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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曼德勒-蒲甘 5 天   (B) 
                            

                                                                                                                                                團號:︰ 5D-(B)-YMB 

    

第 01 天︰ 抵達機場︰仰光 (RGN）(早上航班) 

                歡迎來到花園城市仰光 ！抵達後，由當地導遊帶著歡迎禮物接機︰ (明信片和緬

甸地圖)。 

  

             今天仰光市區觀光包括︰ Kandawagyi 皇家公園在那裡你可以看到

閃閃發光的 Karaweik 皇家駁船，Chaukhtatkyi 巨大的臥佛寶塔.  Bogyoke 

(將軍) Aung San 博物館 (緬甸全國民主聯盟 (民盟）領導人昂山蘇姬的父親)

.  然後在 Bogyoke 市場, 在那裡你可以寬範圍緬甸工藝品首飾，面料、 漆器等。然後午餐時

間。 

                

           在下午, 前往仰光市中心 金塔 (Sule Pagoda)、 摩訶 Bandoola 公園與獨立紀念碑、 市

政廳、 高等法院和許多殖民地風格的建築, 然後開始沿著街道  步行穿過，美麗的殖民地建

築，漂亮的宗教寶塔和優雅的公園, 後抵達中國城, 你會看到本地的不同特點，更會體驗到 

這座大城市的繁華和充滿活力的生活方式, 你有機會去品嘗當地從街

頭小販的不同特色美味小食 , 琳琅滿目的緬甸咖喱和沙拉(茶葉沙拉是

驚人的）和傳統的緬甸甜點。 

         晚上前往氣勢恢宏的大金塔 (Shwedagon) 一個金光閃爍的巨大寶

塔, 坐落在 Singuttara 山上，在那裡許多當地人和佛教徒前來朝拜享受

夕陽的日落。據說塔中有保留八縷佛頭髮 , 整個塔覆蓋著黃金, 包含鑽石、 紅寶石、 綠寶

石, 向您展示一個美好的夜晚.  
 
   

第 02 天︰ 仰光 - 曼德勒 （早上航班） （早） 

              早上飛到曼德勒。歡迎光臨皇家城市曼德勒 ！抵達後，直接前往古市的 “阿馬拉布拉“ ,意思是' 不

朽的城市 '。 馬哈爾妙牟尼，是座缅甸最古老的青铜，佛像。 前往 Mahagandaryone  緬甸最大的教學寺廟

參觀。每一天，大約 10:30 將近 700 名僧侶排隊做午餐儀式。繼續到，“ 烏貝因美橋”(U Bein Bridge) 

沿著這 200 歲柚木橋散步。這座橋用於 984 柚木建成的，也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柚木（全長 1.2 公里）。

漫步享受這座橋和周圍的農田和溪流美景。 

          今天下午參觀吳妙南聖覺宮（皇宮）(Mya nan San Kyaw Royal Palace)。這金色的宮殿代表緬甸的主

權和獨立，並能激發緬甸的民族愛國精神。皇家宮殿 在 1945 年英軍空襲中被摧毀， 但在 1996 年 9 月， 

按照原始照片、 圖片、 棕櫚葉手稿和微縮模型，89 個大殿， 成功地還原到其原始结构。 

       繼續前往 Shwenandaw Moastery，曾經是宮殿建築群的一部分，直到它被拆除，並在 1880 年重新組裝。 

這個木結構雕刻了所有有美好的主題和神話生物。 最初的建築是完全覆蓋著厚厚的金子，由於熱帶天

氣的惡劣如今天只有內部仍然是黃金. Kuthodaw 寶塔，通常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書（一套 729 巨大石板

上的佛經）。 結束一天，參觀曼德勒山，在城市平原上觀看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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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天︰ 曼德勒 - 蒲甘 （由早上的航班）(B) 

          早上飛到蒲甘。歡迎來到古城蒲甘 ！抵達後，由當地導遊歡迎接機， 全天遊覽觀光 鳥屋 本地市

場 & Myinkabar 市場, 你可以近距離觀察本地人和公路邊小販的生活方式. 然後前往金色寶塔

的 Shwezigon 塔，12 世紀壁畫裝飾走廊的 Kyansitta"洞穴"寺。繼續到 Gubyaukgyi, 另一個"洞廟" 最後緬風

格寺廟建在蒲甘的漂亮壁畫，與老壁畫和中楣。通過 Tharaba 閘道進老蒲甘。然後是午餐休息時間。 

    下午繼續到 Manuha 寺與巨大的佛像， 參觀圈養國王 Nanpaya 終身監禁的印象;，與最好的石刻，阿難

寺 (Ananda Temple)，早期建築的傑作風格, 四個站佛和相鄰磚道院及完好的壁畫是從早期的蒲甘時代保

存下來的。Thatbuinnyu  61 米高, 被稱為高廟裡的 " 寺的全知全能" 和可以追溯到 1091， Dhamayangyi，

大規模寺廟可以追溯到 12 世紀結束而聞名的其聯鎖砂漿少砌體。繼續到 Mingalarzedi,最後的大佛塔建

于 13 世紀，代表緬塔建築的巔峰。然後，參觀當地的漆車間觀看工匠巧妙地使這最著名的蒲甘工藝品。

在日落的時候，從 Bupyar 位於伊洛瓦底河河岸, 我們可以放鬆享受美麗的夕陽。 

 

