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行程特色 

◎ 全程無購物站、精選優質芭達雅四星級飯店、曼谷升級兩晚五星級飯店 

◎ 搭乘東南獨家包船遊艇！夜遊湄南河晚餐宴,卡拉 OK 歡唱,啤酒飲料無限暢飲~ 

◎ 加碼享用芭達雅五星級 AVANI 酒店海陸燒烤自助餐！ 

◤ 航班資訊及出發日期：2018/12/12(三)～12/16(日)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 參考行程 

第 1 天 
桃園機場/曼谷機場→(車程 2 小時) 東方夏威夷~芭達雅→泰式古法按摩兩小時 

美麗的日子！您將是今日的主角，我們親切的機場服務人員將各位貴賓集合於機場團體公司櫃台，為您

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佛教王國首都–曼谷，Sawatdii 您好，歡迎您來到 Thailand 泰國 Smile 

Country 的微笑之邦。當飛機抵達泰國首都－曼谷，旅遊心情也隨之加溫,整個人也輕鬆起來。入境大廳

前的導遊 Tour Guide 正準備迎接團體的到來，Tour Bus 巴士蓄勢待發，由於東南亞的天候酷熱，礦泉水

是您隨身必備的喔！接著前往有東方夏威夷之稱的芭達雅! 

後續前往【泰國古式按摩】，對於全身肌肉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現代人來說，力道重又切中穴位的泰式按

摩，能讓您全身放鬆，抒解壓力。(16 歲以下小孩不含按摩因擔心骨骼還在成長階段) 

【食】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金寶烤鴨餐廳+烤乳豬 (THB350) 

【飯店】(芭達雅★★★★)SNPLUS 或 CELESTITE 或 CRYSTAL VILLE 或 ADELPHI PATTAYA 或 同級 

第 2 天 
芭達雅→七珍佛山紀念碑→Sliver Lake銀湖葡萄園+葡萄汁(含遊園車)→東芭主題樂園

(大象表演+蘭花園+泰拳秀)→皇家花園廣場→COLOSSEUM 羅馬競技場歌舞人妖秀 

早餐後我們安排前往【七珍佛山紀念碑】 

是為了慶祝泰皇登基五十週年紀念而興建的。在釋迦摩尼佛像下

的四個粗粗的泰文是2539的意思，也就是佛曆2539年興建的《今

年是佛曆 2555 年，西元前 543 年為佛曆元年》。據說由於這座山

質地的關係，曾試用了多種方式都無法將這釋迦摩尼佛像擺上

去，後來經由一位義大利的工程師的設計，才決定將這座山的半

面給剷平。利用雷射光的投射將釋迦摩尼佛像鑿刻上去，一方面

《泰享受。夜遊湄南河船宴、歐式水上市場、五星海陸燒烤 無購物 5日遊》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機場/時間 抵達機場/時間 時間 

去 CI 中華航空 CI 831 2018/12/12(三) 

TPE 桃園機場 10:15 

2018/12/12(三) 

BKK 曼谷機場 13:05 

03:50 

回 CI 中華航空 CI 832 2018/12/16(日) 

BKK 曼谷機場 14:20 

2018/12/12(三) 

TPE 桃園機場 18:50 

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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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泰國人篤信佛教，他們相信～佛要金裝，人要衣裝。在泰國幾乎所有的佛像都要鍍上金身；另一方

