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天5夜
江南親子雙樂園遊
《上海、杭州、安吉、南潯古鎮、蘇州 + 西塘水鄉》
Tour
Tourcode
code: BTPVGDIS06-17
: BTPUS08-17

特别安排
❶
❷
❸
❺

美食总汇

雙樂園遊～全天候遊覽上海迪斯尼樂園
Hello Kitty樂園,並入住樂園城堡酒店
船遊南潯古鎮 ❹ 船遊西塘水鄉
太湖國家濕地公園(含參觀熊貓館)

太湖國家濕地公園

❶姑蘇風味
❸瀘菜風味
❺太湖風味
❻杭州風味

❷淮陽風味
❹本幫菜
+ 無錫排骨
+ 東坡肉 + 叫花雞

城隍廟商圈

西塘水鄉

行程
Tour code : BTPVGDIS06-17

第1天 新山  新加坡  上海  杭州(大约2.5小时) 【晚餐】

酒店: 当地5★ 两岸国际酒店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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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搭旅游巴士前往~ 杭州。享用晚餐后前往
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景点将不会被取代也不能退款。 本公司将保留
便更行程的权力,如造成困扰敬请见谅！

杭州  西湖游船  花港观鱼  外观雷峰塔  岳王庙

第2天  西塘水乡游船 (大约1小时)  安吉 (大约1.5小时)
【早/午/晚餐】

酒店: HELLO KITTY 乐园酒店 或同级

●
【西湖游船】美丽的西湖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面,它以其秀丽湖光山

色和眾多名胜古跡而闻名中外。这也是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它
三面云山,中涵碧水,面积约60平方公里,其中湖面6.5平方公里。

●
【岳王庙】是历代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场所, 建于1221年（南宋嘉定十

四年）, 明景泰年间改称
“忠烈庙”
, 经历了元、
明、
清、
民国时兴时废, 代
代相传一直保存到现在。 对一代爱国英雄的追思之地, 这里不应算是
一个景点,因为到这里更为了表达一种怀念和敬仰。

●
【西塘水乡乘摇橹船】特别赠送西塘摇橹船、感受古镇慢生活、流淌

了千年的西塘水承载着摇橹船缓缓地进入古镇,一派古朴的生活画卷
竞相展开。在西塘镇内的小河登上乌篷船、近看乌檐青瓦、细听橹声
咿呀、呼吸水乡芬芳, 是真正的享受！

安吉  南浔古镇船游  苏州 (大约2.5小时)  观前街

第3天 【早/晚餐】

酒店: 当地4★ 金澄大酒店 或同级

KITTY 主题乐园】是全球最大的
HELLO KITTY主题乐园。HELLO KITTY家园
仅 在 日 本 九 州 和 东 京 两 处 设 点 , H E L LO
KITTY日本海外首个室外大型乐园、
安吉凯蒂
猫家园面积超过其他两个家园、
并整合了中国、
日
本、
美国、
欧洲等等各方顶尖创意、
计划和设计。
●
【HELLO

●
【南浔古镇（含船游）+ 小莲庄】历史悠久,河流

穿镇而过.南浔自古富人居多, 建筑也都是富
户的优美庄园, 而且由于西洋风曾经在此盛
行, 所以南浔也是唯一的中西风格合璧的古镇,
高贵优雅. 游览南浔古镇从小莲庄开始, 园内的荷花池和众多奇异
花木结合园林非常雅致, 可以观赏拍照。

苏州  寒山寺  太湖国家湿地公园  外滩  上海 (大

第4天 约2小时)

酒店: 当地4★ 上海新爵皇家大酒店 或同级

●【寒山寺】寺内有江枫第一楼,大殿,藏经楼,鐘楼,碑廊等建筑,还有

历代名人诗文碑刻数十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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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湖国家湿地公园】(含观赏国宝
『大熊猫』
; 刺绣艺术景区) 。

第5天 上海  全天迪斯尼乐园

酒店: 当地4★ 上海新爵皇家大酒店 或同级
的神奇世界,在此点亮您的心中奇梦。
无论老幼、都可以在此感受充满创造
力, 冒险和刺激的乐趣！把目光投向奇
幻童话城堡, 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城
堡,准备好开始探索这六大各具魅力
而令人难忘的神奇园区：米奇大街、奇
想花园、梦幻世界、探险岛、宝藏湾和
明日世界等等。

第6天 上海  城隍庙商圈  南京路步行街  新加坡  新山
【早/午餐】

●【城隍庙商圈】老城隍庙周边庙

会逐渐发展成为上海年代最为久
远的商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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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逛完街后送往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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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站

• 茶叶 • 丝绸 • 养身堂 • 玉器
注 : 每个购物店进店时间必须保证在60分钟

出发：
回程：

RM

成人
【全包】
(两/三人一房)

RM

小孩的价格【全包】

(1位小孩和1位成人同房)

RM

备注：
1. 以上价格是按16成人以上报价,若不足16成人价格另议!
2. 由于是旅游团体,所有团友务必要随团游览指定的购物站
并参观至少1小时,没兴趣的客人可以抱着观光为主的心
态并耐心等候。如中途不进购物站或脱队或离团,须补额
外费用500马币/人。
3. 如如汽油燃料费/税有任何调整, 我社有权向客人征收附
加费。以上价格只限于持马来西亚护照者!
4. 行程表所列载的航班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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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报名后有所更动的话,本公司将另作个别
通知。
5.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后次序,以当地地接待社(地接)安
排为准。

小孩加床
【全包】

RM

【早餐】

●
【迪斯尼乐园】欢迎来到一个前所未见

航班时间(仅供参考)：

成人【全包】
(一人一房)

【早/午/晚餐】

小孩无床
【全包】

RM

全包团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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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车 ~ 只限于新山
市区)，行程上列明餐食+住宿+景点门票，
中国签证( 1次入境/7个工作天/马来西亚护照）。

全包团费不包括:

突发性燃油调整，旅游保险，领队小费，
行程上没有列明餐食、住宿&景点门票，
自费项目，酒店行李员小费。

安排为准。
旅行团取消手续费
6. 若天气状况不佳额外佳选内的景点或活动将不 1. 如要取消所预定的旅行团，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
会被取代也不能退款。若当地旅游景点不开放给
以避免任何误会。如果本公司于出发的45天前收
旅客参观或游览,将安排另一个旅游景点取代。
到取消预定通知,本公司将征收每人RM200.00。
7. 全程以中文讲解为主。
如需以其他语言讲解，必需
2. 如果取消预定通知是于出发前的44天或以下获
在报名时提前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将另作安排。
得,将征收以下的手续费。
8. 任何三人房都以折叠式加床为标准。
=>若已报名而通知取消‒RM200(每人)
9. 如果乘客搭乘廉价航空行程将不包括机上用餐，
=>出发前45天或以上‒RM1,000(每人)
除非特别备注。
=>出发前30‒44 天通知取消‒RM2,000(每人)
10. 团队出发前建议需购买旅游保险，以则安心。
=>出发前8‒29天通知取消‒50% 旅费(每人)
11. 确保消费者权益，详情请参阅我社之基本报名
***出发前少于7天或机票已发出‒100%旅费(每人)
细则。
***临时缺席者，不可退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