 

 上海博物館是一座大型的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館藏文物相當豐富，入館參觀須接受安

全檢查。入館後，貴賓如須語音導覽，請自行付費租借數碼機。 

 上海的交通發達，但公路交錯，容易迷路；自由活動時，最好先向導遊查詢，隨身攜帶

酒店資料或地圖，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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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古文化之旅 》補充須知 
(Tour Code: PCZ) 

   

1. 山西旅遊注意事項（大同、平遙、太原）： 

1) 氣候：山西的氣候屬高原性氣候，較為乾燥，晝夜溫差大，早晚涼，需準備外套，中

午較熱，應注意防曬、防暑、護膚、多喝水、多吃水果。 

2) 山西因地處黄土高原，風沙較大，最好準備墨鏡、帽子、口罩、濕紙巾等物品，以防

風沙，戴隱形眼鏡的朋友更要特別當心。 

3) 飲食：山西的飲食口味較重，多醋，因當地的水質碱性大，吃飯時加一點醋可以中和

碱性，增加美味。山西人尤其酷愛麵食，其種類之繁多，風味之獨特，聞名中外，因

此，到山西旅遊一定要入鄉隨俗，品嚐當地一、兩道著名的麵食，才不虛此行。 

4) 山西旅遊景點與景點之間路途較遠，每日出發前請準備適量的飲用水、乾糧或零嘴，

及時補充水份及體力。平遙古城內景點眾多，需要步行的時間及距離較長，請貴賓們

量力而行。 

5) 愛護古蹟：山西的人文景點眾多，尤其是年代較為久遠的古蹟遊覽區，非常注重環境

保護和清潔維護工作，請貴賓們多加留心，共同保護文化遺產和生態環境。 

6) 安全：在山西旅遊，尤其是趕上當地一些節慶活動時會人多擁擠，請小心自己的隨身

物品，謹防失竊。 

 

2. 河南旅遊注意事項（鄭州、開封、嵩山、洛陽）： 

1) 氣候：河南地處中國中心腹地，內陸季風特別明顯，春末有乾熱風，夏季多暴雨，氣

候偏乾燥，建議旅途隨身攜帶保濕、潤膚的保養品，多喝水，多吃蔬果。 

2) 語言：河南地區語言以河南話方言為主，與普通話非常接近，能聽懂普通話基本上就

能聽懂河南話。 

3) 河南地區的景點大多歷史悠久，彌足珍貴，參觀時請謹慎愛護文物古蹟及自然環境。 

4) 河南菜又名豫菜，風味獨特，種類豐富，從街頭小吃到宮廷套菜，一應俱全；然而，

出外旅遊，應注意身體健康，要特別留意飲食衛生，切勿吃生食或暴飲暴食。 

5) 嵩山：遊覽聲譽顯赫的佛教寺院少林寺時，請尊重其宗教習俗及規定，勿大聲喧嘩、

指點議論，或隨意遊蕩，如遇佛事活動應靜立默視，或悄然避開。 

6) 洛陽：遊覽龍門石窟時，須要步行較長時間和距離，請貴賓們量力而行；參觀位於龍

門西山崖壁上的大型雕刻時，需步上台階，請注意人身安全，切實做到「走路不觀

景，觀景不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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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補充須知   

(Tour Code: PSR) 
   
1. 北京： 

 參加本行程的貴賓，多數均已參加過北京、上海、西安等常規行程。因此，即使本行

程從北京入境、北京出境，北京前後共住二晚，本公司並未安排團體在北京遊覽一般

的常規景點如：故宮、長城、天壇等，貴賓們可隨心所欲，自由度過在北京的時間。 

 北京的氣候，春、秋兩季比較乾燥，貴賓們要儘量多喝水，多吃水果。 
 
2. 交通： 

 遊覽西北地區，除北京至烏魯木齊、烏魯木齊至敦煌、蘭州至北京搭乘飛機，嘉裕關

至西寧搭乘高鐡之外，大多以旅遊巴士為主要交通工具。此外，在烏魯木齊、西寧及

蘭州，都將安排當地必遊的乘船賞景。請會暈船、暈車的貴賓們，記得自備藥品。 

 由嘉裕關搭乘高鐵前往西寧，須與其他遊客共用車廂，而且途中不提供任何餐飲。 
 
3. 氣候： 

 西北地方氣溫雖較內地略低，但因很多地區海拔較高，紫外線照射強，空氣又乾燥，

每天出發前須備足飲用水及有效防曬品，同時配備清熱、解渴、滋潤的藥物或沖劑。 

 西北地方的氣候屬典型大陸乾燥性氣候，全年晝夜溫差大，白天注意避暑，夜晚注意

保暖，及時注意調整衣著，晚上睡覺前記得將空調開到適度，不要過涼或不蓋棉被，

以免造成身體不適。沿途經過山地、沙漠、草原、戈壁等地區，雖然景色獨特，風景

優美，但天氣變化較大，旅遊時要特別注意。 
 
4. 飲食： 

 西北地方日常飲用水多為地下水，水質硬度高，初來乍到有些人可能會引起胃腸、皮

膚等的過敏或不適。因此，胃腸抵抗力較弱及過敏性體質的人，建議最好飲用純淨瓶

裝水，攜帶感冒、胃腸及抗過敏藥物，以備不時之需。 

 大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眾多，宗教色彩特別濃厚，風俗民情也各異，請小心尊重當地少

