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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點

泰新馬
三國全景10日

抵達曼谷 Arrive in  Bangkok1

（以網站更新為準）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18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Without Bed（No Breakfast)
18 歲以下兒童占床（含早餐）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續住（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Service Fee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2月：18日
3月：10日，17日，24日，31日
4月：7日，14日，21日 
5月：5日，12日，19日，26日
6月：9日，23日
7月：14日
8月：18日，25日
9月：1日，8日
10月： 6日，13日，20日，27日
11月：3日，10日，17日，24日
12月：1日，8日

DISCOVER THE BEAUTY OFCHINA

抵達泰國首都曼谷，專業接機人員迎接貴賓前往酒店，入住酒店休息。 （請於報名時提供
接機航班時間）素旺普機場（BKK）當天 11:00AM- 翌日 02:00AM 根據客人航班分批接
機，每 2-3 小時出車一趟送回酒店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住宿：Miracle Suvarnabhumi Hotel or equivalent

新加坡/麻六甲 Singapore/Malacca(B / D)7
早餐後前往藥油店，之後自由探索美麗的新加坡 , 或可自費選擇參加新加坡精華遊（濱
海灣花園含雲霧林和花穹門票 + 聖淘沙名勝世界含跨海纜車 + 金沙空中花园：
USD80/ 人）。下午驅車前往古城麻六甲，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Visit：Free dayto explore the city on your own,transfer to Malacca
住宿：Imperial Heritage Hotel/Ibis Hotel or equivalent

吉隆玻/雲頂/吉隆玻 Kuala Lumpur/Genting(B / L)9
早餐後吉隆玻市內觀光【蘇丹皇宮】,【獨立廣場】。前往【雙峰塔（外觀）】，參觀咖啡店和巧克力店。午餐後
前往【黑風洞】其洞穴主廟的天花板之高度超過 100 米，廟裏全都是興都神靈。隨後前往搭乘纜車前往

【雲頂高原】（自費專案）。
 Visti：Istana Negara.President House outlook(Compulsory programs*)，Twin towers，Batu 
Caves，Gending Highland(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Geno Hotel/Everly Hotel or equivalent

吉隆玻/送機 Departure from Kuala Lumpur（B）10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送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或者下一個目的地。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麻六甲/吉隆玻 Malacca/Kuala Lumpur(B / L/ D) 8
早餐後前往世界文化遺產【麻六甲古城】，車遊【三寶山】又。外觀【荷蘭紅屋廣場】、【聖保羅教堂】、【葡萄
牙城堡】，觀賞海峽風光和世界馳名的古跡。隨後前往遊覽【數碼港太子城】。前往水上回教寺【布特拉回
教寺】（自費專案），是全世界唯一的粉紅色清真寺。隨後遊覽【布特拉橋】、外觀【首相府】（自費專案）。參
觀土產店和乳膠店。
Visit ：Malacca,Stadthuys,Porta De Satiago,St.Pauls Church ,local product shop &latex 
shop,Putra Bridge,Perdana Putra,Cheng hong ting 
住宿：Geno Hotel/Everly Hotel or equivalent曼谷 / 芭提雅 Bangkok /Pattaya (B / L / D)2

早餐後，前往泰國金碧輝煌的【大皇宮】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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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皇家珍藏寶物館】必定令您大開
眼界。隨後前往【泰國風情園】（自費項目）親身體驗泰國潑水節氣氛。晚餐後享受【泰國
古式摩】1 小時。
Visit:Grand Palace ,Emerald Buddha，Kingdom of Art(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 :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or equivalent

芭提雅 Pattaya (B / L / D)3
早餐後前往【格蘭島】，您可 自由參加島上的水上活動 ( 費用自理 )，中午享用島上海鮮
餐。接著 前往【東芭樂園】欣賞 「大象表演」，踢足球、跳舞、拔河， 表演後餵食大象。參觀 

【席攀水上巿場】。
Visit:Coral Island，Nong Nooch Village & Tradition Centre ，Floating Market
住宿 : 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or equivalent

