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天 7 夜 畅游魅力之江南水乡游
●【西溪湿地国家森林公园“渔夫之旅”（含乘丹）】（备注：西

特别安排

溪各节日安排视天气而定）乘丹欣赏独特的西溪湿地秀丽的江南水
乡风景, 并亲身体验“虾笼、地笼、丝笼、甲鱼钩、撒网”等五种

❶ 入住 01 晚乌镇水乡客栈

渔事活动, 体会渔夫丰收的喜悦！

❷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渔夫之旅” ❸ 船游南浔古镇

●【岳王庙】是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场所, 对一代爱国英雄的追思之

❹ 登东方明珠塔 + 悬空廊

地, 这里不算是一个景点,因为到这里更为了表达一种怀念和敬仰。

❶ 乘搭磁浮列车

美食总汇

●【西湖】全国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 面积约 60 平方公里,其中湖面

❶ ERA 杂技秀 + 宋城千古情秀

s
❶ 杭州风味 + 东坡肉 + 叫花鸡 + 西湖醋鱼 + 龙井虾仁

❷ 渔夫之旅餐

❸ 乌镇风味

❺ 苏帮风味

❻ 乾隆宴

❽ 红子鸡风味

❾ 小笼包风味

❹ 水乡风味

❼ 太湖风味 + 无锡排骨
❿ 57 度湘铁板烧料理

⓫ 东方明珠塔可口可乐自助餐厅 RMB318

赠送

第3天

杭州
西栅

飞来峰

灵隐寺

住宿 : 乌镇通安客栈 或同等级

乌镇

【早 / 午 / 晚】

江南少见的古代石窟艺术瑰宝, 堪与重庆大足石刻媲美。

❷ 无自费项目

●【灵隐寺】最令人所知的故事, 相信就是济公了, 传说济公便是在

❷ 提升从新加坡机场回返新山乘坐 MPV

灵隐寺出家的。
●【南浔古镇(含船游)+小莲庄】

新山

新加坡

上海

杭州

湖滨名品街

住宿 : 当地 5★两岸国际 或同等级

南浔也是唯一的中西风格合璧的
古镇, 高贵优雅, 园内的荷花池和

【晚】

众多奇异花木结合园林非常雅

齐集于指定时间地点后,乘搭旅游巴士前往新加坡国际机场,乘搭客
机飞往~上海。抵达后, 前往～杭州. **上海

第2天

南浔古镇船游

●【飞来峰】遍布五代以来的佛教石窟造像, 多达三百四十余尊, 为

❶ 每人每天 01 瓶礦泉水

第1天

6.5 平方公里。

杭州 (大约 2.5 小时)**

杭州
西溪湿地公园“渔夫之旅”
观雷峰塔
外观六合塔 + 钱塘江

住宿 : 当地 5★两岸国际 或同等级

岳王庙
西湖

致。
**杭州

外

【早 / 午 / 晚】

第4天

乌镇水乡 (大约 1.5 小时)**

乌镇西栅 : 含船游 + 三寸金莲馆、老邮局、染坊、西
栅大街
苏州
外观苏州鸟巢 + 东方之门
观
前街

住宿 : 当地 4★金澄大酒店 或同等级

【早/午/晚】

●【乌镇水乡】乌镇是一个有 1300 年建镇史的江南古镇。十字形
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块,当地人分别称之为“东
栅、南栅、西栅、北栅”。在这展示中国古老文化的非凡魅力和东
方生活的传统精髓. 夜晚徜徉于乌镇水边, 欣赏水乡夜景, 与水乡零
接触,体验一帘幽梦。

**乌镇水乡

苏州（大约 1.5 小时）**

●【灵山大佛】88 米高是灵山胜境的标志性景观. 它的建成奠定了
神州大地“五方五佛”的完美格局, 被誉为“东方大佛”。
●【九龙灌浴】位于灵山大佛的广场里, 是国内最大的音乐动态青铜
雕塑群, 讲述了释迦摩尼出生的故事。
●【ERA 时空杂技秀】(如无法欣赏秀将船游黄浦江替代, 敬请原谅!)
**无锡

第7天

上海（大约 2.5 小时）**

上海
列馆

东方明珠塔 + 悬空廊 + 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
外滩
城隍庙商圈
南京路步行街

住宿 : 当地 5★昆山维景国际酒店 或同等级

【早/午/晚】

●【东方明珠塔+悬空廊】塔高 468 米, 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之高
塔. 登上 263 米观光层欣赏上海美景全方位共享区, 您还有机会在
360°全透明的观光廊空中漫步。
●【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穿越时空, 回眸历史发展足迹。

