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90 地區 緬甸甘尼小學 WCS 高球團 
緬甸約百分之九十的民眾以佛教為心靈信仰，因而造就境內遍佈廟宇寶塔等佛國特殊景觀， 

緬人向來好以黃金妝點寺廟佛像及寶塔，且民族性極其溫馴謙善宛若翱遊自在的蝴蝶， 

                          因而“黃金王國 ”及“蝴蝶王朝”的美名不逕而走。 

參考航班    

日期 時間 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11/21(四) 07:00 09:50 桃園機場/仰光機場 中華航空 CI7915 

11/25(一) 10:50 16:15 仰光機場/桃園機場   中華航空 CI7916 

【行程】 

11/21(四)第一天:  

台北(4hrs)仰光喬多基臥佛寺翁山將軍博物館唐人街觀音古廟慶福宮仰光河遊船晚宴 

 早：機上簡餐 午：十里香 精緻風味料理 晚餐：晚宴 (金鼎豐 15USD) 

 宿：保證入住仰光蘇萊香格里拉酒店  

 

★【喬達基臥佛寺 Chaukhtatkyi Pagoda】：意即六層寺，內有世界最大的臥佛， 長 75 公尺、高 30 公尺，其腳

底有 108 個圖案，代表人有 108 次輪迴，也象徵天地萬物盡在其腳下（1907 年完工）。臥佛的眼睛以玻璃鑲成，

並由一位中國畫家點出眼珠，神態慈祥豁達。 

★【翁山將軍博物館】：翁山將軍故居博物館為 1920 年代維多利亞式建築風格。 

緬甸國父翁山將軍故居博物館，館內保留翁山將軍故居生活的裝潢與格局，館內除翁山將軍的介紹外，亦有翁山

蘇姬小時候的照片及嬰兒床展示。另外，1947 年 7 月 19 日，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緬甸獨立前夕，翁山將軍於部

長會議室遇刺，年僅 32 歲，後來這天被訂為緬甸烈士節。 

★【唐人街】：仰光最多華人居住的聚集之處，了解華人在異鄉的奮鬥史以及生活的情況。您可自費在此購買新鮮

又超便宜的熱帶水果(山竹、榴槤)。 

★【觀音古廟】：仰光最多華人居住的聚集之處，華人信仰寄託觀音古廟，實地參訪了解華人在異鄉的奮鬥經過以

及當地華人實地的生活的情況。於此可自費在此購買新鮮又超便宜的熱帶水果(山竹、榴槤、柑橘、波羅蜜等)。

如果您膽子夠大，在此還有名聞世界的蟲蟲大餐喔!! 

★【慶福宮】：此宮乃為第一代緬甸華人所建立已具有百年歷史，是為當地海外華人信仰的心靈寄託，更是當地華

人聚會、品茶、消遣聊天的聚集地點。 

★【仰光河觀光遊船】：乘坐觀光船遊覽仰光河的美景及欣賞日落。旅遊景點：在日落遊船上探索仰光河沿岸壯麗

的風景和豐富的歷史和文化景觀。在日落的最後幾小時體驗仰光的美麗，同時品嚐通過安達曼海的 Martaban 海

灣帶來的清新的微風。觀察著名的 Twante 運河燈塔。從不同的角度見證大金塔。當太陽輕輕地沉入地平線以下

時，沿著河岸欣賞令人驚嘆的燈光。 



 

 

11/22(五)第二天:  

皇家名加拉頓高爾夫球場（果嶺費+二人一台球車 一對一桿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鴛鴦石龍船自助餐+秀 25USD 

 宿：保證入住仰光蘇萊香格里拉酒店 

 

早餐後，專車前往 Royal Mingalardon Golf & Country Club 打球。 

它是一個 18 洞的國際標準高爾夫球場，在緬甸仰光坐落在新開發 3000 英畝的 Mingalardon 花園城市，一個自

包含的國際機構，商場，醫院，體育和娛樂設施，皇家 Mingalardon 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距仰光國際機場，20

公里。由三井物產有限公司開發，吸引了眾多國際投資者。 

 

11/23(六) 第三天:  

仰光→柏固甘尼學校捐贈儀式→仰光華緬科學園區說明會→總監之夜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甘尼小學用餐 晚餐：總監之夜-「金螃蟹」餐廳 

 宿：保證入住仰光蘇萊香格里拉酒店 
 

★【甘尼小學捐贈儀式】WCS 計劃每分區認捐一間敎室給勃固甘尼希望小學、每間

教室66萬元分33個單位，每單位2萬元、鼓勵各社社友踴躍認捐、11月23日上午10

點將舉行驗收啓用儀式。 

 

 

11/24(日)第四天:  

Yangon City Golf Resort  (果嶺費+二人一台球車 一對一桿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全聚德烤鴨風味餐 15USD 

 宿：保證入住仰光蘇萊香格里拉酒店 
 

早餐後，專車前往 Yangon City Golf Resort 高爾夫球場揮杆。 

仰光市高爾夫度假村（也稱為 YCDC 高爾夫俱樂部）距離市區市 40 分鐘車程，總洞數有 36 洞，前 18 洞名為

Ngwe Thaw Tar)於 1994 年成立，全長超過 7,000 碼；後 18 洞名為 Mya Kan Tha，於 1996 年成立，全長是 6208

碼。這是著名球場設計師 Mr Han Golf Master 的代表作， 是 1998 和 1999 年亞洲 PGA 巡迴賽的場地。 

 

 

 

 



 

 

