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照號碼 350906
包團熱線 23919853

http://www.modernchinatravel.com

生效日期 16-OCT-2017
總行 旺角電話：2391 9900 / 分行 銅鑼灣 電話: 2893 8133
下列團隊：免收領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凡報聖誕節期間(12月17日至12月26日)出發之旅行團，實價及出發日期(個別出發日期有特別加班團) 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凡報春節期間(2月7日至02月23日)出發之旅行團，實價及出發日期(個別出發日期有特別加班團) 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凡報復活節期間(03月24日至04月2日)出發之旅行團，實價及出發日期(個別出發日期有特別加班團) 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請您注意價格表所列之行程內容(線路名稱)及價目僅供參考，個別團種及出發日期價格有所不同，價格不包括機場稅、機場保安稅、燃油附加費、簽証費、行李生小費，為確保您的權益
，請您詳細參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臨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如有需要)、詳細行程的備註及注意事項。一切正確資料均以報名時索取之行程表及價目表作準。本公司有權更改行
程內容及價目，恕不另行通知，祝您旅途愉快。
▲ 會員及同行優惠不適用於此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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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現代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7年
2017年10月至
10月至2018
月至2018年
2018年6月價目表 [A] 》

線路名稱

河南省 鄭州五星級標準華美達廣場國際酒店或同級 洛陽(龍門石窟) 中嶽嵩山(少林寺) 開封(清明上
▲CGO-5-D8 中原古都
河園) 鄭州(河南省博物館) 直航團

河南省 太行山系景區串燒 焦作(雲臺山) 安陽(林慮山峽谷、殷墟甲骨文博物苑世界文化遺產5A景區) 林州(
林州(紅
旗渠)) 直航團
旗渠
中原古都 河南省+陝西省 鄭州五星級標準華美達廣場國際酒店或同級 洛陽(龍門石窟) 中國五嶽之二(西嶽華
CGW-6-D8 山、中岳嵩山)
黃河上之-三門峽(水庫大壩) 直航團
中原古都 太行山系景區串燒 焦作(太行大峽谷-萬仙山景區、郭亮村-絕壁長廊、雲台山世界地質遺址公園) 登
封(中嶽嵩山少林寺) 洛陽(龍門石窟) 鄭州(商城遺址) 高鐵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10月28日/ 11月
CGO-6-TH4 4、18日 / 12月2、16、23、31日 / 1月6、20日/ 3月3、17、30日 / 4月7、21日 / 5月12、26日/ 6月2、16日, 出發前
3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10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5999 / 出發前2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11至15位名額按$6199 (享有會員
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太行山系景區串燒 焦作(太行大峽谷-萬仙山景區-郭亮村-絕壁長廊、雲台山-世界地質遺址公園) 登
COK-6-D3 中原古都
封(中嶽嵩山少林寺) 洛陽(龍門石窟) 鄭州五星級標準華美達廣場國際酒店或同級 直航團
三省聯遊河南/陝西/山西 鄭州五星級標準華美達廣場國際酒店或同級 洛陽(龍門石窟) 壺口瀑布 中國五嶽之二
CWF-8-D9 (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少林寺)
黃河三門峽(水庫大壩) 直航團
CGO-8- 太行山系景區串燒 輝縣(太行大峽谷-萬仙山景區、郭亮村-絕壁長廊) 焦作(雲台山世界地質遺址公園-紅石峽)
DD11 登封(中嶽嵩山少林寺) 洛陽(龍門石窟) 開封(清明上河園) 鄭州(花園口黃河遊覽區) 直航團
重遊西安有新意創新行程+傳統古蹟薈萃美酒美食話長安+國際品牌五星級標準金花大飯店香格里拉集團管理
XIA-5-D2 或同級西安飯莊(周恩來總理-三次光臨) 海泉灣溫泉 古城墙自行車 秦嶺翠華山 法門寺(真身舍利) 秦始皇陵 直
航團
美酒美食話長安+國際五星級標準金花大飯店香格里拉集團管理或同級 西安飯莊(周恩來總理XIAN-5-D4 文物古蹟薈萃
三次光臨) 西嶽華山 扶風(法門寺-釋迦牟尼真身舍利) 西安(秦兵馬俑) 純玩直航團
西嶽華山 壺口瀑布 西安(秦兵
XIAN-5-DS6 文物古蹟+自然美景薈萃+國際五星級標準金花大飯店香格里拉集團管理或同級
馬俑) 韓城(黨家村) 直航團
CGX-5-D3

