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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Delight 6 Days

行程特點

★全程入住當地星級酒店★獨家行程：拉瑪皇朝大皇宮、
皇家珍藏寶物館、
3D 藝術館、
亞洲夜巿、
東芭樂園、
珊瑚島金沙灘、
席
攀水上巿場、四面佛、人妖歌舞 ★親身體驗：帝王式騎大象，60 分鍾正宗泰國古法按摩 , 泰國風情園 : 親身體現泰國傳統水
燈節及潑水節氣氛★美食品嚐：曼谷摩天大樓 76-78 國際自助餐 , 曼谷 360 度旋轉觀景臺 , 熱帶水果無限食 , 泰式料理等

1 抵達曼谷

Arrive in Ba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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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曼谷 / 芭提雅

(Bangkok /Pattaya (B / L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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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芭提雅

Pattaya (B / L / D)

早餐後前往【格蘭島】從芭堤雅海灘乘快艇 30 分鐘左右到離島，您可
自由參加島上的水上活動 ( 費用另付 ); 中午享用島上海鮮餐。接著前
往【東芭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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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後餵食大象。
【席攀水上巿場】水
上巿場裏水路緃橫 , 水面上木樓 別具風格 , 可吃到來自泰國各地的風
味小吃 , 及特產
Visit:Coral Island，Nong Nooch Village & Tradition Centre ，Four
Regions Floating Market。
住宿 : 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or equivalent

4 芭提雅/曼谷

Pattaya /Bangkok (B /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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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lsory programs*)，Golden Dom Cabaret Show。
住宿：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 or equivalent

5 曼谷

Bangkok (B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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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lsory programs*) Asiatique night market。
住宿：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 or equivalent

6 曼谷 / 送機

Departure from Bangkok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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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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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199(12-2月）

99

219
299(12-2月）
250
330(12-2月）
120
150(12-2月）

Compulsory Programs

USD170

Service Fee

USD60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以網站更新為準）

2020

(全年週二、週四,全年無休)
每週二週四抵達

（12月15-2月15出發的

團隊報名費為CA$199）

USD50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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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成人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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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旺普機場（BKK）當天
05:00AM-12:00PM 根據客人航班分批送
機，每 2-3 小時出車一趟從酒店前往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