面，也因為質地的關係，所以在鑿溝的同時，也必須把一塊塊的金條給嵌上去，才造就了這麼一個壯觀

的七珍佛山。 

【銀湖葡萄園+葡萄汁(含遊園車)】坐落在芭達雅郊區，近年

泰國東北部種植葡萄且釀酒有成，部分地區起而效尤， (Silver 

Lake)就是一例。葡萄園區內有座天然湖，每當夕陽西下，湖

面波光粼粼，猶如銀光閃爍，便命名『Silver Lake 銀湖』。園

方相當以自家景致為傲，雖然不開放遊客採果，但備有遊園

車，可帶旅客四處參觀，並有四輪傳動車(ATV)、腳踏車可供

自費租借。銀湖葡萄園在園主的努力下克服氣候因素，在當

地水源保護區的山谷成功種植葡萄，發展芭達雅第一座葡萄

園及酒莊。銀湖葡萄園嘗試栽種葡萄約 5 年，佔地約 480 英

畝，園區在今年葡萄收成季時，開始嘗試釀製葡萄酒，2 年後將上市販售。園內販售有葡萄汁、果醬、

餅乾、葡萄乾等產品，其中一種葡萄乾產品口感獨特，色澤與味道有若縮小版葡萄果實，不同於一般葡

萄乾。未來園區內計畫陸續興建釀酒廠、品酒室、騎馬及乘馬車之旅、露天劇場、餐廳、意大利托斯卡

尼鄉村風貌的精緻旅館、高爾夫球場設施，打造此地為芭達雅新興旅遊景點。 

【東芭樂園主題樂園(泰式民俗表演+大象表演+蘭花園)】 

東芭主題樂園是一座複合式文化村，有精心栽培的蘭花園、仙人掌園區可供旅客觀賞；園內有兩場表演

極為精彩，遊客不可錯過。其一為泰國傳統文化表演，節目包括泰國傳統音樂、舞蹈、婚禮、出家儀式、

拳擊賽與傳統戰場武技等，演出之前還提供中文語音解說，藉此可以一窺泰國文化之精隨要義，一面欣

賞演員炫麗之衣飾與身段，值得一

看。另一場最博得觀眾青睞的就屬

「大象表演」，踢足球、跳舞、拔

河，人與大象一起整個感覺其樂陶

陶。佔地達六百英畝且景色秀麗的

鄉間渡假勝地，園內有精心設計的

蘭花園。此處有兩場表演。其一為

泰國傳統文化表演，節目包括泰國

傳統音樂、舞蹈、婚禮、出家儀式、拳擊賽與傳統戰場武技等，藉此可以一窺泰國文化之精隨要義。另

一場是精彩有趣的大象表演！ 

【皇家花園廣場】為芭達雅較早期的複合式商場，不僅有商店、餐廳還有遊樂設施，Royal Garden Plaza

還是在觀光界有一席的地位，銷售的品牌較為平價，光是外觀就很吸引人，因為竟然有飛機撞上這棟百

貨公司。 

【COLOSSEUM 羅馬競技場歌舞人妖秀】仿羅馬神鬼戰士鬥獸

場外觀，廳內歐式巴洛克裝潢；亮麗典雅。在芭達雅人妖秀場

場爆滿下，風光開幕。耗資無數讓結婚男人後悔、女士自卑的

表演，常讓中外旅客讚賞不以。可看性高，節目結束後可自費

與人妖合影留念。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 PATTAYA PARK 旋轉餐廳自助(THB400)  晚餐:五星 AVANI 酒店燒烤自助餐(THB650) 

【飯店】(芭達雅★★★★) SNPLUS 或 CELESTITE 或 CRYSTAL VILLE 或 ADELPHI PATTAYA 或 同級 

第 3 天 
芭達雅→(車程 2 小時) 曼谷→涅槃寺/臥佛寺(Wat Pho)→『廊 1919』中國風文創市集

LHONG 1919→亞洲最大複合式河畔觀光市集~碼頭夜市 AISATIQUE 

早餐後前往【涅槃寺 / 臥佛寺（Wat Pho）】 臥佛寺最著名的就是

寺內的超大尊的臥佛，許多曼谷旅遊的簡介或明信片上，總是有臥

佛的照片，也真的是曼谷很有宗教文化特色的一個地方，因此我其

實很推薦來曼谷一定要前往臥佛寺看看。參觀臥佛寺要注意穿著，

涼鞋短褲都可以，但是女性不可以露肩，否則就要在門口收費亭另

外租借沙龍披在身上。除了要付門票費用外，如果真的對相關歷史

文化很有興趣，也可以付費另外聘請導遊，收費亭旁邊有公定價

目。臥佛寺的巨大臥佛據說是泰國最大的佛像，不僅是觀光客愛來

參觀，當地人也經常前來拜拜。進入臥佛的建築內，除了看大佛外，還可以拿 20B 去換一碗銅板，然後

投入一旁一整排的奉獻缽內作為對供奉樂捐。除了大臥佛，外面還有許多小佛像，只見泰國人紛紛拿著

金箔貼在佛像上，據說有祈福、奉獻與祈求解除病痛之意，如果頭痛就貼頭、手痛貼手。 

【中國風文創市集~『廊 1919』】 

2017 年十月底才逐漸成型的市集叫做『廊』

市集 LHONG 1919，也有人叫它『火船廊』，

有個濃濃中國風的文創園區，最早之前大概

就是在古早年代有蒸氣船會來這個地方停

靠，蒸氣船也稱為『火船』的意思，然後是

在拉馬四世執政時，由清朝的商人陳慈黌家

族所建，然後這裡的建築都是從那時代留下

來，他所設立的「陳黌利行」進行大米的出

口貿易；因為是在 1919 年由黌利家族所買下

這塊地，並於附近的「黌利故居」連成一體，

所以命名廊 1919(LHONG 1919) 

