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號

成人

小童 (不佔床)

小童 (佔床)

單人房

指定自費

導遊服務費

ASMT10L

449

449

649

+420

300

100 (大小同價)

2017 年 1 月 10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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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計算。自費及服務費請在報名時一起付清
導遊會根據時間情況另外推薦一些特色節目，客人自願參加，絕不強迫
小童費用適用於 1 至 17 歲小孩，不佔床小童須與兩成人同房。不佔床小童不含早餐。

曼谷

抵達泰國首都曼谷國際機場，專業接機人
員迎接貴賓前往酒店休息。（免費接機時
段: 11am-11pm ）
酒店 : Miracle Suvarnabhumi Airport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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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 — 芭提雅

早餐後遊覽金碧輝煌的【拉瑪九世皇朝大
皇宮】，是曼谷王朝壹世皇至八世皇的宮
殿。宮內聚集了泰國建築、繪畫、雕刻和
裝潢藝術的精粹。繼而參觀於皇宮之側的
【玉佛寺】。寺內供奉泰國第一國寶，亦
是世界最大的翡翠玉佛。【皇家珍藏寶物
館】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展覽館，用黃金雕
琢成的桌椅、餐具、衣服等等，必定令您
大開眼界。午餐在【曼谷摩天大樓】—全
曼谷最高的大樓享用國際自助餐，360 度
旋轉觀景臺俯瞰曼谷全景 (指定自費)。隨
後前往【泰國風情園】親身體驗泰國最大
的傳統節日： 水燈節及潑水節氣氛。晚餐
後享受泰國古式按摩 1 小時，為您解除一
天的疲勞，放鬆身心夜宿有東方夏威夷之
稱的芭提雅。
(早/午/晚餐)
酒店 : 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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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

早餐後從芭堤雅海灘乘快艇前往【格蘭
島】，您可自由參加島上的水上活動(費
用另付)，如水上摩托車、拖曳傘、香蕉
船、海底漫步等，讓您享受上天下海的樂
趣。中午享用島上海鮮餐。接著前往【東
芭樂園】，這是一座複合式文化村，園中
有人工湖，樹木蔥籠，鳥語花香，景色如
畫。觀看「大象表演」，踢足球、跳舞、
拔河，人與大象融為一體，其樂陶陶，表
演後可餵食大象。 之後逛遊【席攀水上巿
場】巿場裏水路緃橫，水面上木樓別具風
格。品嘗來自泰國各地的風味小吃及當地
特產。
(早/午/晚餐)
酒店 : 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或同级

4

芭提雅 — 曼谷

早餐後參觀芭提雅珠寶博物館，接著參拜
【四面佛】被稱為「有求必應」佛。佛像
有四尊佛面，分別代表婚姻美滿、事業有
成、健康平安、財運享通。安排【綠野仙
蹤騎大象】—騎著富貴象，穿越叢林、翻
山涉水，感受古代皇帝用以代步的交通工
具，別有情趣，保證讓您留下人生難得又

絕妙的回憶。中午在象園內享用泰式餐後
前往【熱帶水果園】，數十種熱帶水果—
榴櫣、山竹、紅毛丹、木瓜、鳳梨、西瓜
等數十品種無限暢食。返回曼谷中途參觀
土產店。晚餐後觀賞曼谷【人妖表演】
(指定自費)—人妖巨星各個美麗野艷，輪
流表演中、韓、越、印、泰等流行歌曲，
還可自由和這些佳麗們拍照。 (早/午/晚餐)
酒店 : Oakwood Residence Bangna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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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

早餐後參觀皮革中心後前往【蛇園】，園
內有過百種不同類型的蛇，欣賞各種精彩
表演。繼續 Kingpower 免稅店自由購物。
午餐後，前往全東南亞最大的水族館【暹
邏海洋世界】(指定自費)，於玻璃海底隧
道，目睹大白鯊在你頭上暢泳的情景。接
著前往 Siam Paragon 大型購物中心自由活
動。
(早/午餐)
酒店 : Oakwood Residence Bangna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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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 馬六甲

