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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Highlights 6 Days

ACT101

2015

行程特色 曼谷  芭堤雅

保證出發

歷奇之旅: 大象訓練園 -【三攀象樂園】
水上世界: 體驗寧靜、美麗的海彎 -【月光島】
舒筋活絡: 正宗泰式古法按摩
獨一無二: 欣賞東方人妖歌舞表演
遊覽大皇宮、玉佛寺、《杜拉拉升職記》拍攝地、
4D動感電影、金三角異域博物館
體驗叢林騎大象+坐馬車
湄南河昭拍耶公主號遊船

團費

Tour Fee

169

$

起

單房差

Single Supp.

Guaranteed

1月: 07、21
2月: 04、11
3月: 04、25

Departures

180

$

5歲以下小童免費、5-12歲小童與成人同價 (不佔床位，無早餐)
5-18歲小童 (佔床位，提供早餐) $299
3人房附加費 $150/房
澳洲護照無需簽證，最多可停留30天
Child Price: <5 years old free, 5-12 years old $169 (without bed & breakfast)
5-18 years old $299 (with bed & breakfast)
Triple room surcharge: $150/room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全程入住4星酒店 (雙人房) 4 star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
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
僑，其他客人另有參團規
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您的特約旅行社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2歲) : 共AUD75/人，須於報名時支付 不含行李小費，不包括個人給當地表演者的小費
Tipping AUD75/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自費項目(>2歲):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AUD100/人 (必須參加! ) 須於報名時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AUD100/person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請上www.nexusholidays.com.au查閱最新行程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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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曼谷

Ramagarden 4或同級

Jomtien Plam Beach Hotel 4或同級
早餐後，體驗一次“入鄉隨俗”前往【神殿寺】進香祈福，為自己、為
親朋好友求得平安好運。接著乘坐快艇前往【月光島】，月光島是目
前芭堤雅最好的沙灘島嶼之一，這裡的沙灘很白，熱帶魚也很有趣，
恬靜的海灘給人無限放鬆和愜意，讓你贊賞不已。前往【乳膠店】購
買泰國乳膠枕頭和床墊，它擁有
一般材質無法比擬的親膚性和透氣性，能抑制
病菌及過敏源潛伏，防提高睡眠質量 。接著可
享受泰國國粹之一的【泰式古法指壓按摩】
45分鐘，疏解您連日來的疲勞。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午餐：海鮮風味餐
晚餐：泰式豪華自助火鍋
寺
神殿

抵達泰國首都-曼谷，導遊和接機員在素萬那普新機場國際
出口6號門舉”聯誼假期/NexusHolidays”的接機牌。隨後帶領
各位客人入住酒店休息。免費接機僅限素萬那普新機場機
場，時間為中午12pm和下午5pm。抵達泰國廊曼機場的客
人請自行打車去酒店，如需接送需另行收費。酒店入住時
間為下午2pm。
Day 1 Arrive Bangkok (Hotel check-in time: 2pm)
Ramagarden or equivalent
Free hotel transfer at 12pm and 5pm (only for BKK
Airport). A representative will be waiting at
International Exit No. 6 at Bangkok Airport,
holding a sign with “Nexus Holidays”.

芭堤雅

月光島

Day 4 Pattaya (B, L, D)
Jomtien Plam Beach
Hotel or equivalent
1. Shrine Temple
2. Moon Island
3. Latex Shop
4. Thai Massage (40mins)