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伊斯蘭教徒的餐食以牛羊肉為主，不食豬肉，餐廳也不提供豬

肉。遊客應謹言慎行，不要在清真餐廳攜帶或食用豬肉產品，或公開談論有關豬的話

題，以免冒犯了伊斯蘭教徒，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本行程所涉及的大部份城巿，其接待外國遊客的經驗並不豐富，一路上餐廳的菜餚亦

大多按當地人的習慣和口味烹調，希望貴賓們能理解，不要因為好吃而多吃，也不應

不喜歡而不吃，最好能入境隨俗，不錯失由飲食中體驗當地文化的機會。 
 
5. 途經廣大沙漠地區，建議貴賓們備妥墨鏡、帽子、口罩等，提防風沙。 

 
6. 青海湖海拔較高，請貴賓們旅遊時量力而行，注意高山反應。 

 
7. 時差：新疆與北京時差二小時，旅遊期間導遊會合理安排作息及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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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精華遊 》補充須知 

(Tour Code: PCJ) 

 

1. 氣候：福建位於中國東南沿海，全省大部份屬中亞熱帶氣候，南部地區則屬南亞熱帶海洋性
氣候，溫暖潮濕，冬無嚴寒、夏無酷暑但多雨，偶有颱風來襲，要注意天氣預報。 

2. 飲食：出外旅遊應注意飲食衛生，節制飲食，不暴飲暴食，防止病從口入。厦門的風味小吃
集閩、粤、台三地之精華，尤其受歡迎。 

1) 注意飲水衛生，多吃蔬果，喝純淨的瓶裝水或煮沸過的開水，不生飲江、河、塘、湖的
水。 

2) 選擇衛生條件良好、周圍環境整潔的飲食店，不購買没有政府衛生許可標誌的食品。 

3) 慎重對待每一餐。高、中檔次的飲食店一般可放心去吃；大排檔的可有選擇地吃；路邊攤
位或沿街擺賣（推車賣）的最好不要碰運氣。 

3. 語言：福建的厦門、泉州、漳州、莆田四個城巿講閩南話，其餘地區方言各異。 

4. 厦門： 

1) 厦門每年 1月最冷，最低氣溫 9-11C (48-52F)；7月最熱，最高氣溫 31-33C (88-92F)；5-
6月是梅雨季節，7-9月為颱風季節，這兩個季節降雨量大，出門需攜帶雨具。厦門四季瓜
果不斷，除了從外地輸入的瓜果外，本地生產的水果有龍眼、荔枝、香蕉、鳳梨、木瓜、
楊桃、柑橘、西瓜、 芒果、桃子、枇杷、甘蔗等數十種。 

2) 海鲜：厦門因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盛產海鲜，魚、蝦、蟹、貝、螺、鮑
魚……種類繁多、品質優良，到厦門旅遊，無論如何也要嚐嚐地道的厦門海鮮風味。 

3) 出租車：厦門出租車非常方便，價錢合理，如果發現欺詐行為，可撥打：86-592-5615610
（市交通運輸管理處）投訴。 

5. 鼓浪嶼：由厦門到鼓浪嶼須搭乘渡輪，可登上渡輪上層觀賞美麗的海景。 

6. 福建土樓：遊覽客家人聚集的華安，請尊重當地客家習俗。土樓群遠離熱鬧城巿，沿途均為
盤山公路，會暈車的貴賓請事先備妥暈車藥，以防不適。 

7. 武夷山 

1) 武夷山地處山區，早晚温差較大，要注意適時增減衣物。最好穿著舒適好走的運動鞋或登
山鞋。借助拐杖，要選擇長短、輕重適宜又結實的拐杖。 

2) 天氣陰霾時，出門最好帶上雨具，山上不宜打傘，雨衣為佳。 

3) 山區部分景點地勢險要，要注意安全，做到「走路不觀景，觀景不走路」，要看景或照相
時就停下來。登山時注意適時適當的休息，保持體力。 

4) 注意林區防火，嚴禁吸烟。愛護自然環境，維護環境整潔，不破壞景觀資源，不亂丢垃
圾。勿擅自前往未開放的山區或水域。 

5) 漂流時：乘坐竹筏，請保管好自己的貴重物品和相機，以免掉落山谷或溪澗。如有小孩同
行，要特別注意小孩安全，不可在竹筏上玩水嬉戲。即使九曲溪的水勢平緩，遊客也要按
規定穿著救生衣，切實聽從筏工的指示。 

6) 武夷山段旅遊車採循環環保大巴，要注意自己的隨身物品，謹防遺失。 

7) 山區水域蚊蟲多，建議攜備防曬和驅蚊物品，避免曬傷或蚊蟲咬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