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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 

氣溫: 

Average – November to March 13°C / April to October 25°C 

平均 – 11至 3月 13°C / 4至 10月 25°C  

Season: 

氣候: 

Mar-May: Cloudier with rain / Jun-Aug: Summer / Sep-Nov: Cool / Dec-Feb: Freezing 

3-5月: 天陰有雨 / 6 - 8月: 夏季 / 9-11月: 清爽 / 12-2月 嚴寒 

Time Difference: 

時差: 

2 hours behind of Hong Kong  

比香港慢 2小時 

Distance from HK: 

與香港相距: 

Approx. 2,452 km 

約 2,452公里 

Flight Duration: 

航班飛行時間: 

Approx. 4 hours 30 minutes 

約 4小時 30分鐘 

Visa: 

簽證: 

Required 需要 

Details詳情 

 

  

 

 

 

 

 
 

 

 

 

 
 

 

  

 

 

Bhutan 5 Days 4 Nights Package 
不丹 5 日 4 夜套票 

$15,999+ 

Travelling Period: 24Sep–28Sep’2018 

  4Oct–8Oct’2018                               

Basic Information: 

行程特色: 

- 包機直航不丹: 省時舒適 

- 套餐收費: 準備舒適的食、

宿、交通、辦妥簽證 

- 5天全日行程: 更抵玩 

四人同行

一人免費 

 

http://www.tourism.gov.bt/plan/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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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Package Price (must be 4 people travel together) 

Special Offer - Buy 3 get 1 free 
HK$15,999 up per person 

 

Flight Information: 

Planned Itinerary: 

Package Price: 

Paro valley Memorial Chorten 
Punakha Dzong 

Date 日期 Flight 航班 From 由 / To 至 Dep 起飛 / Arr 到達 

24Sep’18 (Mon) TBA Hong Kong香港 / Paro 帕羅 0420 / 0700 

28Sep’18 (Fri) TBA Paro帕羅 / Guwahati古瓦哈提 / Hong Kong 香港 1700 / 1725/ 1800 / 2400 

4Oct’18 (Thu) TBA Hong Kong香港 / Paro 帕羅 0420 / 0700 

8Oct’18 (Mon) TBA Paro帕羅 / Guwahati古瓦哈提 / Hong Kong 香港 1600 / 1625 / 1705 / 2305 

* Flight schedul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Day 天數 Itinerary行程 

Day 1 

第一天 

香港 Hong Kong → 帕羅 Paro (不丹 Bhutan) → 廷布 Thimphu (Approx. 1 hour 30 mins) 

景點 : 

國家紀念碑 (National Memorial Chorten) – 廷布的標誌性建築。紀念第三任國王的功績，落成這座紀念

堂，館內收藏了代表佛教哲學的繪畫和雕像，這裡更是不丹人民平日朝拜的中心。 

釋迦牟尼大佛 (Buddha Dordenma) – 不丹最大的戶外大彿，大佛內還有 125,000 座鍍金小佛像。這座佛像

非常壯觀和耀眼。 

塔金動物園 (Motithang Takin Zoo) – 園區是為了保育國獸 Takin 羚牛，是不丹稀有保育類動物，全國 

境內約僅有 300 頭。 

晚上，住宿於廷布。 

住宿: City Hotel or Hotel Gakyil or same grading hotels 

膳食: 午 + 晚餐 

Day 2 

第二天 

廷布 Thimphu → 普那卡 Punakha (Approx. 2 hours 30 mins) 

景點 : 

都楚拉隘口 (Dochula Pass) – 海拔約 3150公尺的，有第四世王的皇后發願為國王及國家祈福而建的 108座

佛塔群，稱為凱旋佛塔 108 Bhutanese Stupas，此處亦是不丹境內觀賞喜馬拉雅山脈 Gangkar punsum (干卡

本森峰,7570M 不丹最高峰) 的最佳地點。。 

切米拉康 (Chimi Lhakhang) – 位於 Puna Tsang Chhu河邊的高崗上，是喇嘛朱卡庫拉（Lama Drukpa 

Kunley）的堂兄為紀念他降伏惡魔而建的寺廟。 

普那卡宗  (Punakha Dzong) – 是不丹第二大的宗，建於 1637年又名『幸福皇宮』或『最快樂的皇宮』。 

晚上，住宿於普那卡。 

住宿: Hotel Lobesa or same grading hotels 

膳食: 早 + 午 +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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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天數 Itinerary行程 

