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90地區  緬甸甘尼小學 W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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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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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緬甸有『東方花園』、『寶石之都』雅稱的【仰光】。抵達後，在導遊的親切招喚下，專

車展開精采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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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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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與格局原貌，館內除保有翁山將軍的個人介紹外，亦有翁山蘇姬小時候的照片及用品

展示!!翁山將軍於 1947 年 7 月 19 日在英國殖民統治，緬甸即將獨立前夕余部長會議室

遇刺，年僅 32 歲，緬甸後來將此天訂為緬甸烈士節來緬懷此為為緬甸獨立而奮鬥不懈

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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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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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媽祖廟慶福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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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機上精美套餐 午餐：十里香 精緻風味料理 晚餐：晚宴 (金鼎豐 15USD) 

保證入住：仰光蘇萊香格里拉酒店 



 

 
第二天 11/22 仰光水中發財神瑞德貢大金塔翁山蘇姬居所(門口留影)國家博物館翁山市場聖

瑪莉大教堂翁山公園皇家湖(卡拉威宮) 
於酒店內享用早餐，隨後 

★【Theingpttara Park Yangon】轉往位居仰光大金塔附近，於當地有水中發財神稱

號的烏巴庫尊者處參拜，祈願一番。傍晚時分，前往參觀最具歷史性的建築，可媲美

印度著名的『泰姬瑪哈陵』；同時也是仰光市的地標，【大金塔 Shwedagon Pagoda】 

★【瑞德貢大金塔 Shwedagon Pagoda、佛教博物館】：此塔建立於 2500 年前，高

度近 100 公尺，是當今世界上最高的佛塔。塔頂及外觀以六十六噸純金建造而成，頂

上金質寶傘下有一直徑 27 公分的紅寶石，鑲滿鑽石及各色珠寶多達七千於顆，塔週

環立 68 座小塔圍擁著大塔而形成金色塔林。，尤其夕陽西下時場面十分壯觀富麗。

此乃佛家聖地，體驗佛家的那一份怡寧與祥和，不枉此行矣！隨後再行參觀位於塔內擁有完整佛教歷史古物的

『佛教歷史博物館』參觀已故高僧遺留下來的法器、舍粒子及佛經。稍後前往大金塔街，瀏覽各式各樣的供佛器

具。您可於此盡情大肆採購戰利品，餽贈親友或珍藏展示兩相宜。 

★【翁山蘇姬居所】一個緬甸民主運動的傳奇人人物-翁山蘇姬的軟禁居住地，仰光大學路 54 號的翁山蘇姬住所，

目前並不對外開放，深鎖的兩道鐵門讓人看不到裡面的建築物，大門的上面掛了一張黑白的肖像，那是翁山蘇

姬的父親-翁山。翁山之於緬甸，就好比孫文之於中國。民族英雄翁山，從殖民者大英帝國的手中，將緬甸推上

了獨立之路，但這位愛國者才在正要施展他的抱負時，就被政敵暗殺，享年 32

歲。而當時，翁山蘇姬只有 2 歲。您可於大門前拍照留念一表翁山蘇姬對緬甸

民主的崇敬!! 

★【國家博物館】緬甸國家博物館集中收藏了各種緬甸的文物，讓你對於緬甸有

總體瞭解。博物館從歷史、宗教、工藝等多方面介紹緬甸歷史，一樓展示緬甸

歷史上歷朝的珍寶，二樓展示各類佛教藝術品，三樓是繪畫為主的藝術品。這

裡還保存著歷代高僧遺留下來的法器、舍利子及各種佛經。 

★【翁山市場 Bogyoke Aung San Market】：前英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之 Scott 

Market，仰光當地最大的傳統開放市場，該處除了有專售工藝品、古董、寶石、

玉器、傳統緬甸服飾等外，更是您尋寶探秘的好地方，但是請注意購買珠寶、古董、寶石、玉器記得索取購物

證明喔!!以免進出海關時有不必要的麻煩唷。PS.請旅客貴賓注意!!如有購買寶石、玉器、仿歷史文物等紀念商品等，

切記需索取購物發票或證明等文件，以便出入海關時檢查使用!! 