早餐後遊覽【獅身魚尾像】(指定自費)及
【濱海灣公園】，花園分為南花園、東花
園和中央花園（不含門票）。參觀珠寶
店。參觀土特產店後驅車往世界文化遺產
【 馬六 甲古 城】 (指 定 自費 )，途徑 青雲
聽、三保井、紅教堂、葡萄牙城堡。
(早/午/晚餐)
酒店 : Holiday Inn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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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1
21
4, 18
9, 23
6, 20
4, 18
8, 22
5, 19
17，24
7, 21
12

行程特色：
◆ 參觀泰國保存最完美、規模最大的
拉瑪皇朝大皇宮
◆ 遊覽亞洲最大的暹羅海洋世界
◆ 欣賞雌雄莫辯，美豔絕倫的明星人
妖歌舞秀
◆ 親身體驗帝王式騎大象
◆在泰國風情園親身感受泰國傳統潑
水節氣氛
◆ 新加坡的象徵獅身魚尾像
◆ 日遊雲頂高原
◆ 乘坐東方公主號遊船飽覽南洋風情
◆ 參觀世界第一高樓吉隆玻雙子塔
◆ 隨著音樂起舞的水柱海之頌表演
◎ 安排享用地道風味餐：曼谷摩天大
樓國際自助餐、正宗泰式料理、養
身肉骨茶、胡椒豬肚湯、海南雞
飯、秘制娘惹風味、地道海鮮餐

曼谷 新加坡

早餐後適時搭乘飛機花園城市新加坡。抵
達後遊聖淘沙名勝世界，及到免稅商店自
由購物。晚餐在馬來西亞美食街自理，晚
上觀賞「海之頌」(指定自費)，以波光粼
粼的海面為舞臺，以星光閃爍的夜空為幕
景，呈獻全新的水光火舞。讓觀眾在星空
下，面向海上的舞臺，邊感受海風，邊觀
賞隨著音樂起舞的水柱表演。
(早餐)
酒店 : Capri by Fraser Singapore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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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曼谷日期

2017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馬六甲 — 吉隆坡

早餐後觀賞海峽風光和世界馳名的古跡，
可盡覽馬六甲風光。隨後遊覽聖保羅大教
堂、聖芳濟石像、蝴蝶公園，欣賞 200 種
不同的蝴蝶。驅車前往吉隆玻，遊覽數碼
港太子城。之後參觀全世界唯一的粉紅色
水上回教寺【布特拉回教寺】。隨後遊覽

布特拉橋、外觀首相府、千禧紀念碑和植
物園。
(早/午/晚餐)
酒店 : Philea Mines Beach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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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 雲頂 — 吉隆坡

早餐後參觀【大馬國家博物館】，參觀傳
統手工藝中心後遊覽英雄紀念碑、獨立廣
場。乘車日遊雲頂高原 (指定自費)。之後
造訪咖啡專門店，錫器店，雙子塔(不含
登塔），南陽土特產店自由購物。
(早/午/晚餐)
酒店 : Philea Mines Beach 或同级

10 吉隆坡  原居地
早餐後統一送往吉隆玻機場，結束愉快旅
程。 (請預訂 12:00pm 以後航班)
(早餐)
‧不含機票、旅遊保險
‧僅限持美國、加拿大或澳洲護照的華人
‧自費及服務費請在報名時一起付清
‧導遊會根據時間情況另外推薦一些特色節目，
客人自願參加，絕不強迫
‧需全程跟團；若中途離團，需加收離團費用每
人每天 USD150，且門票等其他費用一律不退
‧本公司有權在不影響遊覽行程的情況下對旅行
前後次序做合理調整

** 如需訂購國際線航班請與我們聯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