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天4夜 
     港澳迪士尼之旅
5天4夜 
     港澳迪士尼之旅

Code : 5EXHMD-3 

白灼海生虾，清蒸鲜鲍鱼，粉丝蒸大贝，椒盐濑尿虾，炒肉蟹，海鲜
豆腐汤，清蒸海上鲜，鲜虾炒饭，干烧伊面，上汤油菜

獨家行程

海鮮宴

第一天   吉隆坡 a 香港                  (晚餐：港式烧鹅)
集合于吉隆坡国际机场机场办理出境手续，飞往被称之为东方之珠 - 香港。抵达后，前往参观深水埗鸭寮街『港剧怒
火街头曲场地』。然后乘巴士前往太平山顶 ~ 『香港最高360度观景台凌霄阁摩天台』~ 巨星之旅『香港杜丽莎夫人
蜡像馆』，星光大道，女人街 。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二天   香港              (早餐：港式点心 / 午餐：风味素食午餐 / 晚餐：海鲜宴)
早餐后，前往黃大仙祠，黃大仙祠是香港最著名的廟宇之一，崇奉儒、釋、道三教。據說黃大仙「有求必應」，簽文
靈驗，常年吸引無數善信到來膜拜求簽，香火鼎盛。每年的農曆年大年初一，有不少善信爭相到來搶頭香，成為香港
賀歲習俗之一。之后前往香港金紫荆广场 （团照）,接着游览大屿山+昂坪360 ~ 体验搭乘缆车（单程） ~ 昂坪市集 ~ 
观看全球最高的户外青铜坐佛天坛大佛 。在大屿山享又风味素食午餐。继续游览大澳 『香港威尼斯之称』，继续前
往东荟城名店仓是香港最多品牌的特卖场，在这可享有三至七折的优惠价格让您疯狂血拼。
购物站 ：宝珠首饰工厂 /  蔘茸行
 
第三天   香港 ~ 澳门                (早餐：自费 / 午餐 / 晚餐：自费)              
今天游览旧最高法院大楼『法定历史建筑』建于1912年 ，参观古色古香港式『星巴克』~ 百年煤气灯与楼梯街
『130年历史』。过后乘船前往澳门，在澳门享用午餐。继续前往参观大三巴牌坊 + 大炮台『澳门地标』~ 妈祖庙 ~ 
威尼斯人娱乐城 ~ 远眺澳门旅游塔  。接着前往观赏澳門吉祥樹。
购物站 ：澳门手信店
 
第四天   澳门 ~ 迪斯尼乐园 ~ 香港        (早餐：酒店 / 午餐：自费 / 晚餐：自费)
早餐后，乘船回往香港。抵达后，前往梦幻世界『香港迪士尼乐园』。
 
第五天   香港 a 吉隆坡            (早餐：自理)
早上自由活动时间至到集合时间，然后送往机场乘搭国际航班飞返美丽的家园吉隆坡

** 行程秩序如有更改，均以当地接待单位安排为准, 酒店如有异动/遇房满将以同等级替代**

* 大屿山+ 昂坪360缆车

 《「不能错过」的全新景点，“飞”一般的体验》

* 澳门《吉祥树》融合了音乐和七彩缤纷的灯光效果的表演，

   并营造出四季般的壮丽景象

* 跟着港剧游香港之百年煤气灯与楼梯街

* 特色美食：港式烧鹅 ,风味素食午餐

金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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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4N HongKong 
Macau + Disneyland
5D4N HongKong 
Macau + Disneyland

Steamed Fresh Prawns ,Steamed Abalone , Steamed Live Scallops , Fried Mantis 
Prawns ,Steamed Fish , Fried Crab , Seafood Soup , Seasonal Vegetable , Fried Rice , 
Fried E-Fu Noodles 

Tour Hightlight

Special Meal

Code : 5EXHMD-3 

*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is subject to any necessary changes in accordance to local conditions. *
*Final and correct itinerary are based on Chinese version itinerary.* * 

Day 01   Kuala Lumpur a Hong Kong            ( Roasted Duck Dinner )
Upon arrival Pearl of the Orient ~ Hong Kong, transfer visit Apliu Street『 Ghetto Justice』. After visit Victoria Peak by coach 
~ Sky Terrace ~ Madame Tussauds Hong Kong ~ Avenue of Stars ~ Ladies' Market .
 
Day 02   Hong Kong                   ( Dim Sum / Vegetarian Lunch /Seafood Dinner )
After Breakfast , visit The Wong Tai Sin Temple’s claim to ‘make every wish come true upon request’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its popularity. Home to three religions (Taoism,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its natural setting and beautifully 
ornamented buildings make it as much a scenic attraction as an important religious centre.After that Golden Bauhinia Square 
(Group Photo) . After that transfer Lantau Island +  Ngong Ping 360 ~ Experience Cable Car Ride (One way) ~ Ngong Ping 
Village - Giant Buddha . At Lantau Island having Vegetarian Lunch  . Then Shopping Tung Chung Citygate Outlets .
Shopping Shop : Jewellery Factory / Chinese Ginseng Shop
 
Day 03   Hong Kong - Macau                               ( - / Lunch /- )
Morning , visit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 Hong Kong Style 『Starbucks』Duddell Street Steps & Gas Lamps 
(130 year old) . Transfer Macau by ferry . Upon arrival, transfer local restaurant having Lunch . After lunch , visit Ruin’s of St 
Paul ~  A-Ma Temple ~ Venetian Casiono ~ Coach view Macau Tower . After that, you will enjoy the 
Shopping Shop : Souvenir Shop
 
Day 04   Macau - Hong Kong Disneyland           ( Hotel Breakfast / - / - )
Breakfast at hotel , then transfer Hong Kong by ferry .  Upon arrival, visit the place where Disney dreams come true, the 
kingdom of dreams and Magic ~ Hong Kong Disneyland .
 
Day 05   Hong Kong a Kuala Lumpur
This morning, free and easy till time to be transferred to airport for your flight back to Kuala Lumpur.

Lantau Island + Ngong Ping 360 Cable Car + 
Macau Tree of Prosperity Show
All In Entrance Ticket :
Sky Terrance + Disneyland + Madame Tussauds 
Special Meal :Vegetarian Lunch
Special arrangement for selected 4 Star Hotel 

Exclus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