第  04 天︰蒲甘 - 仰光（晚上航班）    （早)  

                 今天上午參觀 Sulamani，巨大的 Bamar 樣式寺廟有 4 個安置的菩薩圖像，Lemethna 寺廟，由

與類似 Ananda 的印地安樣式尖頂，Payathonzu 三個寺廟連接通過裝飾用大乘的通道或 Tantric 壁畫，

Nandamanya 寺廟與精細 意想不到的壁畫。 

下午晚些時候，訪問 Minnanthu 村，看看當地人民是如何生活。然後飛回仰光， 

         

第 05 天︰ 仰光 - 家鄉  （上午航班） (B) 

      早上自由活動, 直至送往國際的機場結束難忘的旅行. 
  
 

                                                                           ******* 

 

 

 

 

費用 (最少兩人成團) 

           酒店                  團號                         雙人房                    小孩(no bed)                 單人房 + 

     3* Hotel:      5D-(B)-YMB  3*              $ 699                       $  559                       +$209 

    4* Hotel:      5D-(B)-YMB  4*              $ 829                       $  669                       +$329 

 

 

 備註： 

  *所有價格為每人(美元)。 

  *以上團費為 Land only.  不包括國際和國內機票。 

  *將於 12 月 24 日和 31 日在酒店進行強制性晚餐，並收取附加費。 

  *從 4 月 13 日至 16 日期間，將舉行水節，價格將更高，並收取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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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括: 

    酒店 :       04 晚  (兩人一房)，每日早餐 

                     （入住時間是 14:00，退房時間是 12:00） 

    交通:       空調旅遊車 

    導遊:       當地城市英語導遊,  (如需要中文導遊 請另要求) 

入場費:       根據節目細節.  私人小船在茵萊湖 

    膳食:        程序中提到的酒店早餐:    

                     每人, 每天兩瓶礦泉水  

 

費用不包括:  

  * 緬甸簽證，旅行保險 

  * 您的家鄉和仰光之間的往返國際 + 緬甸國內機票。 

  * 飲料，超過供應的礦泉水 

  * 提前入住或延遲退房 

  * 可選擇的自費项目之旅和活動 

  * 由任何緊急情況而需要額外的費用 

  * 個人性質的項目（電話，洗衣，飲料...） 

  * 旺季附加費（如有） 

  * 司機和導遊的小費 

   * 膳食:  午餐及晚餐 
 

 

估計國內機票: 

 
 

*  所有以上機票費用僅為估計，並將在預訂和出機票時可能會改變。 

 
 
 
 
 
 
 
 
 

From To 
Airfares  

(Economy 
Class) 

Carrier/Airlines 

Yangon Bagan USD 129 

Golden Myanmar airline, Man Yadanarbone airline, Air KBZ, 
Yangon Airways, Air Mandalay, Asian Wings & Air Bagan 

Bagan Heho USD 98 

Heho Yangon USD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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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列表：以下酒店或相同類別的同類酒店： 

 

Cities 3 star Hotels 4 star hotels 

Yangon 

Summit Parkview Hotel  
 
www.summityangon.com 
located 15 minutes walk to 
Shwedagon Pagoda, and 10 
mins drive 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Kandawgyi Palace hotel  
  
www.kandawgyipalace-
hotel.com 
located on the Royal Lake 
within 20 minutes drive from downtown 

Bagan 

Bagan Thande Hotel    
   
(www.hotelbaganthande.com) 
Bungalow type, located in Old 
Bagan on the river side and 
main archeological site 

Tharabar Gate Hotel 
  
(www.tharabargate.com) 
Located in old Bagan within 3 
min walk to Anandar Temple  
and 10 mins drive from the airport 

Mandalay 
 

Mandalay City Hotel  
  
www.mandalaycityhotel.com 
Located in down town and 
close to Zay Cho Market  

Sedona Hotel  
  
www.sedonahotels.com.sg 
It is located just in front of the 
Mandalay Palace, 1 hr & 20 
min drives from the airport 

http://www.summityangon.com/
http://www.kandawgyipalace-hotel.com/
http://www.kandawgyipalace-hotel.com/
http://www.hotelbaganthande.com/
http://www.tharabargate.com/
http://www.mandalaycityhotel.com/
http://www.sedonahotels.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