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花园 - 槟城 3 日游 
 

天数 行程内容 

 

第一天 

新加坡  –  槟城                                  航班：待 告 

今天集合于章谊国际机场，搭乘豪华客机飞往享有【东方花园 – 槟榔屿】；抵达后前往【清水祖师庙 

– 又称蛇庙】参观，尔后前往【泰佛寺 – 又称卧佛寺】，【缅佛寺】，【康华丽斯古堡】游览。晚

餐带领大家前往【关仔角美食中心】，您可以在此尽情享用槟城当地小吃。如：鲜蛤炒果条，槟城虾面，

嬷嬷查查冰品等。晚餐后入住酒店。 

 

第二天 

槟城 ~ 历史巡礼 

早餐后展开槟城的历史巡礼： 
 

1. 百年周姓桥:  姓氏桥(Clan Jetty)”并非什么桥梁，而是建于

海上的木屋，桥是这里唯一的交通要道，它将房屋贯穿起来，

并与陆地衔接。桥是这种渔民住家的枢纽，起重要的作用，因

此得名。 
 

2. 知名壁画欣赏:  在乔治城的街头，散落着许多壁画。这些壁画

多数是由来自立陶宛的 25 岁艺术家尔纳斯（Ernest 

Zacharevic），为乔治城节庆 (George Town Festival 2012) 而

创作的街头画作。这些壁画为乔治市古色古香的街道更添悠闲

的艺术气息，成为乔治城最新的旅游景点。 
 

 

3. 中山纪念馆:  昔日的“阅书报社”槟城孙中山纪念馆，隐匿在

繁华的闹市区中。纪念馆两侧翠竹林立，鲜花绽放；墙壁上掉

落的砖块，仿佛在诉说纪念馆曾经的沧桑。 
 

4. 侨生博物馆: 檳城僑生博物館(Pinang Peranakans Mansion)

是由約莫一個世紀前某位有錢的巴巴的豪華傳統大宅變身而

成。透過此博物館可一窺豐富峇峇娘惹文化的富裕生活景象，

及他們的許多習俗和傳統。 
 

5. 极乐寺: 極樂寺建於 1893 年，寺廟依山而建，佔地 12 公頃。

極樂寺的建設由當時任椰腳街廣福宮的主持妙蓮法師所啟發。

妙蓮法師原本來自福建湧泉寺，他曾於 1885 年到檳城州籌募基

金修建福州龜山法堂。2 年後，出任椰腳街廣福宮的住持。檳

城極樂寺最先建立的是大士殿，5 年後相繼增建天王殿、大雄

殿、藏經閣、東西客堂及放生池等。 

 

 

第三天 

槟城 – 新加坡 

早餐后自由活动，或自行到酒店附近自由购买当地土产，如：美味的豆沙饼，豆蔻膏等。午餐后

前往机场办理登记手续，结束槟城之旅。 

 

酒店住宿： 

 四星级酒店 

槟城 CITITEL PENANG (龙城酒店) www.cititelpenang.com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PENANG (福朋喜来登) www.fourpoints.com/penang.com 
 

费用含： 费用不含： 

1. 槟城 2 晚住宿。 

2. 2 天早餐酒店内用。 

3. 1 天午餐，1 天晚餐。 

4. 巴士（20 – 40 人座），专业执照中文导游服务。 

5. 司机，导游小费。 

6. 全程无购物，无自费。 

7. 假日，酒店旺季附加费用。 

1. 个人开消费用。 

2. 1 晚餐自理。 

3. 新加坡 - 槟城来回机票。 

 

 



 

 

 

日期 2015年 5月 1 至 5 月 3日 (星期五至星期一) 

双标间     

(两人一房) 

新币 340.00 

每人 

单人房差 新币 185.00 

機票 
      最低 新币 370.00 每人(by SilkAir) 或  

最低 新币 230.00 每人(by AirAsia) 

報名 查詢 64409237，填妥報名表格電郵至 info@kowloonclub.org.sg 
 

* *  活 動 報 名 須 知 Activity Registration Notice * *  
 

 報名次序: 歡迎參加本會誠意為您安排的各項活動，由於個別活動的名額有限，報名將以先到先得處理。請及早報名，

與您的家人齊來，分享各式各類活動的樂趣。Registration priority:  Welcome to join our activities.  Owning to availability 

of individual activities, members are encouraged to register early to reserve their places, i.e.,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You can 

enjoy the activities with y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保險及責任: 由於各人的需求不同，本會將不會為各項活動的參加者購買任何保險， 參加者可應本身的需要自行投保。

如旅途中有任何交通延誤、行李遺失、意外傷亡或財物損失等，九龍會概不負責，參加者必須同意此點，始可報名。
Insurance and responsibilities: Kowloon Club will not insure the activity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are encouraged to buy 

insuranc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Kowloon Club will not bear any responsibility In cases of transportation delay, 

luggage loss, accident, death or loss of belongings. Participants must agree to these terms of conditions before registering for 

the activities. 

 
 

報 名 表 格   Registration Form 
 

Please fill in the form, mail back together with a crossed check payable to “ Kowloon Club ”or a receipt after the 

fund transfer via ATM or Internet Banking to DBS Current Account: 001-039936-5, by email 

info@kowloonclub.org.sg  or fax 63484020. Please call 64409237 or email us for enquiry. Thanks! 
 

請填妥報名表格，郵寄劃線支票及收款人寫 Kowloon Club  , 或現金轉賬以 ATM或 Internet 付款至本會銀

行戶口 DBS Current Account:  001-039936-5, 連同付款收據及表格電郵或傳真 63484020 至本會。如有查

詢，請致電向本會 64409237 職員查詢。謝謝！ 
 

Name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mbership No.会员编号 (If have 如有) : ____________ 

 
   Email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Handphone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tivity Name 活動名稱 Date 日期 
No. of Participate 

參加人數 
Each每位 S$ Amount金額 S$ 

东方花园 - 槟城 3日游 1/5 - 3/5  

會員 /非會員   S$340  + 機票 

 Member / Non Member    
 

Child Fare: please call 

64409237 
 

Payment 付款资料 

Cheque No. 

支票號碼 

Bank 

银行 

Total Amount 

金额: S$ 

   

 

 

 
 
 

 
 
 

东方花园 - 槟城 3日游 
Participant Details: Malaysia, Penang 3 Days  
 

姓名 

Name  

電話 

Phone No. 

國藉 

Nationality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護照到期
Expiry Date 

     

     

     

     
 

 

mailto:info@kowloonclub.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