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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odia & Angkor 5 Days
特色安排：

★ 真正深入ŀԝḧⰏ܄ℓŁ
★ 獨家安排吳哥皇朝留下的水湖ŀㄿɞᘠŁ
★ 獨家安排柬埔寨國家香火最旺盛的寺廟信
仰中心—ŀࡿȹ்ĵᮈΤ۫Ł
★ŀջٖƘҨҡઓƠア℅ホŁ 二大風味特色
料理及風情餐，讓您輕鬆自在地享受各國風
味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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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ive Siem Seap

՞ஜȈAllson Angkor HotelѲܖӣ
各位貴賓抵達暹粒，接機後入住當地酒店。(全天24小時
免費接機，2小時以內抵達航班統一接機，請耐心等待)
Free airport transfer to hotel for the rest or self check-in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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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Angkor

՞ஜȈAllson Angkor HotelѲܖӣ
早餐後暢遊【大吳哥】城區；參觀【塔普倫廟】，電
影（古墓麗影）以此為場景拍攝，有巨大的樹木盤結
在圍牆廟門口。進入城中參觀由54座大大小小寶塔構
成一座大寶塔的【巴戎廟】，每一座塔的四面都刻有
三公尺高的加亞巴爾曼七世的微笑面容，兩百多個微
笑浮現在蔥綠的森林中，世人稱為「高棉的微笑」。
參觀【吳哥古皇宮】此處為加亞拔羅曼七世之祭祀地
點，參觀【古代法院】之雕刻。參觀【鬥象台】此乃
古時皇帝挑選座騎的地方、及【１２生肖塔】此乃古
時走鋼索賣藝表演的地方。參觀名列世界七大奇景【
小吳哥】，是高棉吳哥王朝全盛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不
朽宗教建築；全城雕刻之精美有「雕刻出來的王城」
美譽。是柬埔寨的標誌，印在了柬埔寨的國旗上。此
為高棉有史以來最宏偉的都城，也是200多座古跡中唯
一正門向西的神廟。主要的景點有【護城橋】，【主
神殿】，【長廊】，【千佛殿】，【回音廳】，【中
心塔】。傍晚前往吳哥【巴肯山】賞落日，登上巴肯
山頂，遠眺宏偉的吳哥古城，趁著落日餘暉享受一場

團號 Tour Code：WG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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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Non-adult under 12yrs w/o bed

$99

$99

$99
ᐚǲƈȲஐ

貨幣單位：美金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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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dult under 12yrs with bed Single Supp

$199

ⲵȭ ⾴Ǘฃᑚ Pre/post Hotel㙊$140

Compulsory Program

$180

$180

Tips

$50

ィࠜ⮽፯ Ǘ⨡ Extra transfer㙊$35ᑚ᷋ᑚ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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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 If cancel or any change within 10days will charge penalty USD200.

2016年抵達暹粒日期（機場代碼REP）Arrive Rep Date：
1月12、26日；2月23日；3月15、29日；4月12、26日；5月10、17、24日；6月7、21日；
7月12日；8月16日；9月6、13、20日；10月11、18、25日；11月15，29日；12月6、20日
名叫「夕陽」的戲。今天安排【絲綢世界】與【WG天
然寶石】購物中心。（溫馨提示：根據聯合國最新規定
，從2011年10月17日起，巴肯山限制上山人數300人每
天，如我司團隊當天不能安排登巴肯山觀日落，則改為
小吳哥觀日落，請留意）。晚餐享用風味自助餐並觀賞
ᓡȈŃġİġōġİġŅ
高棉民族舞蹈表演。
Angkor Thom - Ta Prohom - Bayon - Phimeanakas - Prasats Suor
Prat - Phimeanakas - Elephants Terrace - Prasat Suor Prat ANGKOR WAT - Support bridge - Capitol - Gallery - Thousand
Buddha Hall - Echo Chamber - Center tower - Phnom Bakheng
- Silk world - WG natural stones - Khmer ethnic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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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Angkor

