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Flight From / To Dep / Arr Effective date

Daily B3 701 BKK - PBH 0630 / 0955 01Dec14 - 30Nov15

X Friday B3 700 PBH - BKK 1045 / 1615 01Dec14 - 28Mar15

Ref: B3-PBH-PACK13NOV14/AC500/EN100

曼谷 Q 帕羅(不丹) : Dungtse Lhakhang (Temple) – 吉曲寺(Kyichu Lhakhang)  – 自由活動

由曼谷乘坐不丹航空至不丹帕羅機場，抵達後由專業導遊帶領開始探索不丹!

Dungtse Lhakhang (Temple) : 由著名西藏喇嘛建築師湯東傑布(Thangton Gyelpo)於1421年建造。 該寺廟用三個不同的

                                             樓層，對應不同級別。據說，三層分別代表地獄，人間和天堂。

吉曲寺(Kyichu Lhakhang) : 是一個重要的藏傳佛教寺廟，是不丹最古老的寺廟。

晚上客人可回到酒店休息或到自行在酒店附近遊覽。

住宿 :  帕羅(Paro) 酒店 用餐 : 午、晚

帕羅乘車至廷布(Thimphu) : 三世皇家紀念佛塔(Memorial Chorten) - Changangkha Lhakhang -

早餐後乘車至廷布(Thimphu)，車程大約1.5小時。

三世皇家紀念佛塔(Memorial Chorten) : 這是一個按不丹三世王晉美‧多吉‧旺楚陛下設想而建的標誌性建築，

                            也是廷布每日轉塔最集中的地方。

Changangkha Lhakhang : 該區其中最古老的寺廟之一，也是國家圖書館，有著大量的佛教文獻。

札西秋宗(Tashichoedzong) : 集政、教、法於一身的喇嘛教僧院兼城堡建築。

住宿 : 廷布(Thimphu) 酒店 用餐 : 早、午、晚

廷布乘車至普納卡(Punakha) : 普納卡宗廟(Punakha Dzong) – 自由活動

早餐後乘車前往普納卡(Punakha)，車程約72公里沿途欣賞美麗景色。

普納卡宗廟(Punakha Dzong) : 該區的宗教及政治中心，為境內第二古老宗廟，更是一世皇於1907年登基加冕之地。

之後回到酒店自由活動。

住宿 : 普納卡(Punakha) 酒店 用餐 : 早、午、晚

普納卡(Punakha) : 卡姆沙耶裡納耶佛塔(Khamsum Yuelley Namgyal Chorten) - 切米拉康(Chimi Lhakhang),

卡姆沙耶裡納耶佛塔(Khamsum Yuelley Namgyal Chorten) : 位於著名的The MoChhu河附近，是不丹皇后最近建造的。

切米拉康(Chimi Lhakhang) : 此地為求子聖地，有很多無子信徒在此求喇嘛賜福得子。

大約4小時車程前往帕羅(Paro)

住宿 : 帕羅(Paro) 酒店 用餐 : 早、午、晚

帕羅(Paro) : 虎穴寺(Taktsang monastery) - 杜克耶宗(Drukgyel Dzong) - 帕羅宗(Rinpung Dzong)

虎穴寺(Taktsang monastery) : 寺宇於3,800米山上的160度懸崖處興建，是不丹的著名佛寺。客人可選擇徒步登山，

杜克耶宗(Drukgyel Dzong) : 不丹政府的國家遺址。在天氣比較晴朗的情況下你可以欣賞到這座古遺址背面聳偉高

                                       大的珠穆拉里雪峰，景色非常壯觀。

帕羅宗(Rinpung Dzong) : 不丹最知名的寺廟。帕羅宗的本名應叫作仁增潘世珍宗，通常簡稱為日蓬堡，意思

                                   是"堡壘上的珠寶"，始建於1644年。這裡曾被用做保衛帕羅河谷的堡壘。

住宿 : 帕羅(Paro) 酒店 用餐 : 早、午、晚

帕羅(不丹) Q  曼谷

早餐後專車送抵帕羅機場，乘坐不丹航空至曼谷。不丹之旅完滿結束!

用餐 : 早

行程 

                                               札西秋宗(Tashichoedzong)

Effective date : 17Nov14 – 31Mar15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日程

第一天

第五天

第六天

                               乘車前往帕羅(Paro)

Bhutan 6day 5night Package 
快樂之國不丹6日5夜之旅 



Day Flight From / To Dep / Arr Effective date

Daily B3 701 BKK - PBH 0630 / 0955 01Dec14 - 30Nov15

X Friday B3 700 PBH - BKK 1045 / 1615 01Dec14 - 28Mar15

Effective date : 17Nov14 – 31Mar15

Bhutan 6day 5night Package 
快樂之國不丹6日5夜之旅 

Thimphu Paro Punakha

Hotel Pedling Tenzinling Resort Hotel Lobesa

Hotel Galingkha Tashi Namgyal Resort Punatsangchu Cottages

Dorji Elements Hotel Drukchen Damchen Resort

Bhutan Suites

Hotel Norbuling

Twin Share Single

HK$15,500
HK$17,500

(5 Nights)

+ HK$3,440
+ HK$1,700

1 night

* Superior package will upgrade to business class + one night Uma Paro hotel accommodation

Package Prices Include: 以上價格包括：

*Round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between Bangkok and Paro on Bhutan Airlines (E-ticket) *不丹航空來回曼谷至帕羅經濟客位機票(電子機票)

*Hotel accommodation & meals as mention. *行程提及之酒店住宿及膳食

*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 *專業英語導遊

* Private car with driver *私人轎車及司機於行程中之接送安排

* All entrance fee *所有景點入場費

* E-Visa Fee *電子簽證費用

* Government tourist tariff *旅遊發展及政府專利稅

*0.15% TIC Levy *0.15% 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Remarks: 備註：

*Booking : by PAM Holidays *訂位：由PAM Holiday代訂

*Ticket Validity: 0-3months *機票有效期: 0-3個月

*Minimum 2 passengers (paying adult prices) & all passengers MUST travel and *最少兩人(支付成人價錢)同行﹐所有同行客人之行程﹑

 check-in together on the same outbound and inbound flights.  航班必須相同﹐並必須於去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機手續。

*All the above rate is person and valid on B3 Operating Flights only. *以上價錢每人計及適用於B3營運航班。

*Hotel rat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for non-consecutive stay *如只預訂房間或作不連續住宿，酒店價目及條款或會有所調整及變動。

 and/or reservation(s) on accommodation only.

*Packages are non-endorsable, non-reroutable, non-refundable & valid on flight/date shown. *旅遊套餐不得更改航班 / 日期 / 行程及不可退款。

*Prices exclude any applicable taxes & fuel surcharges. *以上價格不包括所有有關稅項及燃油附加費。

*Pric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價格如有任何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In case of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 Chinese versions,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所有英文及中文版本的條款如有任何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P.2
http://holidays.pam.com.hk/

>>只需多付HK$3,440起,即可享受更豪華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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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 pkg@pam.com.hk  訂位熱線 : 3678 2031 / 2926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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