★全程入住當地星級酒店 ★曼谷 - 東南亞度假勝地★吉隆玻，一座融合了東方色彩與西方文明的大都市 ★新加
坡，亞洲著名的花園城市 ★麻六甲，彙集多國風格的世界文化遺產 ★美食品嚐：曼谷摩天大樓 76-78 國際自助
餐 , 熱帶水果無限食，馬來特色手抓飯，麵包雞， 咖哩魚頭，肉骨茶，奶油蝦 海南雞飯等

芭提雅/曼谷 Pattaya /Bangkok (B / L/ D)4
早餐後前往【四面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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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四面佛 很靈驗，所以許多遊客到此許願。參觀珠
寶館，泰絲館。安排【綠野仙蹤騎大象】騎著富貴 象，穿越叢林、翻山涉水，中午在象園內
享用泰式餐。 接著前往【熱帶水果園】（自費專案）數十種熱帶水果榴櫣 , 山竹 , 紅毛丹 ,
木瓜 , 鳳梨 , 西 瓜等數十品種無限吃，晚餐後觀賞曼谷【人妖表演】。
Visit:The World Gems Museum，Four Faces Buddha，Pattaya Fruit Garde，(Com-
pulsory programs*)，Golden Dom Cabaret Show。 
住宿： 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  or equivalent

曼谷 Bangkok (B / L )5
早餐後前往【蛇園】。隨後參觀免稅店。午餐在【曼谷摩天大樓】享用自助午餐（自費專
案），可觀看到整個曼谷的景色。餐後前往【3D 藝術館】（自費專案）。隨後參觀亞洲夜市。
Visit:Snake Farm and Leather Center，Siam Paragon，3D Art Museum(Compulso-
ry programs*) Asiatique night market。
住宿： 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 or equivalent

曼谷/新加坡 Bangkok/Singapore(B / L)6
（請注意：不含素旺普機場（BKK）／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SIN）機票，航班必須訂早上 12 點

00 分前抵達新加坡機場的航班。抵达新加坡后请客人自行前往新加坡机场 Terminal 2 Arrival 
Hall Information Counter 等候接机人接机（请客人 13:30PM 之前抵达上述集合地点，此时
间后抵达的客人需自行参团）
(Not include air ticket from BKK to SIN, flight must arrival SIN before12:00 am)
飛往新加坡，遊覽新加坡的標誌和象徵【魚尾獅公園】（自費專案）。【船遊新加坡】（自費專案）精
華景點：海濱藝術中心，萊佛士登岸遺址，百年吊橋。晚上【車覽新加坡美麗夜景】（自費專案）,
送往酒店休息。
Visit： Merlion Park+Boat tour+Night View (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Orchid Hotel/Village Hotel Changi/Capri Hotel or equivalent

Thailand, Singapore, Malaysia10 Days

自費專案 ( 需保證參加 )：
泰國段：摩天大樓中日西泰自助餐 76-78 樓 + 曼谷旋轉觀景眺望臺
84 樓 + 芭提雅熱帶水果園（時令水果任食）+ 泰國風情園 ,+3D 藝術
館 =US $170 / 人 （成人與小童同價）
新加坡馬來西亞段：魚尾獅公園 + 车游新加坡夜景 + 船遊新加坡 +
水上清真寺 + 外觀首相府 + 太子廣場 + 樂遊雲頂（含纜車）
=USD320/ 人（大人和兒童同價）

當地推薦自費（隆重推薦，自費參加）
新加坡：濱海灣花園（含雲霧林和花穹門票）+ 聖淘沙名勝世界（含跨
海纜車）+ 金沙空中花园 =USD80/ 人
马来西亚：船游马六甲河 / 马六甲人力三轮车游古城 / 水上清真寺 /
亚罗街美食 =USD65/ 人

2020

接機時間：素旺普機場（BKK）當天 11:00AM-
翌日 02:00AM 根據客人航班分批接機，每
2-3 小時出車一趟送回酒店

送機時間：吉隆玻機場：07:00/11:30/20:00
酒店出發統一送往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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