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亮点：
●  拉玛皇朝大皇宫：金碧辉煌的建筑，美轮美奂的绘画、精细精美的雕刻，都是一流艺术品的精萃云集。
●  大皇宫：汇聚了泰国的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被称为“泰国艺术大全”。
●  芭堤雅：以阳光、沙滩、海鲜名扬天下，被誉为“东方夏威夷”。
●  格兰岛：又称可兰岛、珊瑚岛或者金沙岛，是芭堤雅海滩外最大的岛屿。
●  亲身体验：帝王式骑大象、60 分钟正宗泰国古法按摩、泰国风情园亲身体验传统泼水节及水灯节。
● 【新加坡鱼尾狮公园：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它后面还建有一座小鱼尾狮像与之相伴，从口中喷射水柱。
● 【云顶高原缆车】云顶缆车是云顶的卖点之一。随着缆车的缓缓上升，马来西亚特有的奇花异草，
      以及各种只有热带才有的植物、动物和鸟类跃然眼前。往往缆车坐到半山腰就能看到云雾缭绕，如
      入仙境，到了山顶，室外也经常是云里雾里，“云顶”这个名字确实也是有点说法的。
特色风味美食：曼谷摩天大楼 76-78 国际自助餐、泰国水果无限食、泰式料理等。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曼  谷：Miracle Suvarnabhumi Airport Hotel/ 同级（前一晚）and 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 同级（后两晚）
芭提雅：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 同级                                    新加坡：Capri By Fraser/Orchid Hotel/ 同级
马六甲：Straits Hotel Malaka/Holiday Inn Malaka/ 同级             吉隆坡：Vivatel KL/Vistana Hotel/ 同级

抵达曼谷素万那普机场（BKK）后，请统一到 2 楼 3 号门与导游会合，由专车送往酒店休息。
（免费接机时间： 11:00AM- 次日 02:00AM（每 2-3 小时出车一趟），仅限素旺普机场；抵达廊曼机场即 Don Muang Airport
的客人须自行前往素旺普机场与导游会合送往酒店 , 若需专人派车前往廊曼机场接机 2-3 人需另付 USD50/ 车 / 趟，不含导游）
Visit：Merlion Park、Take a boat tour of the city、Medicine and oil shop、Jinsha water dance performance

早餐后，参观【拉玛皇朝大皇宫】。【玉佛寺】寺内供奉世界最大的翡翠玉佛。团友入内参观须注意佛国礼节，不可举止无礼穿着随便。
随后参观【皇家珍藏宝物馆】。之后乘车前往芭提雅。之后免费体验 1 小时的泰式古法按摩（注：不适用于 15 岁以下小童）。
Visit：Rama Dynasty Grand Palace、Jade Buddha Temple、Royal Treasures Museum

早餐后从芭堤雅海滩【乘快艇】到【格兰岛】，您可自费参加水上活动。之后参观【东芭乐园】，「大象表演」。在【泰国风情园】
体验【水灯节】及【泼水节】气氛。接着前往【席攀水上广场】，在此可吃到来自泰国各地的风味小吃及特产。
Visit：Glan Island、Nong Nooch Village、Thai style park、Xipan Waterside Market

早餐后参观芭提雅珠宝博物馆。之后【四面佛】。午餐后前往【绿野仙踪骑大象】。参观【热带水果园】。之后乘车返回曼谷，
参观土产店，欣赏著名的【人妖表演】，轮流表演中、韩、越、印、泰等流行歌曲，节目结束后，还可自由和这些佳丽们拍照。
Visit：Four sided Buddha、The Wizard of Oz rides an elephant、Tropical fruit garden、Shemale show

早餐后前往皮革中心，之后参观【蛇园】。随后前往【KING POWER 免税店】自由购物。接着登上【曼谷摩天大楼 360 度观景台】。
午餐后参观【3D 艺术馆】。最后去往【亚洲夜市】，自行品尝当地美食，是日晚餐自理。
Visit：Snake garden、Bangkok Skyscraper 360 Degree Observation Deck、3D Art Gallery、Asian Night Market

早餐后搭乘航班新加坡 (SIN)（曼谷 - 新加坡机票自理，航班需中午 12 点前抵达新加坡，免费接机一趟，建议行李一人一件，行李
超出车载量需补行李车费用）。接机后前往【鱼尾狮公园】，途经国会大厦、市政厅、维多利亚歌剧院，乘河船船游市区精华景点：
海滨艺术中心、莱佛士登岸遗址、百年吊桥，随后前往药油店。晚上观赏【金沙水舞表演】。车览【新加坡美丽夜景】。送往酒店休息。
是日午餐自理。
Visit：Merlion Park、Take a boat tour of the city、Medicine and oil shop、Jinsha water dance performance