【以上行程景點順序或餐食安排，當地旅行社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有所變動時，不便之處敬請見諒，本公司保

留調整之權利。】 

※仰光蘇萊香格里拉酒店簡介： 

建於 1994，仰光司雷香格里拉大酒店別具一格，是旅客遊覽仰光時的明智之選。 離市中心僅 1.Km 的路程，客

人入住酒店能確保快捷前往當地旅遊景點。 澳大利亞大使館, 博約克昂森市場, 夜市同樣近在咫尺。 

仰光司雷香格里拉大酒店提供優質貼心的服務和方便實用的設施，贏得了客人的一致好評。 酒店的特色設施，包

括 24 小時送餐服務, 所有房間免費 Wi-Fi, 24 小時保安, 每日客房清潔服務, 紀念品店。 

仰光司雷香格里拉大酒店有 479 間客房，每間客房都裝修考究，大多配有平面電視, 浴室內置電話, 已鋪地毯, 免

費即溶咖啡, 免費紅茶等頂級設備。 不管您是健身愛好者抑或只想在疲憊的一天後放鬆一下，酒店的頂級娛樂設

施如熱水浴缸, 健身中心/健身設施, 桑拿, 室外游泳池, Spa 都是您的不二之選。 仰光司雷香格里拉大酒店地理位

置優越，設施先進，是當地的人氣酒店。 

 

https://www.shangri-la.com/yangon/suleshangrila/ 

 

 

 

 

 

 

 

 

 

 

 

 

 

 

 

 

 

 

 

 

 

 

 

 

 

11/25(一)第五天: 

仰光 (4.5hrs) / 台北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X 

 宿：溫暖的家 

飯店 B1 的超市，營業到晚上十點！ 



 

 

 

3490 地區 緬甸甘尼小學 WCS 高球團 報價單 

出發日 2019 年 11 月 21 出發   

報價人數 16 人以上 

費用報價 優惠價 NTD 43,800 (含稅簽) 

費用包含 

1.機票：全程來回機票,含機場稅,燃料稅。 

2.住宿：如行程表所列,2 人一室,無自然單間，雙床可需求但不保證。 

3.餐食：酒店內早餐；午、晚餐如行程表所示。 

4.交通：行程表內所需各種交通運輸之費用。 

5.保險：團體旅遊責任險 500 萬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一般旅行社為 200

萬及 3 萬意外醫療險)、全台唯一旅行業 1 億 8 佰萬履約保證。 

6.小費：司機、導遊、領隊服務費。 

7.贈送客製化行李吊牌+旅遊專屬手冊+拍照橫幅。 

8.贈送 WIFI SIM 卡。 

9.提供每日車上礦泉水 

費用不含 

1.不含於行程中的額外項目如：自費行程、房間服務、飲料、酒水、行李

小費、床頭小費電話費等個人支出。 

2.護照新辦費用 

3.商務艙加價。 

備註 

訂金  每位 10,000 元。 

服務窗口:新北市第九分區 AG Building 何長發  

專    線：(02)-22999192、0937-828-353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9.11.21 3490 地區 緬甸甘尼小學 WCS 高球團 

台 北 市 10407 中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二 段 85 號 4 樓 
RICHMOND INT’L  TRAVEL & TOURS CO.,LTD. 

TEL:886-2-25518866(總機)              886-2-25612999(旅客客服專線)       

            全省營運處：台北、中和、板橋、宜蘭、羅東、林口、桃園、中壢、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 

信用卡傳真刷卡單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山富國際旅行社刷卡消費，特立此授權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下述款項] 

信用卡類別 

Kind of Credit Card 

□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美國運通卡 

□國民旅遊卡-旅遊日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發卡銀行：       授權日期：    年   月  日 

持卡人中文姓名 
Name of Card Holder(Chinese) 

 
身分證字號 

ID NO.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umber 

 
出生日期: 

Birth Date 
   年   月   日 

手機號碼 
Cell Phone Number 

 
刷卡分期 

   Credit card staging 

□一次付清   □分期:       期數 

未勾選或重複勾選者則視為一次付清 

信用卡號碼 
Credit Card Number. 

                

有效日期 Validity 
_________月 Month_________年 Year 

金額：NT＄                       識別碼(卡片背面後 3碼) Verify：__________  

消費金額 Amount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請填大寫) 

消費明細 Details □機票  □訂房費  □機票+酒店  □旅行團  □其他________(請勾選一樣)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Of Card Hold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法則之約定，一經簽名視同自願支付上述全額予發卡中心。 
‧只限購買旅遊產品之旅客使用本身信用卡支付其本人或同行之直系血親之旅費。 
‧如出國旅客與持卡者非同一人，特以此證明持卡人_________________願意提供信用卡代前述出國 
  旅客______________支付山富國際旅行社團費，絕無異議。（出國旅客與持卡人關係為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簽名前請確認大寫金額是否正確，並請自行留存正本以便對帳 
‧信用卡銀行禁止持卡人以信用卡交易換取現金，如辦理退款，只能以信用卡辦理退款。 
‧有關訂金退返相關事項，依交通部觀光局所訂「旅遊定型化契約」規範辦理。 

信用卡正面影本 信用卡背面影本 

如要開立代收轉付收據，請填寫以下詳細資料： 

公司抬頭  統一編號  

郵寄地址  

商店名稱: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號碼 Approved Code：            (由本公司處理) 

‧接洽業務： 鄭美佳 0919-803-678  聯絡電話： (02)7734-9814 或 (02)2561-2999#5207                                

‧資料填寫完畢後請回傳至: (02)6608-5070   

(請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請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