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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Secrets 6 Days

聯誼假期

NHTH0605

保證出發

行程特色 曼谷  芭堤雅

Guaranteed

Departures

獨家行程: 【拉瑪皇朝大皇宮】【皇家珍藏寶物館】
【四面佛】【珊瑚島金沙灘】【曼谷暹羅海洋世界】
【3D藝術畫廊】【東芭樂園】【人妖歌舞】
親身體驗: 【泰國風情園】【正宗泰國古法按摩】
【帝王式騎大象】
美食品嚐: 曼谷摩天大樓國際自助餐、泰式火鍋、
自助熱帶水果無限食等

團費
Tour Fee

99

$

起

單房差另加
Single Supplement

180 起

$

出發月份

Departure
Month

2016 每周四出發 Departs EveryThursday
2017
1月: 05、12、19
7月: 13、27
2月: 09、16
8月: 03、17、31
3月: 02、16、30
9月: 14、28
4月: 13、27
10月: 05、19、26
5月: 04、18
11月: 16、30
6月: 01、15、29
12月: 14、28
成人團費/單房差
Tour Fee/
Single Supp.

占床含早餐
W Breakfast & Bed

不占床不含早餐
No Breakfast & Bed

2-18歲 yrs

2-18歲 yrs

<2歲 yrs

3月至11月

$99/$180

$299

$199

$0

12月至2月

$199/$250

$399

$299

$0

Mar - Nov
Dec - Feb

US 護照無需簽證，最多可停留30天

Passenger who hold the US passport is visa-free for a stay of 30 days

2歲以下小童免費、2-12歲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199/299
2-18歲小童 (佔床位，提供早餐) $299/399

Child Price: <2 years old free, 2-12 years old $199/$299 (without bed & breakfast)
2-18 years old $299/$399 (with bed & breakfast)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 (雙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您的特約旅行社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國語導遊 Only Mandarin speaking service provided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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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60/人，不含行李小費 須於報名時支付/抵達泰國後付給導游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
澳華人華僑，泰國護照持有者不享受此優
惠，其他客人須另加附加費USD200起，
Tipping USD60/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Paid tour guide upon arriving at Thailand
否則取消參團資格。
自費項目(>2歲):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USD170/人 (必須參加! ) 須於報名時支付/抵達泰國後付給導游
Passengers who hold the Thailand passport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USD170/person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Paid tour guide upon arriving at Thailand can not join this tour. Passengers who can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not communicate with fluent Chinese,
surcharge is applied: from USD200
recommended)取消條款: 出團前30天內取消不設任何退款 Cancellation Policy: No refunds within 30 days prior to tour
depa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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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查閱最新行程、價格及出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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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Luxury hotel/Crystal Suite Bangkok 或同级

抵達泰國首都—曼谷，專業接機人員於2樓3號門迎接貴賓
前 往 酒 店 ， 入 住 酒 店 休 息 。 免 費 接 機 時 間 為 10:00am–
11:00pm。(請於報名時提供接機航班時間，只接BBK機場)
Day 1 Arrive Bangkok (Hotel check-in time: 2pm)
Crystal Suites or equivalent
Free hotel transfer 10am – 11:00pm at schedule
time (only for BKK Airport). A representative will
be waiting at gate 3, 2th floor at Bangkok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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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抵曼谷

格蘭島

拉瑪九世皇朝大皇宮

芭堤雅

曼谷(早、午、晚餐)

H5 Luxury hotel/Crystal Suite Bangkok 或同级

早餐後前往【四面佛】四面佛被譽“有求必應”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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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遊客到此許願。參觀芭提雅珠宝博物馆，安排【綠野仙踪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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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人生難得又絕妙的回憶，中午在象園內
享用泰餐。接著前往【熱帶水果園*】榴櫣,山竹，紅毛丹，木瓜，
鳳梨,西瓜數十種熱帶水果無限吃，返回曼谷，
晚餐後觀賞曼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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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4 Pattaya (B, L, D)
H5 Luxury Hotel or Crystal
Suites Hotel or equivalent
1. Four Faces Buddha
2. Elephant Trekking
3. Fruit Garden*
4. Shemale Show

四面佛

泰式按摩

曼谷

芭堤雅(早、午、晚餐)

Eastin Pattaya或同级

早餐後前往金碧輝煌的【拉瑪九世皇朝大皇宮】
遊覽，是曼谷王朝壹世王至八世王的王宮。宮內
聚集了泰國建築、繪畫、雕刻和裝潢藝術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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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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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令
您大開眼界。午餐在【曼谷摩天大樓*】全曼谷最
高的大樓享用自助午餐及曼谷旋轉觀景眺望台84樓
，可觀看到整個曼谷的景色。前往【泰國風情園*】
親身體驗泰國最大的傳統節日：水燈節及潑水節氣氛
。隨後前往【3D藝術畫廊 * 】上百幅藝術畫讓您有如
身臨其境,留下美妙的身影。晚餐為泰式晚餐，餐後享
受【泰國古式摩】1小時，為您解除一天的疲勞，放鬆
身心夜。(*泰式古法按摩不适用于12歲以下小童)

摩天大樓

曼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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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Bangkok > Pattaya (B, L, D)
Eastin Pattaya or equivalent
1. Grand Palace
2. Emerald Buddha Temple
3. Exhibition Hall
4. Skyscraper*
5. Thai Garden*
6. 3D Art Galleries*
7. Thai Massage
(not suitable for child
under 12 years old)

三攀象樂園

曼谷(早、午餐)

Crystal Suites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皮革中心–後參觀【蛇園】過百種不同類型
的蛇，欣賞各種精彩表演。餐後前往Kingpower免稅店後
前往【暹邏海洋世界*】是全東南亞最大的水族館，在此
，可觀賞到不少海洋生物，並於玻璃海底隧道。目睹大
白鯊在你頭上游來遊去的情景。最後在Siam Paragon大
型购物中心盡情購物。
Day 5 Pattaya > Bangkok (B, L)

6

飛離曼谷(早餐)

Crystal Suites or equivalent
1. Snake Farm
2. Siam Ocean World*
3. Siam Paragon Shopping Center

早餐後，客人可自由活動，導遊安排送機，結束愉快旅程！(
請於報名時提供送機航班時間，只送BBK機場)免費送機時段為
7:00am、9:00am、11:00am。
Day 6 Depart Bangkok (B)
After breakfast, free for leisure. Free transfer time: 7:00am, 9:00am,
11:00am (Please provide the flight schedule when making a booking, only
for BKK Airport).

自費項目*(>2歲必須參加)共USD170/人，包括: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USD170/person

3D藝術畫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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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亞洲最大曼谷暹羅海洋水族館

3

水上巿場

芭堤雅(早、午、晚餐)
Eastin Pattaya Hotel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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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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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享用島上海鮮餐
。接著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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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3 Pattaya (B, L, D)
Eastin Pattaya or equivalent
1. Koh Larn Island
2. Nong Nooch Tropical Garden
3. Elephant show
4. Patt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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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必須隨團旅行，不得中途退團(如脫團每天需額外支付USD150/人/天)
Pessengers must travel with the tour group and must not deviat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otherwise USD150/person/day penalty will be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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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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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