持回鄉証之港澳長
者門票優惠(報團時
但買門票時需
天 團 費 單人房 減收,
出示回鄉証方有此 出發日期
數
優惠)
成人 小童 附加費 60至69歲以上// 70歲或
5 $4,399 $3,999 $1,100

$150 // $300

5 $4,999 $4,399 $1,300

$150 // $300

6 $5,599 $4,899 $1,300

$150 // $300

6 $6,499 $5,799 $1,200

$150 // $300

6 $5,999 $5,199 $1,500

$150 // $300

8 $7,999 $6,999 $2,200

$150 // $300

8 $6,999 $5,999 $1,900

$150 // $300

5 $5,399 $4,799 $1,300

$200 // $400

5 $5,799 $4,899 $1,400

$150 // $300

5 $5,999 $5,299 $1,400

$150 // $300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天天有航班

航機
KA/CZ
KA/CZ
KA/CZ

高鐵
KA/CZ
KA/CZ
KA/CZ
MU
MU
MU

$150 // $300

星期日有航
班

9C

5 $4,699 $3,999 $1,200

$100 // $200

天天有航班

9C

8 $6,999 $5,999 $1,500

$300 // $400

星期 一 四
六有航班

CA

8 $6,999 $5,999 $1,500

$300 // $400

太原 吉縣(壺口瀑布) 平遙(平遙古城-世界文化遺產) 渾源(北嶽恆山下-懸空 8 $5,999 $5,299 $1,700
415 TSW-8-D3 山西南北線+河南/河北
寺) 五台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大同(雲岡石窟) 晉城(皇城相府) 直航團

$350 //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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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晉南北)+河北省聯遊 五台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平遙古城-世界文化遺 石家莊(河北省博物館) 祁縣(喬家
大院-大紅燈籠高高掛) 直航團
河南-健行太行山脈 輝縣(萬仙山-郭亮村-掛壁公路約長1250米由人工開鑿) 洛陽古都 開封(小宋城) 鄭州 直航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10月26日/ 11月2、9、16、23、30日 / 12月7、14日 / 1月6、20日/ 3月3、17日 / 4
TGC-5-D1 月21日
/ 5月12、26日/ 6月2、23日, 出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10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3999 / 出發前20天或之前
報團及第11至15位名額按$42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健行太行山脈 林州(林慮山太行大峽谷) 壺關(太行山大峽谷) 錫崖溝大峽谷(王莽嶺風景區+掛壁公路) 輝縣(太
行大峽谷-萬仙山景區、郭亮村-掛壁公路) 運城(關帝廟) 直航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11月4、11、
YCU-8-D 18、25日 / 12月2、9、16日 / 1月6、20日 / 3月3、17、24日 / 4月7、21日 / 5月12、26日/ 6月2、16日 出發前30天
或之前報團及首10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5999 / 出發前2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11至15位名額按$6299 (享有會員特
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健行太行山脈+ 趙燕文化 邢臺(北武當) 邯鄲(武靈叢臺) 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 林州(林慮山太行大峽谷) 壺關
HSA-8-D3 (太行山大峽谷) 錫崖溝大峽谷(王莽嶺風景區+掛壁公路) 輝縣(太行大峽谷-萬仙山景區、郭亮村-掛壁公路) 直
航團
STS-5-D3

5 $4,999 $4,399

$900

TYW-5-D2 太原 平遙(平遙古城-世界文化遺) 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五臺山 實惠直航團

