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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ＯＯＷＷ虎虎！！泰泰ＨＨＩＩＧＧＨＨ了了！！  

  五五星星曼曼芭芭  美美食食饗饗樂樂..嗨嗨翻翻水水世世界界五五日日遊遊  
海鮮燒烤大頭蝦吃到飽.升等五星飯店 

水上市場、羅馬劇院人妖秀 VIP★無購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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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參考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之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抵達時間 到達地 起飛時間 起飛地 航班編號 航  段 航空公司 

18:20 曼谷 15:55 臺北(桃園) IT505 臺北→曼谷 台灣虎航 

0025+1 臺北(桃園) 19:20 曼谷 IT506 曼谷→臺北 台灣虎航 

 

 

無購物豪華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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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團體公司

櫃台，為您辦理登機手續後，交由我們為您指派的帥哥美女領隊，簡單的為您做完行前說明之後，旋即帶

領各位貴賓前往候機室，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有佛之國度之稱的泰國首都【曼谷】。 

這個同時兼具古老氣息和現代風情的東方大城，是個處處充滿著讚歎與美麗的地方。抵達之後辦理入境手

續，領完行李出關之後，可愛的隨車小弟早已笑容可掬的在等您。 

早餐：XXX 午餐: XXX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KUUN HOTEL 或 LIVOTE LATPHRAO 或 130 ONE THIRTY HOTEL 或 同級 
 

第二天 曼谷 →龍虎園→皇家俱樂部歡樂 6合一(ATV越野車+實彈射擊+雙人騎象+馬車漫  

遊+猴子軍團+椰子一顆或飲料一瓶)～芭達雅 3D 動漫藝術博物館～贈送泰式按摩 

【龍虎園】您可近距離欣賞驚險刺激的徒手抓鱷魚表演，園內還有上千條熱帶鱷魚及百多隻老虎，您可與

小老虎、毒蠍女郎照相。 

【皇家俱樂部歡樂 6 合 1 】 ATV 越野四輪傳動車+實彈射擊+雙人騎大象+馬車漫遊+猴子學校+香水椰子 

~由大象帶領您漫步田野，接著坐著回味古時的「馬車遊蹤」。之後展開 ATV 越野賽，享受奔馳的快感，

來一場「打靶比賽」真槍實彈的對決！接著觀賞聰明逗趣「猴子明星」表演各種雜技，每人再贈送一顆香

水椰子，讓您清涼又降暑。 

【3D 動漫藝術博物館】 : 藝術美術館，您參觀之後就會刮目相看，裡面展出的多數為 3D 效果的作品，

一幅幅畫在牆上，不用戴眼鏡也可以體驗到立體感，這些立體感你還可以觸摸到。例如話內的大象將象鼻

伸出來，你可以捉住象鼻來影相。替蒙娜麗沙畫眉、走在獨木橋上；整個館的照片達到 80 幅之多，包括

有海洋地帶、動物園地帶、經典畫作地帶、埃及地帶、泰國地帶…等。 

P.S：導遊常會推薦自費活動，如您無參加，導遊或領隊或助手將會依照當天行程安排，安排讓您休息或

送您先回酒店。 

【泰式古法穴道按摩 】120 分鐘的古法按摩讓您體驗泰皇般的享受.並可消除一天的疲勞。 

※16 歲以下貴賓，恕無法按摩，但於當地將會由導遊或領隊安排享用冰淇淋乙份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龍虎園自助餐 晚餐：花雕傳奇(沙蜆鍋)+花雕雞+澳門骨煲+

泰式香蕉蛋餅+啤酒飲料任你喝 

住宿：LK 集團系列飯店(LK Mantra Pura DELUXE 或 LK Crystal Ville 或 LK President 或 LK Celest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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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象神灣海天俱樂部：快艇來回/猴子離島→水上活動(無限玩)：快艇/香蕉船/水上滑

