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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ays Thailand, Singapore, Malaysia Tour

649

)ӣત0Рษ፟ை*

તĂ܁೩ฮĂߐΐĂཐՒĂ̱ϥĂРษĂำ
Bangkok ,Pattaya, Singapore, Sentosa, Malacca, Kuala Lumpur, Genting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星期三 Wednesday

行程特色

成人團費

12歲以下
（不佔床含早餐）

單房差

Tour code : TSM11
精彩指定項目
（大小同價）

綜合服務費
（大小同價）

☆暢遊南洋最具代表性三大城市多元文化城-吉隆
USD$100
$649
$649
$639
USD$300
坡、世界遺產城市-馬六甲、亞洲四小龍-新加坡
☆參觀泰國保存最完美、規模最大的拉瑪皇朝大皇宮 精彩指定項目：（必須參加）(請在報團費時一起付費)
78層國際自助餐•360度旋轉觀景臺•芭提雅熱帶水果園時令水果任食•泰國風情園
☆觀賞美豔絕倫的明星人妖歌舞秀。
3D藝術館•仙鶴芭蕾水幕鐳射秀•獅身魚尾像•馬六甲古城•日遊雲頂高原
☆親身體驗帝王式騎大象。
中途離團者，需補USD100/人/天費用，其他費用一概不退還
☆欣賞聖淘沙著名仙鶴芭蕾水幕鐳射秀。
☆魅力星加坡市區觀光，近距離感受新加坡最為壯麗的標誌【魚尾獅雕像】
☆遊覽馬來西亞著名避暑雲頂高原，參觀馬拉西亞唯一的賭場【雲頂賭場】
一試運氣。
住宿酒店/導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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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芭樂園自助餐，熱帶水果大
餐暢食，養身肉骨茶，胡椒猪肚湯，海南雞飯，秘制娘惹風味

行
1

程
原居地

Hometown

曼谷

Bangkok

是日乘坐豪華客機飛往泰國首都—曼谷。
2

2

* 全程入住當地四星酒店
* 接機時間: 11:00 – 24:00 送機時間: 11:00
* 中/英文專業導遊服務，行程祇適用於美加華人

曼谷

Bangkok
抵達泰國首都—曼谷，專業導遊迎接貴賓, 入
住酒店休息。
酒店 Hotel: Miracle Suvarnabhumi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曼谷

集了泰國建築、繪畫、雕刻和裝潢藝術的精
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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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AL HOTEL自助餐 / 晚: 大光明泰
式晚餐
**泰國古式按摩不適合12歲以下小童
酒店 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Hotel或同級

4 格蘭島(快艇)–東芭樂園 - 席攀水
上巿場（早/午/晚）

4

Grand Island (by Speed boat) - NongNooch
Tropical Garden – Floating Market (B/L/D)
【格蘭島】從芭堤雅海灘乘快艇30分鐘左右
【格蘭島】
到離島，您可自費參加水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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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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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有兩場表演極為精彩，遊客不
可錯過。就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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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喂食大象。
【席攀水上市場】芭堤雅於2010年新開發
【席攀水上市場】
的水上市場，可在此購買水果、飲品、泰式
粿條湯、手工藝品等，這裡維持著傳統水上

大皇宮

3

大皇宮 - 玉佛寺–皇家珍藏寶物館
- 泰式特產展示館
芭提雅 - 泰國古式
按摩(1小時) （早/午/晚）
3

Grand Palace – Jade Buddha Temple - Thai
Souvenir
Pattaya – Thai Massage (1hr)
(B/L/D)
【大皇宮】位於首都曼谷市中心湄南河畔。
是曼谷王朝壹世王至八世王的王宮。宮內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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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買賣方式，更可自由乘小船遊覽湖的
景色，別有風味！
午: 島上海鮮餐 / 晚: 東芭園內自助餐

Bangkok
Kuala Lumpur - Prince of
Cyberport, Boutra Muslim Temple - Chocolate
Shop (B/D)

酒店 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Hotel或同級

早餐後，搭乘飛機前往亞洲魅力之都-吉隆坡。
【數碼港太子城】馬來西亞政府建立的新市
鎮，也是計劃中的新行政首都，是一座現代
化新興城市。
【布特拉回教寺】以花崗石嵌砌雕琢華麗的
粉紅色穹頂清真寺，外觀與裝飾為阿拉伯伊
斯蘭建築形式和現代形式相結合。

格蘭島

酒店 Hotel: Pacific Regency Hotel 或同級

8

吉隆坡 - 英雄紀念碑 - 獨立廣場 絲綢店
雲頂 - 馬拉屋 - 林梧桐紀念碑
吉隆坡 (早/午)