水上市場

2

泰式按摩

曼谷

Eastin Pattaya Hotel 4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參觀【大皇宮】，這裡彙集了
泰國建築、繪畫、雕刻和裝潢藝術的精粹，
【玉佛寺】與大皇宮相鄰，是全泰國唯一沒有
僧侶住持的佛寺，但供奉著一座價值連城的國寶
一玉佛，該玉佛是由整塊翡翠雕成的。之后乘
泰国特色长尾舵船【漫游湄南河】(游船全程共
约30分钟)，体验东方威尼斯--水上市场和传统的
集市交易情形，船游【水上人家】，体会居住于
湄南河水上人家的生活，了解具有东方威尼斯之称
的曼谷市，途经并眺望【郑王庙】（纪念华人郑信
帮助泰国人民驱逐侵略者，光复泰国，并登上皇位的
丰功伟绩而建造），还可体会【喂养神鱼】的乐趣。
午餐在ROYAL酒店享用自助餐。隨後參觀【三攀象樂園】、
從大象的一聲長鳴開始，大象們會手牽手依次入場，
精彩的大象表演拉開帷幕，神奇的魔術表演，
還有驚險剌激的鱷魚表演等著您，觀賞熱帶
風景蘭花園。晚上安排欣賞耗資千萬、獨一無二
的東方【人妖歌舞表演】大型的舞臺，
華麗的服飾、亮麗的佈景，野豔的美女，
表演完後您可自由和這些佳麗們拍照。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午餐：Royal自助餐
晚餐：Natong風味餐
Day 2 Bangkok (B, L, D)
Ramagarden or equivalent
1. Grand Palace
2. Emerald Buddha Temple
3. The Mekong River Cruise
4. Samphran Elephant Zoo
5. Ladyboy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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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攀象樂園

芭堤雅

曼谷

The Grand Fourwings Hotel 4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Gems Gallery山洞火車珍寶館】，乘坐電動小
火車進行礦場探險之旅並體驗寶石開采暗游之樂趣。產品以
巧奪天工的設計，卓越品質而享譽全球。然後驅車前往曼谷參觀
【毒蛇研究中心】，現場有人蛇表演，並可觀賞到最毒且瀕臨絕種
的金剛眼鏡蛇。之後遊逛曼谷最大的免稅【King Power】欣賞 “歐萊雅”
、“雅詩蘭黛”、“蘭蔻”、 “歐米茄”、“浪琴”等國際名牌、世界精品。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Day 5 Pattaya>Bangkok (B, L, D)
午餐：特色泰中料理
The Grand Fourwings Hotel or equivalent
晚餐：King Power 國際自助餐
1. Gems Gallery

6

2. Snake Farm
3. King Power Duty Free

離開曼谷

早餐後送您前往機場，乘坐飛機回您溫暖的家。免費送機僅限
曼谷素萬那普新機場，送機時間為早上8am及下午12pm。
早餐：自助早餐
Day 6 Depart Bangkok (B)
Free airport transfer (BKK only) at 8am and 12pm.

自費項目*(必須參加)共AUD100/人，包括: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AUD100/person
芭堤雅宵夜餐(包魚翅、燕窩)+芭堤雅3大奇觀(七珍佛山+蠟像館+
九世皇廟萬佛寺)+芭堤雅熱帶水果園+時果任吃+海洋水族館+粉紅海
豚表演

芭堤雅

Jomtien Plam Beach Hotel 4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有東方夏威夷之稱的度假勝地芭堤雅，
途中帶您觀賞獨具特色精心安排的 芭堤雅【鄉村俱樂部】，
安排趣味叢林騎大象+坐馬車，試看最原始的交通工具，並體驗泰國
人古時利用大象從事工作及交通工具的情形。後前往【金三角異域博
物館】，您可透過寫實的紀錄片了解金三角鴉片的歷史以及惡名昭彰
毒王坤沙的過去，也可以就近體會長頸族等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情景
。前往芭達雅最新開幕泰式【水上市場】，杜拉拉升職記的拍攝地，
占地36800平方公尺。浪漫的氛圍，可以參觀瞭解泰國各種工藝品，
讓您體會回到古代那種平凡的生活，體驗不一樣的浪漫感覺。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Day 3 Bangkok>Pattaya (B, L, D)
午餐：泰式風味餐
Jomtien Plam Beach Hotel or equivalent
晚餐：酒店內或泰中料理
1. Pattaya Country Club
2. Golden Triangle Exotic Museum
3. 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

持有中國/台灣護照者，如直飛前往泰國可申請落地簽證，費用為特
快簽證1200泰銖，普通簽證約1000泰銖，約AUD30。需要以下資料 :
1. 6個月以上有效護照
2. 2X2彩色照片2張
3. 來回機票
4. 抵達後前往貨幣兌換櫃檯兌換泰銖
5. 前往移民局櫃檯辦落地簽證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r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