5 $4,599 $3,599 $900

$60 // $120

TYX-5-D2

5 $4,999 $4,499 $1,100

$150 // $300

8 $7,299 $6,399 $1,800

$350 // $700

8 $7,999 $6,999 $2,000

$350 // $700

晉在其中—帶您領略大美山西 山西南北線遊 太原 吉縣(壺口瀑布) 平遙(平遙古城-世界
TYW-8-D2 晉山晉水
文化遺-雙林寺) 渾源(北嶽恆山下-懸空寺)應縣(木塔-中華建築精髓) 大同(雲岡石窟) 實惠直航團 8 $5,999 $5,299 $1,700

$350 // $700

山西南線遊 太原 吉縣(壺口瀑布) 靈石(王家大院-華北第一民俗博物館) 洪洞(大槐樹-4A景區) 平遙(平遙古城-世
界文化遺)高級直航團
山西南北線遊 太原 吉縣(壺口瀑布) 陵川(太行山-王莽嶺-天下奇峰匯聚、皇城相府) 平遙(平遙古城-世界文化
TYC-8-D3 遺) 渾源(北岳恆山下-懸空寺) 應縣(木塔-中華建築精髓) 大同(雲岡石窟、九龍壁) 直航團(星期三出發口岸是香
港住返大同)
山西南北全線遊 太原 五台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渾源(北岳恆山下-懸空寺) 應縣(木塔-中華建築精髓) 大同(雲
TYX-8-D3 岡石窟、九龍壁) 吉縣(壺口瀑布-西北黃土高原黃河流域) 靈石(王家大院) (大槐樹-4A景區) 平遙古城-世界文化
遺 高級直航團

421

TYT-8-D2

422

TSS-8-DS2

423

TYL-8-D1

424

TYY-8-D1

山西南北線遊 太原 五臺山 吉縣(壺口瀑布) 兩晚住平遙(平遙古城-世界文化遺) 渾源(北嶽恆山下-懸空寺)
應縣(木塔-中華建築精髓) 大同(雲岡石窟、土林土林-黃土高原蒼涼肅穆之美)
黃土高原蒼涼肅穆之美) 直航團 如下出發日期享有會員特別
優惠 10月27日/ 11月3、17日 / 12月1、15日 / 1月5、19日 / 3月2、16、23日 / 4月6、20日 / 5月11、25日/ 6月1、22
日 , 出發前60天或之前報團及首10位會員, 成人團費按 $6999 / 出發前45天或之前報團及第11至15位名額按$7399
/ 出發前30天或之前報團及第16至20位名額按$7699 (享有會員特別優惠, 其他優惠不可同時使用)
山西偏線遊 運城(關帝廟 死海) 永濟(普救寺 鸛雀樓) 芮城(永樂宮) 介休(綿山 張壁古堡) 寧武(蘆芽山) 偏關(老
牛灣) 直航團
黃土古鎮奇趣之旅 太原 呂梁(黃土高坡李家山 永和縣乾坤灣黃河第一灣 吉縣(壺口瀑布) 平遙(平遙古城-世界
文化遺產-雙林寺) 晉之名山-雲丘山+綿山 靈石(王家大院) 直航團
晋南陝北奇趣之旅 太原 呂梁(黃土高坡李家山 永和縣乾坤灣黃河第一灣 吉縣(壺口瀑布) 靖邊(波浪谷)
榆林(紅石峽 萬里長城第一台-鎮北台) 佳縣(懸崖邊香爐寺) 代縣(千秋萬載-雁門關) 直航團

現代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價目表 [A] 》

8 $7,999 $6,999 $2,000

$350 // $700

$7,999 $6,999 $1,700

$100 // $200

8 $7,299 $6,099 $1,800

$300 // $600

8 $6,999 $5,799 $1,700

$30 // $180

8

生效日期 16-OCT-2017

星期 四 日
有航班
星期 四 日
有航班
星期 一MU/
三UO有航班

星期一 五
MU航班
星期三 日
UO航班

DW03OCT017

9C
9C
MU/UO

MU/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