第5天

苏州
虎丘
寒山寺
无锡
三阳广场商圈

狮子林

太湖黿头渚景区

●【城隍庙商圈】各种小吃餐厅、古玩商铺和小商品市场等, 您可以
在这里找到闻名遐迩的：蟹黄小笼包等等。

住宿 : 当地 5★两岸国际 或同等级

【早 / 午 / 晚】

●【虎丘】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葬其父于此, 葬后三日有白虎踞其
上, 故名山高约 36 米, 古树参天, 山小景多, 千年虎丘塔矗立山巅,享
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
●【寒山寺】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寒山寺以钟著称,每
年除夕都要举行敲钟仪式, 钟声长鸣,每年这天日本人都结伴而来这
里敲钟。
●【狮子林】始建于元代, 为元代园林的代表。园内假山遍布, 长廊
环绕,楼台隐现, 曲径通幽, 有迷阵一般的感觉。

第8天

上海

新加坡

新山

【早 / 午】

●【太湖黿头渚景区】太湖西北岸无锡境内的一个半岛, 三面环水，

早餐后,安排乘搭【磁浮列车】到机场, 体验一下不同的方式到机场。

由宝界山、鹿顶山、南犊山及其附近的中犊山和三山岛等组成, 形

乘搭客机飞返 ~ 新加坡, 结束这美妙中国之旅, 回返温馨的家园。

状好似浮鼋翘首。

第6天

无锡
车)

**苏州

无锡（大约 01 小时）**

灵山大佛 + 外观梵宫 +九龙灌浴 (含全程电瓶
上海
ERA 时空杂技秀

住宿 : 当地 5★昆山维景国际酒店 或同等级

出发 Departure :
回程 Return :

(由于是团体，所有团友务必在指定购物站并参观至少 01 小时，没有兴趣的团友可
以抱着观光为主的心态并耐心等候。如离团，旅游社有权收取马币 350/人)

【早/午/晚】

Adult Single
成人 1 人 1 房

航班时间 Flight schedule

购物站
全程 04 站 : 丝绸、龙井茶、珍珠、玉器！

Adult twin / triple
成人 2/3 人 1 房

Half Twin
1 成人+1 小孩 1 房

Child with bed
小孩加床

Child without bed
小孩没床

团费包含

团费不包含

经济舱机票+机场税，导游+司机小费， 巴士送往新加坡机场，MPV 新加坡机场送回家（4-7 位 01 辆 MPV）

行程上没有列明餐数+景点, 领队小费, 酒店行李员小费, 旅游保险, 自费项目, 个人消

只限于新山市区，行程上列明餐食+住宿+景点门票，中国签证( 01 次入境/07 个工作天/马来西亚护照）。

费, 机上餐饮+娱乐设备, 突发性航空燃油附加费, 我社有权向客人征收附加费。

注: 因应绿色环保各地酒店取消一次性用品, 请客人自行携带牙膏牙刷及沐浴乳和洗发精, 个人物品等等. 若遇气候或设备检修维护等不可抗力之因素,
缆车停驶或环保车停驶或电扶梯停驶或游船停驶等等, 游览的交通工具, 需以景区调配为主, 因属团体套票, 无法单一退费敬请见谅!!
备注
1. 以上价格按 16 成人以上报价, 若不足 16 成人价格另议。
2. 如有突发性燃油费或是税务有任何调整, 我社有权向客人征收
附加费。
3. 以上价格只限持有马来西亚护照者。
4. 行程表所列明的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安排, 将可能因
应不同出发日期而有所变动, 恕可能不及时通知。然而报名后有
所更动的话, 我社将另作个别通知。
5.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后次序, 以当地地接待社 (地接) 的安排
为准。

6. 若天气状况不佳, 额外加选内的景点或活动将不会被取代且不
能退款。若当地旅游景点不开放给旅客参观或游览, 将安排另一个
旅游景点取代。
7. 如果乘搭廉价航空行程不包括机上餐饮, 除非特别备注。
8. 全程由英文導游讲解, 領隊翻譯, 如需其他语言讲解, 必须在报
名时提前通知我社。我社尽可能另作安排。
9. 任何三人房均以折叠床为标准。
10. 建议您参加团体出发旅游购买旅游保险以测安心, 详情请向您
的旅游顾问询问。
11. 确保您的权益, 请详尽查阅我社之报名细则, 谢谢。

旅行团取消手续费
1. 如要取消所预定的旅行团，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 以避免任何
误会。如果本公司于出发的 45 天前收到取消预定通知, 本公司将
征收每人 RM200.00。
2. 如果取消预定通知是于出发前的 44 天或以下获得, 将征收以下
的手续费。
=>若已报名而通知取消 – RM200 (每人)
=>出发前 45 天或以上 – RM1000 (每人)
=>出发前 30 – 44 天通知取消 – RM2000 (每人)
=>出发前 8 – 29 天通知取消 – 50% 旅费 (每人)
***出发前少于 7 天或机票已发出 – 100%旅费 (每人)
***临时缺席者, 不可退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