 

 ★【聖瑪莉大教堂 Saint Marys Cathedral】建於 1895

年，是仰光地區最大的天主教堂，教堂融合了東西方

的建築風格，每天早晚會以英語、緬甸語及泰米爾語

舉行彌撒、教堂內部裝修非常有特色，裏頭的飛升拱

廊和五彩琉璃玻璃裝飾，融合了多種東南亞元素。四

周牆上畫著聖象的彩色玻璃十分精美，值得一看。教

堂內部是不能拍照的，但因為旅客不多，可以慢慢參

觀。 

 

★【翁山公園 Bogyoke Aung San Park】：紀念緬甸國父翁山先生的『翁山公園』。

仰光最佳自然景觀所在，湖上有一艘長 100 公尺寬 50 公尺用水泥作成的鴛鴦船。

晚餐於鴛鴦船（石龍船）。 

★【皇家湖 Royal Lake】：遊覽仰光自然景觀所在『皇家湖』此湖為人工湖，當地風

景之美，據說此地也是情人談情說愛的佳去處，湖上建有國宴會場鴛鴦石龍船，造型

優美特殊，是不可不去的觀光指標，也是國宴聚餐的 的指標性去處。 

 

  

早餐：酒店內 午餐：阿菊姨 手抓飯緬式風情料理 晚餐：鴛鴦石龍船自助餐+秀 USD 25 

保證入住：仰光蘇萊香格里拉酒店 



 

 

第三天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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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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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11/24 仰光仰光藝術街古典火車站&高等法院市政廳仰光殖民大樓佛牙塔樂伯幕尼佛
寺(白玉佛寺)  

 

★【古典火車站&高等法院】造型優美特殊的英式古典火車站及外型壯碩雄偉的高等法

院，讓您回味 50 年代的中國特有的交通風情及英殖民時代特有的古老建築，來此留影

穿越時光隧道回味一下過往的時光吧!!午後時分， 

★【市政廳】1936 年建成的仰光市政廳，式仰光城市發展委員會的辦公場所，其位於

仰光市中心區，周邊有許多如蘇雷金塔、最高法院及郵政總局等重要地標，其為設計

仰光中央車站的緬甸知名建築師烏丁所設計，建築風格融合了強烈殖民風格樓體及緬甸傳統階層式構造的帕雅塔

式屋頂，因而認定為緬甸建築的典範! 

★【仰光殖民大樓】緬甸曾經為大英帝國殖民統治將近 100 年，留下大量極具殖民文化及藝術歷史色彩的珍貴建

築，這些維多利亞風格，巴洛克式風格及英免混和風格的殖民時代建築，已成為旅遊貴賓遊覽緬甸仰光式的必到

遊覽打卡之處!! 

 

 

★【佛牙塔】：佛陀遺留世間之遺物，塔內供奉著佛牙。佛牙塔乃 1996 年才

造的，是仰光最新的一座塔，塔內供著由北京請來暫放的一顆佛牙，將來還

是要還的。 

 

 

 

★【樂伯幕尼佛寺=白玉佛】：此佛寺佛高 37 英尺、寬 24 英

尺、厚 11 英尺，此白玉原石係產於瓦城馬德雅山區，號稱世

界最大的白玉原石，總重為 670噸，2000年 5月從瓦城運抵

仰光，數十位工匠嘔心瀝血歷時 3 年多 

，方雕琢完成此一任務。 

 

第五天 11/25 仰光(4.5hrs)台北 
本日，輕鬆於酒店內享用豐盛的早餐後，整理心情收拾行囊，專車前往仰光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國門，

與團員們互道一聲珍重，帶滿滿豐富的記憶回到溫暖的家，結束此次的黃金假期-緬甸古蹟之旅。 

 

早餐：飯店內使用早餐 午餐：機上精美套餐 晚餐：XXXXX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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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 午餐：甘尼小學用餐 晚餐：總監之夜 (金螃蟹餐廳) 

保證入住：仰光蘇萊香格里拉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邁泰泰式風情餐 晚餐： 全聚德烤鴨風味餐 15USD 

保證入住：仰光蘇萊香格里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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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 B1 的超市，營業到晚上十點！ 



 

 

  

3490 地區 緬甸甘尼小學 WCS 團 報價單 

出發日 2019 年 11 月 21 出發   

報價人數 25 人以上 +1 領隊   

費用報價 優惠價 NTD 3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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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緬甸式按摩乙次(不含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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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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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