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欧美-亚洲-东南亚-全球华人大散拼   

泰国曼谷-芭提雅 6 天 5 晚新奇游 
全新出击  獨家行程  集觀,玩,食,娛,樂於一身 價廉物美 讓您耳目一新 意犹未尽 

*獨家行程：拉玛皇朝大皇宫，皇家珍藏寶物館，全亞洲最大的曼谷暹罗海洋世界，  

                      东芭樂园，格兰岛金沙滩，席攀水上巿場, 四面佛, 人妖歌舞  

*親身体验: 帝王式骑大象，60 分钟正宗泰国古法按摩, 泰國風情園: 親身體現泰國傳統水燈節及潑水節氣氛 

*美食品尝：曼谷摩天大楼76-78国际自助餐, 曼谷360度旋轉觀景台, 热带水果无限食, 泰式料理等 

*豪华住宿：曼谷及芭堤亚精品豪华酒店 
 
第ㄧ天 (周二或周四接团):出发地～曼谷             酒店: Crystal Suites 或同级    (早午晚餐)：自理 

              曼谷素旺纳蓬国际机场 2 楼出境大厅 3 号门口接机。           

             抵达泰国首都—曼谷，专业接机人员迎接贵宾前往酒店，入住酒店休息。  

第二天 (周三或周五):曼谷-芭堤亚          酒店: Eastin Pattaya Hotel 或同级 

           大皇宫 - 玉佛寺 -皇家珍藏宝物馆- 曼谷摩天大楼 360度观景台 -芭堤雅 -泰国风情园 –  

           泰式古法按摩 (1 小时) 

【大皇宫】位于首都曼谷市中心湄南河畔。是曼谷王朝ㄧ世王至八世王的王宫。宫内汇集了泰国

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 

【玉佛寺】寺内供奉泰国第一国宝，世界最大的翡翠玉佛。 

【皇家珍藏宝物馆】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展览馆，现在现代皇帝用的用品及贡品，用黄金雕琢成的

桌椅，餐具，衣服等等，必定令您大开眼界。 

【曼谷摩天大楼】全曼谷最高的大楼，可观賞整个曼谷的景色。 

【泰国风情园】亲身体验泰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水灯节及泼水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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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酒店自助餐     午：摩天大楼中日西泰自助餐       晚：泰式晚餐 

   (**泰式古法按摩不适用于 12 岁以下小童**)  

第三天 (周四或周六): PTY-格兰岛 -东芭乐园 – 水上巿场    酒店: Eastin Pattaya Hotel或同级 

            【格兰岛】从芭堤雅海滩乘快艇 30分钟左右到岛，您可自费参加水上活动，如水上摩 

             托 车、拖曳伞、香蕉船、海底漫步等，享受上天下海的乐趣。 

            【东番石榴园】这是一座复合式文化村，园中有人工湖，树木葱笼，鸟语花香，景色如画 

             园内有两场表演极为精彩，游客不可错过。其中「大象表演」，踢足球、跳舞、拔河， 

            人与大象融为一体，其乐陶陶，表演后喂食大象。 

           【四方水上巿场】占地 36800 平方公尺的席攀水上巿场,融汇了泰国东部,西部,东北部及 

             南部四个区域的特色而成名,园区水路緃横,房屋建筑别具风格,在此可吃到来自泰国各地 

             的风味小吃,及特产。    早：酒店内自助餐               午：岛上海鲜餐          晚：园内晚餐 

第四天 (周五或周日): 芭堤亚～曼谷                                               酒店: Crystal Suites 或同级 

             芭提雅珠宝博物馆 – 芭堤亚四面佛 - 绿野仙踪骑大象-热带水果园(任食)-  返曼谷- 人妖 

            歌舞表演 

         【四面佛】四面佛被称为“有求必应”佛。 佛像有四尊佛面，分别代表健康平安、事业有 

           成  财运享通、婚姻美满。 据说四面佛很灵验，所以许多游客到此许愿并还愿。 

         【绿野仙踪骑大象】骑着富贵象，穿越丛林、翻山涉水，感受古代皇帝用以代步的交通工具 

           别有情趣，保证让您留下难得的回忆。 

         【热带水果园】数十种热带水果榴櫣,山竹,红毛丹,木瓜,菠萝,西瓜等数十品种无限吃。 

         【人妖表演】人妖巨星美丽野艳，堪称女人中的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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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酒店内自助餐    午：象园内泰式餐     晚：泰式火锅自助餐 

第五天 (周六或周一):曼谷-皮革中心 - 蛇园 – Kingpower 免税店 - 暹罗海洋世界 –  

              SiamParagon 曼谷最新潮大型百貨公司                                   酒店: Crystal Suites 或同级 

【蛇园】园内百种不同类型的蛇，同时欣赏各种精彩驯蛇人和蛇的表演。 

【暹逻海洋世界】占地 16万平方公尺的室内海洋生物馆，您可观看到不少海洋生物，并于玻璃 

              海底隧道，目睹大白鲨在头上巡游的情景。 

               早：酒店自助餐      午：免税店内自助餐     晚：自理 

第六天(周日或周二):送机-原居地 

              早餐后退房送機，启程返回原居地。 

              早：酒店自助餐           午：自理          晚：自理 
  
 

 地接團費報價：1999元/人(二人一室);    价格不含导游司机服务小费60美金或400元/人 

       住单人间SGL: 加收1300元/人  

2 Address: 112 Ratchadapisek Road, Huaykwang,Bangkok 10310, Thailand(11/07705) 
Tel :+66(0)2-246-6211,247-7321,093-0144-335-9 Fax:+66(0)2-246-6380    Line ID:jennyxuthai  
Skpe:jenny.xu.th   www.bangkokasiantour.com E-mail:bgttourop1@gmail.com,657882048@qq.com 

 

http://www.bangkokasiantour.com/


       12岁以下小孩占床:    加收700元/人 

       小孩不占床: 以大人計算 

       婴儿Infant:  <2years,Free Fare  $0. 

        (备注: 通常酒店规定小孩12岁以上视为大人，需要加床.) 

       **本团为海外华侨特别設計高质量旅行团, 提供华语或英语语言导游** 

 报价有效期: 自2014年11月01日- 2015年10月31日止 

 

 

**統一的接機位置 曼谷素萬那普機場2樓3號門,注意抵达廊曼機場(Don Muang Airport)的客人須自

行前往素旺普機場與導遊會合送往酒店,若須導遊前往廊曼機接送機須另付接送機費用. 

 

**如遇特殊情況價格更改, 本公司將另行提前通知. 

 
 
 
 

 

泰國風情園:親身體現泰國傳統水燈節及潑水節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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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皇朝大皇宫 

   
 

   皇家珍藏寶物館                               
                                           
   
 
 
 
 
 
 
 

 

 

亞洲最大的曼谷暹罗海洋世界 

   
 

具有民族风情的东芭樂园,更有精彩的大象表演，让您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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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格兰岛金沙滩精彩好玩的水上活动，让您尽情享受阳光，沙滩 

      
 

芭提雅席攀水上巿場 

           
                       

 
芭提雅四面佛 

 
 

最具泰国特色的人妖歌舞表演,让您欣赏“美女”佳丽，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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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式骑大象    泰式按摩 

 

   
 

曼谷摩天大楼 76-78 国际自助餐, 曼谷 360 度旋轉觀景台 

     
               

              美味可口的泰式料理,舌尖上的泰国酸辣美食 

 
 
香甜的热带水果，让你不得不爱 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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