՞ஜȈAllson Angkor HotelѲܖӣ
享用酒店自助早餐後，自由活動（期間無導遊、領隊、
司機跟隨，請注意人身、財產安全）。午餐後深入體驗
當地風土人情。吳哥【皇家公園】位於吳哥市中心，公
園裏面大樹上常年有巨大扁蝠高掛在樹梢，彷佛相伴姐
妹佛不舍離去，在清晨或是傍晚，成千大蝙蝠盤旋空中
的景象真叫人歎為觀止。參觀【姐妹廟】暹粒市最靈驗
的姐妹廟，也是當地香火最旺的廟宇，外觀【西哈努克
國王行宮】坐落于六號國道與Pokambor大道交匯處，
旁邊是風景優美的皇家花園和暹粒河畔，大門上方鑲有
鍍金的柬埔寨國徽，門旁坐著一對莊嚴的石獅，石獅前
還有兩座年代久遠的古炮，行宮旁聳立著國王的巨幅畫
像，此處為國王或皇室成員到暹粒時的住所，不對外開
放。接著在【吳哥購物中心】自由購物。晚上觀賞柬埔
寨國家一級演員表演的【吳哥的微笑】大型歌舞表演，
講述了吳哥可歌可泣的王朝歷史。
ᓡȈŃġİġōġİġŅ
Free and easy this morning - Royal Park - Sister Temple Outlook King Sihanouk’s Palace - Angkor Shopping Center Angkor’s Smil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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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Angkor

՞ஜȈAllson Angkor HotelѲܖӣ
早餐後參觀【和尚廟-罪惡館】，波爾布特罪惡館旅遊
介紹，波爾布特是歷史罪人，在1975到1978紅色高棉
統治的三年中，整個柬埔寨有兩百多萬人被屠殺，就是
關押和屠殺不同政見者的集中營，而此處為【和尚廟】
又叫新寺廟 ，這是波布政權1975--1979年殺人場的一
個地方，他把所有有學問的人士(教授、和尚、政府工

作人員、學生....)折磨，然後被殺留在這個地方，遺留下
來最殘忍的痕跡。接著前往【 GM乳膠中心】瞭解當地
著名的乳膠產品。今天還要到吳哥【馬來湖】參觀吳哥
ᓡȈŃġİġō
皇朝留下的水湖。
Monk’s temple - WAT TMEY - GM Emulsion center - Malay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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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 Siem Reap

早餐後 送機前往機場.( 團隊離開當天，全天免費送機,2
小時以內起飛航班一起送機)
ᓡȈŃ
Transfer to the airport/self - arrangement

柬埔寨旅遊注意事項：
◆ 出入境

所有旅客在抵達柬埔寨前都需如實填寫《柬埔寨入境卡》和
《海關申報表》。入境時每人可免稅攜帶大約1瓶酒，香煙
2條;高級照相機、攝像機、手提電腦等物品需要在海關申報
，嚴禁違法攜帶古董出入境及帶境外水果入境。禁止攜帶入
境的物品：毒品、武器、麻醉性藥物等。
特別提示：柬埔寨海關人員敲詐旅行者的事情仍有發生，在
機場過關時會被海關官員索要1美元的小費。但官方也在努
力制止這類現象，如在視窗貼上“不收任何費用”的警示語
等。萬一遇到，應該據理力爭或乾脆不予理會。

◆ 時差

柬埔寨時間比北京時間晚1小時,如北京時間為正午12點,柬
埔寨時間為上午11點。

◆ 電壓和插座

柬埔寨的電源插座為兩項，220V電壓，與中國相同。

◆ 通訊及網路

手機：手機開通國際漫遊可在柬埔寨使用。
上網：網吧較為普及，上網費用4000瑞爾/小時左右。

◆ 貨幣

柬埔寨法定貨幣是瑞爾（Rie）。目前同美元的匯率大約1美
元=4000瑞爾。在柬埔寨旅行不必兌換當地貨幣，美元在當
地完全通用，只有1美元以下小額的找零才會用到瑞爾（按
照1：4000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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