Day 3 

第三天 

普那卡 Punakha → 廷布 Thimphu → 帕羅 Paro (Approx. 3 hour 20 mins) 

景點 : 

帕羅塔 (Ta Dzong) – 原為一座瞭望塔，現已改為國家博物館。 

帕羅宗—日蓬堡 (Rinpung Dzong) – 不丹最為知名的寺廟，盛大的帕羅戒楚節每年春天在這裡舉行，吸引成千

上萬的當地居民和遊客前往。 

祈楚寺 (Kyichu Lhakhang) – 不丹最古老的寺院，廟內供奉的釋迦摩尼八歲等身像是不丹最神聖的佛像之一。 

晚上，住宿於帕羅。 

住宿: Tenzinling Resort or Bhutan Mandala Resort or same grading hotels 

膳食: 早 + 午 + 晚餐 

Day 4 

第四天 

帕羅 Paro 

虎穴寺 Taktsang Monastery (Tiger’s nest) – 是不丹的一座佛教寺廟，位於不丹西部帕羅峽谷之上 900米高的的

懸崖上，海拔 3120米。始建於 1692年，相傳蓮花生大師曾經騎虎飛過此地，並在此地修行。1998年該寺經歷

了一次大火，之後又進行了修復。該寺是不丹國內最神聖的佛教寺廟。 

晚上，住宿於帕羅。 

住宿: Tenzinling Resort or Bhutan Mandala Resort or same grading hotels 

膳食: 早 + 午 + 晚餐 

Day 5 

第五天 

Paro帕羅 → Hong Kong香港 

景點 : 

杜克耶堡 (Drukgyel Dzong) – 距離帕羅 14公里， 

矗立在一個叫 Drukgyel村上面的一塊大岩石上， 

被四周的梯田包圍著。它是由 Shabdrung Ngawang Namgyel 為了紀念不丹戰勝西藏入侵者而在 1649年所建立

的。 

帕羅市 – 行程最後一站。可跟隨導賞員，或自己隨心探索帕羅。 

行程完滿結束！ 

膳食: 早 + 午餐 

 

 

 

Package Prices Include: 

* Round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between Hong Kong and Paro. 

* Hotel accommodation & meals as mentioned. 

* English speaking local guide in Bhutan and transfer during the tours  

* Entrance fee as per the sightseeing tours. 

* Government tourist tariff. 

* 0.15% TIC Levy. 

 

Package Prices exclude: 

* E-Visa Fee. 

*Airport Tax, Bhutan Government TDF 

* Prices are NOT included tips for local guide and driver, approx. USD8-10 per person per day. 

 

以上價格包括： 

* 來回香港至帕羅經濟客位機票。 

* 行程提及之酒店住宿及膳食。 

* 不丹當地觀光團之專業英語導遊 及 交通接送 

* 觀光團之景點入場費。 

* 0.15% 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以上價格不包括： 

* 電子簽證費用。 

* 機場稅，旅遊發展及政府專利稅。 

* 導遊及司機小費，每位每日約 USD8-10。 

 

 
Remarks: 

* All the above fare base on HKD. 

* Price quoted does not include Tour Escort from Hong Kong. 

* Minimum 4 passengers (paying adult prices) & all passengers MUST travel and check-in together on 

the same outbound and inbound flights. 

* For child fare, please contact us for details. 

* Please make sure there are at least 6 months validity for all travel documents or Visa. 

* No amendment, cancellation and refund are allowed once documents are issued. 

* Prices exclude any applicable taxes & surcharges. 

* Full pay must be received within 2 days upon confirmation. Otherwise booking will be cancelled 

automatically. 

* The sequence of the tour, hotel accommodations and sites arrangement may be amended due to 

circumstances. 

* Pric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 Information and image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備註： 

* 以上價格全以港幣結算。 

* 不包括香港領隊。 

* 最少四人(支付成人價錢)同行﹐所有同行客人之行程﹑航班必須相同﹐並必須

於去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機手續。 

* 小童收費可向我們查詢。 

* 請持有效簽証及最少六個月以上有效期之護照入境。 

* 機票及酒店套票發出後，將不接受更改，取消及退款。 

* 以上價格不包括所有有關稅項及附加費。 

* 套票作實後兩天內須繳付全部費用, 否則自動取消。 

* 行程次序安排、酒店住宿及景點安排或會依據當地情況作更改。 

* 價格如有任何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資料及圖片僅供參考。 

 

Taktsang Monast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