早餐后，自由活动。或可选择参加精彩推荐自费行程。是日午餐自理。下午驱车前往马六甲，入住酒店。

早餐后，车游三宝山，游览【荷兰红屋】，【葡萄牙古城墙】，【圣保罗教堂】，前往参观乳胶店、土产店。驱车前往吉隆坡。前往【太
子城】。游览【水上清真寺】，外观首相府、太子城广场。
Visit：Stadthuys、Ancient Portuguese walls、St. Paul's Church、Floating mosque、Latex shop、Local product shop

早餐后，游览【独立广场】、【国家清真寺】、【国家皇宫】（外拍照）、【黑风洞】。随后前往游览【云顶高原缆车】，游览【双
峰塔花园广场】。参观咖啡店和巧克力店。是日晚餐自理。
Visit：Independence Square、National Mosque、National Palace（ouside view）、Batu Caves、Genting Highlands cable 
car、Double Peak Tower Garden Square、Coffee shop、Chocolate shop

早餐后送机，回到温暖的家。【免费送机时段 : 当天 06:00AM/11:30AM/20:00PM ，其他时间段送机须额外付费】

指定自费：
摩天大楼中日西泰自助餐 76-78 楼 + 曼谷旋转观景眺望台 84 楼 + 芭提雅热带水果园（时令水果任食）+ 泰国风情园 +3D 艺
术馆 + 亚洲夜市 + 鱼尾狮公园 + 金沙水舞表演 + 船游新加坡 + 水上清真寺 + 外观首相府 + 太子广场 + 乐游云顶（含缆车）
=USD490/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
滨海湾花园（不含云雾林和花穹门票）+ 圣淘沙名世界（含跨海缆车）+ 花柏山 =USD60/ 人（自愿不强迫）
Optional items：Gardens by the Bay（Exclde tickets of Cloud Forest and Flower Dome）+Sentosa world (including cross sea 
cable car) + Mount Faber=USD60P.P
温馨提示：
1. 曼谷酒店要求 14:00pm 后 check in，早到的客人请耐心等待。
2. 泰国属热带地区，天气炎热，蚊子很多，建议自带一些驱蚊止痒产品。
3. 从 2017 年 9 月 1 号开始，马来西亚正式实施旅游税政策。凡是入住当地酒店的外国游客，参加此线路需要额外支付每房每晚     
    10 林吉特的旅游税。 赴泰国的游客从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不能带塑料袋上岛，如警察抓到带塑料袋上岛者，罚款 1500 铢。 
    根据泰国相关规定，不能在沙滩吸烟，否则会被罚款 10 万泰铢以及一年监禁。 外国游客禁止携带电子烟入境泰国，如被发现
    最高可被判 10 年有期徒刑或 50 万泰铢罚款。

DAY1 曼谷接机 Bangkok                                                                                        X

东南亚游·泰新马三国10日经典逍遥游
线路：曼谷入境 - 芭提雅 - 曼谷 - 新加坡 - 马六甲 - 吉隆坡（团号：THSM）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USD）

服务费 
（大小同价）

（USD）

额外接 / 送机 
2 人 / 趟

（USD）

提前 / 延住酒店 
双人间 / 夜

（USD）

490 100 80 120
1. 非华人成人需补报名费 USD200/ 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2. 2 岁以下（不占床）婴儿收取成人价格 X10%。
3. 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接 / 送
    机、提前 /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特 约 旅 行 社

●  报名费不含曼谷 - 新加坡单程机票及税。
●  团费 = 报名费 + 指定自费 +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额支付。
     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费含导游、司
     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 $100/ 人 / 天脱团费用，
        其它费用不退。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不提供英文服务。
●   报名费不含保险，强烈建议客人在当地报名旅行社购买各种旅游保
        险，如医疗、失窃、旅程取消等，以确保您的个人利益。
●  我社保留修改行程的权利以便让团体成行或顺利完成计划。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不需提
         前通知。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7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

CAD199 CAD499  CAD199 CAD590

DAY9 吉隆坡 - 云顶 - 吉隆坡 Kuala Lumpur-Genting-Kuala Lumpur           B/L/X

DAY2 曼谷 - 芭提雅 Bankok-Pattaya                                                             B/L/D

月份 周二抵达 月份 周二抵达

2019.  04 02, 09, 16, 23, 30 2019. 10 08, 15, 22

2019.  05 07, 14, 21, 28 2019. 11 待告

2019.  06 11, 25 2019. 12 待告

2019.  07 09, 16 2020. 01 待告

2019.  08 13, 20, 27 2020. 02 待告

2019.  09 03, 10 2020. 03 待告

DAY7 新加坡 - 马六甲 Singapore-Malacca                                                    B/X/D

DAY8 马六甲 - 吉隆坡 Malacca-Kuala Lumpur                                              B/L/D

DAY6 曼谷 - 新加坡 Bangkok- Singapore                                                     B/X/D

DAY3 芭提雅 Pattaya                                                                                      B/L/D

DAY4 芭提雅 - 曼谷 Pattaya-Bankok                                                             B/L/D

DAY5 曼谷 Bankok                                                                                          B/L/X

DAY10 吉隆坡出境 Kuala Lumpur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