亞洲最大複合式~【碼頭夜市 ASIATIQUE】前身是五世皇時代重要港口，開啟促進泰國經濟繁榮功臣之

一，原本的商業輸紐，也有衰落的一天。隨著時代轉變，

一面緊鄰著昭披耶河，一面 Charoenkrung 路，佔地非常廣

大，裡面一共分為 10 個區，把原本的碼頭和舊倉庫樣貌保

留下來，重新設計包裝，搖身一變成為集合吃喝玩樂於一

身的觀光夜市，不但把原本的碼頭賦予了新的生命，吸引

了人潮，也讓這個老城區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像浴火重生

的鳳凰般能再次翱翔天際！每天 17:00 開始~到 24:00，超

過 1500 家精品店和工廠直營商店，無論是紀念品、時尚裝

飾配件、紡織布料、美食街小吃攤等應有盡有。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 SAVOEY 泰式海鮮餐(THB350)     晚餐: 水流蝦+飲料+啤酒無限暢飲(THB600) 

【飯店】(曼谷★★★★★) Conrad Bangkok Hotel 康萊德飯店 或同級 



第 4 天 
曼谷→(車程 1小時 30分鐘)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DAMNEON SADUAK)+搭乘舢舨船

→爆笑鐵支路菜市場：美功鐵道市場 Makelong Railway Market→夜遊湄南河~燦爛之星

號遊艇包船晚餐宴！Dao Marine Yacht Dinner Cruis 

【Damon Saduak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就有許多人自近郊划著舢舨到水上市場。市場內人來人往

好不熱鬧，生意人熱絡的招呼消費者，使消費者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戴著寬邊斗笠的婦女們，划著滿

載南方特有水果和蔬菜的小舟，悠游在運河上兜售，沿河的土產店，櫛次鱗比，出售各色精美的名產，

如最受遊客喜愛的象牙雕刻品以及絲織品，遊客可以乘坐馬達小艇來此慢慢的精挑細選一番，享受一下

南國特有的熱絡真是令人收穫良多呢!  

【爆笑鐵支路菜市場】很久以前在網路上流傳的超爆笑鐵路菜市場，造成一陣不小的討論。有一個市集

活躍在鐵路兩旁。鐵皮屋遮陽棚櫛比鱗次疊床架黑壓壓擠滿兩旁，菜販肉販么五喝六交易密集。早晚火

車要通過時必有 3 響鐘聲。初響！彷彿成功嶺集合令，所有攤販排列等候手扶棚竿集合。二響！收竿，

立正！整齊劃一、一絲不苟，火車僅擦著棚架駛過。三響！回歸原位，你買我殺彷彿不曾發生過任何事

似的。※註：菜市場鐵路火車之旅，常有誤點，敬請耐心等候。 

【湄南河遊艇包船~Dao Marine Yacht】 

今晚我們將包遊艇夜遊湄南河~出發前往 Tha Maharaj 碼頭

上船，準備展開今晚精采的夜宴之旅！  

Dao Marine Yacht”燦爛之星號遊艇” 在各位登船後，可在船

上享用泰式料理，船上還有中文卡拉 OK 設備讓您盡情歡唱~

船上也提供啤酒及軟性飲料喝到飽的服務。夜遊湄南河一覽

夜晚的曼谷河岸風光，更為此次的泰國之旅留下難忘的回憶。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 泰式合菜(THB250)    晚餐: 晚餐：湄南河遊艇包船~享用遊河晚餐 (THB800) 

【飯店】(曼谷★★★★★) Conrad Bangkok Hotel 康萊德飯店 或同級 

第 5 天 
曼谷→SOGO 愛樂威四面佛祈福 ERAWAN→曼谷機場/桃園國際機場~溫暖的家 

酒店早餐後，於飯店內享用豐盛的早餐後整理行裝，前往祈福泰虔誠【愛樂威四面佛 ERAWAN】無論求

財或婚姻很靈驗，也是港台明星們的最愛喔！首先來到一旁的櫃檯買香柱及花環，一份只要 20 泰銖，內

有有 3x4=12 柱香、四個小花環、一根小蠟燭，點好香後，然後從正面的佛像開始順時針參拜，一面佛

像拜完拿三柱香插上香壇，然後再掛上一個小花環，依序拜完四個，而小蠟燭則是插在特別想祈求的那

一面的香壇上(例如:背面的姻緣佛像)這樣大概就完成了。結束四面佛參拜後~行程進入尾聲，隨後前往曼

谷國際機場，搭機回到暌別已久溫暖的家。結束本次的歡樂泰國之旅。敬祝旅途愉快！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機場代餐費(THB200)    晚餐:機上套餐    宵夜:新竹米粉+貢丸湯 

【飯店】~甜蜜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