8

5

珠寶博物館 - 泰絲館- 芭堤雅四面
佛 - 綠野仙騎大象 - 熱帶水果園(任食)
曼谷 - 人妖表演（早/午/晚）

5

Royal Gem and Jewelry Center - Four Face
Buddha – Elephant Ride – Fruit Garden(all you
can eat)
Bangkok - Cabaret Show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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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綠野仙騎大象】
【綠野仙騎大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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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熱 帶 水 果 園 】 數 十 種 水 果 榴 櫣、 山 竹 、 紅
毛丹、木瓜、鳳梨、西瓜等無限吃。
【人妖表演】人妖巨星各個美麗野艷，堪稱
女人中的女人，輪流表演中、韓、越、印、
泰等流行歌曲，節目結束後，還可自由和這
些佳麗們拍照。
午: 象園內泰式餐廳 / 晚: HIP酒店內泰式自
助餐
酒店 Hotel: 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 或同
級

66 蛇園–Kingpower免稅店 - 曼谷摩
天大樓360度觀景台–3D藝術館–亞洲
夜巿（早/午）
Snake farm / Duty free / Baiyoke Sky Tower /
Art in paradise / Asiatique night market (B/L)
【蛇園】園內有過百種不同類型的蛇，你們
可以欣賞各種精彩表演。
【曼谷摩天大樓】全曼谷最高的大樓，可觀
賞到整個曼谷的景色。
【3D藝術館】曼谷3D博物館內有寬敞的展
廳，展示出不同的3D圖畫。旅客可以根据館
內的指引找到最好的角度融入到圖畫之中，
制造各種有趣的效果
午: 摩天大樓中日西泰自助餐

Kuala Lumpur - National Monument Independent Square
Genting
Kuala
Lumpur(B/L)

酒店 Hotel: Imperial Heritage Hotel或同級

10 馬六甲 新加坡 - 藥油店 - 聖
10
淘沙 - 免稅商店 - 仙鶴芭蕾水幕鐳射秀 夜遊新加坡(早/午/晚)
Malacca Singapore - Drug store - Sentosaduty free shops - Crane Dance– Night Tour
(B/L/D)
【聖淘沙】在馬來語中意為「寧靜」，是很
受歡迎的新加坡島嶼和旅遊勝地。
（新加坡豪華升級：聖淘沙新加坡美食-Good Old Days 自助）
酒店 Hotel: Orchid Hotel或同級

【英雄紀念碑】是一個為了紀念二戰和在馬來
【英雄紀念碑】
西亞緊急狀態下殉職的軍人而建立的雕像。
【獨立廣場】
【獨立廣場】1957年8月31日在此宣布獨
立，馬來西亞國旗首次在此升起。
【雲頂】海拔六千多英呎，氣候清爽怡人的
雲頂高原上的雲頂賭場，該賭場有完善的娛
樂設備，是馬國人最喜愛的避暑勝地。
(註：進入賭場，嚴禁穿著背心，短褲及拖鞋)
酒店 Hotel: Pacific Regency Hotel 或同級

聖淘沙

11 新加坡市區觀光 (魚尾獅公園，
濱海灣花園（不含雲霧林+花穹），克拉
碼頭漫步、烏節路 )
原居地 (早)

11

雲頂

99
吉隆玻
馬六甲市區觀光(青雲
亭，荷蘭紅屋廣場，紅教堂，葡萄牙城
堡、聖保羅教堂、乳膠、土產店)
(早/午/晚)

Singapore City Tour (Merlion Park, Marina Bay
Garden, (excluding cloud forest + dome),
Clarke Quay stroll. Drug store, Orchid Road)
Hometown (B)
【獅身魚尾像】是新加坡最著名的吉祥物，
也是初訪新加坡的旅人必訪的景點
（請選擇14:00以後起飛航班
please arrange flight after 14:00）
獅身魚尾像

Kuala Lumpur
Malacca City Tour ( Qingyun
Pavilion - Dutch red house square - red church
- Portuguese castle -St. Paul's Church - Native
Store) (B/L/D)
【荷蘭紅屋廣場】1641 年至 1660 年間
【荷蘭紅屋廣場】
興建，被認為是東方最古老的荷蘭建築，也
是歷史遺留下來重要的遺。

（本公司有權視當時之情況并保留本行程之變動權及變
換旅館之權利，團員不得異議）

新加坡

酒店 Hotel: 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或同
級

7

曼谷
吉隆坡 - 數碼港太子城
- 粉紅布特拉清真寺 - 巧克力製造工廠
（早/晚）

7

【聖保羅教堂】是馬來西亞馬六甲的一座古
老教堂，建於1521年。是今天的馬六甲博
物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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