板/雙人獨木舟+所有島上運動設施(海景小錢櫃卡拉 OK+生男生女海公公)～泰國

風情園～羅馬劇院格麗森人妖秀 VIP 

【象神灣海天俱樂部】：藍藍的天、碧綠的海，細白沙灘、湛藍海水、蔚藍天空伴著月牙灣似的海岸海灣，

彷彿一條白皙無暇的象牙；橫臥在海沫拍岸的灘邊。陽光海水沙灘歡喊好不痛快！好不愜意！ 

※水上活動：香蕉船、滑板、雙人獨木舟、浮潛(不限次數，不玩者視同放棄，不得轉讓或退費。） 

※快艇來回+神秘的猴島傳奇：台灣電視媒體 TVBS、東森、超視及北京電視台~旅遊傳奇拍攝地點。 

※海灘設施：飛標/沙灘排、足、網球類/羽毛球/麻將/跳繩/象棋/撲克/飛盤/疊疊樂/浮板/躺椅。 

※泰式料理教學：泰菜最著名的木瓜絲料理，想吃清淡素食都有。 

特別注意 1：為了您的安全，請配合導遊和領隊宣達的相關注意事項，且務必穿上救生衣，謝謝合作！ 

2：請務必使用本公司所指定之當地水上活動業者，切勿因價格低廉而自行挑選非本公司指

定之水上活動業者，以避免產生消費爭議導致您的權益受損。 

         3：參團旅客如於水上活動或自由活動期間，遇有任何問題，請第一時間聯絡領隊及導遊協助

處理。 

4：如離島行程遇風浪過大或天氣因素及其它不可抗拒因素而無法前往，原離島行程將以芭

達雅水上樂園及 PATTAYA PARK 52 樓旋轉餐廳享用自助午餐替代。 

5：旅客於離島或海邊或酒店泳池參與水上活動時，請注意自身建康及安全，患有高血壓、

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等恕不適合參加。 

【泰國風情園】水燈許願祈福和感受宋干節潑水氣氛不再是電視劇才會出現的劇情，透過遊行為遊客表

演潑水節和水燈節的民俗歌舞和音樂表演，把當地風情文化介紹給遊客並引導遊客參與泰國民俗節日中

最重要的兩大節日，”潑水節與水燈節”，讓大家體驗水燈許願祈福與真實感受宋干節潑水氣氛，時間雖

然短暫但泰國民俗文化的精華版足以讓您留下深刻印象。 

【羅馬劇院格麗森人妖歌舞表演 VIP（Colosseum Show）】 傳神的表演媲美國際秀場，美艷的人妖秀

色可餐，令您無法分辯出其真假呢！表演結束後與您可以自費與人妖合照。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島上燒烤自助餐 晚餐：五星海景酒店內燒烤自助餐 

(新鮮螃蟹+生魚片+現烤牛排+大頭蝦吃到飽) 

住宿：LK 集團系列飯店(LK Mantra Pura DELUXE 或 LK Crystal Ville 或 LK President 或 LK Celestite) 
 

 

第四天  東芭樂園→四方水上市場（含手搖船）→芭達雅→靈驗四面佛→ASIATIQUE 

亞洲最大河畔夜市 

【東芭樂園】東芭樂園文化村在芭達雅東南，景色秀麗依山面海，椰林蘭圃，百花吐艷、如詩似畫。園

內有一大型表演場，可以觀看泰國傳統民族風俗歌舞表演，包括：鬥雞、泰國民俗舞、鬥劍、泰拳等。

在表演場後面又有引人入勝；笑翻天的大象踢足球表演等!  

【四方水上市場】2009 年開幕，融合鄉村文化木雕風格的複合式水上市場，佔地 36800 平方公尺。各

種泰式水上建築在河道上，旅客搭乘手搖舢舨船，泰國水上市場的手搖船，素有「東方威尼斯貢多拉船」

的美稱，乘著簡易型的小船，在池面上遊走，體驗傳統水上人家的生活，看著小販們在船上販售著琳瑯

滿目的商品，悠悠晃晃的穿過一座又一座的小橋，踅遊穿梭在水上五金商貨水果雜貨商家。其間或有民

俗傳統舞蹈笙歌，木雕藝術敲打聲；把泰國傳統文化展現的是如此多嬌，好不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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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全東南亞最負盛名的【愛樂威四面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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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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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梵行－四無量心代表之意義為： 

慈無量心：與大梵天王佛的正面「密達」 (METTA) 相應，願眾生得樂。 

悲無量心：與大梵天王右面「噶如喇」(KARUNA) 相應，濟貧恤苦，願眾生離苦。 

喜無量心：與大梵天王後面「摩達」(MUTHITA)相應，見人行善，離苦得樂，生歡喜心，願一切眾生離

苦得樂。 

捨無量心：與大梵天王左面「無別迦」(UBEKKHA)相應，無愛憎，廣披澤恩。四面佛「大梵天王」具慈、

悲、喜、捨之四梵心，故無論祈求 「功名、事業」「愛情、婚姻」「富貴、利祿」「平安、福慧」 皆能圓

滿靈驗。 

【ASIATIQUE 摩登河濱不夜城】最夯的觀光夜市步行街 ASIATIQUE 以嶄新的面貌再次站上湄南河畔，

裡面有廣場中央市集、男女服飾、飾品配件、NARAYA 曼谷包、設計師家具、泰國傳統藝術品、包包鞋

子、濃濃的殖民地風格讓人誤以為是來到小歐洲。您可參觀選購泰國傳統特色的手工藝品、日用品…等

各式物美價廉的商品，還有各式泰國小吃，絕對讓您回味無窮！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A ONE 酒店自助餐 晚餐：莎味泰式風味餐 

住宿：★★★★★ 安娜塔拉沙通飯店 Anantara Bangkok Sathorn(一房一廳或升等雙臥套房)  

      ★★★★★ 杜喜涵碧樓酒店 Chatrium Residence Sathon  (一房一廳套房) 

第五天 東南亞最大的跳蚤市場~洽圖洽假日市集 Chatuchak Park→曼谷／桃園 

【洽圖洽假日市集 Chatuchak Park】來曼谷必定到訪 Chatuchak Park 札都甲週末市集，是年輕人必訪

景點，佔地 35 公頃堪稱東南亞最大市場！超過 1 萬 5 千個攤位，裡面五花八門，看得眼花撩亂，不但

年輕朋友們失心瘋，琳瑯滿目的商品種類也讓各年齡層的購買力發揮的淋漓盡致！這裡東西真的非常好

買，價格也非常便宜，堪稱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人氣超夯烤豬肉、椰子冰淇淋...等諸多美食也都在

這裡，廢話不多說，恰圖洽究竟有多好買？有多大？能有多便宜？就等您來體驗了！  

揮一揮手該是說 BYE BYE 囉，前往機場的路上，再次回頭看看這微笑之都──曼谷，為這美妙的泰國之

旅畫下個美妙句點，我們期待與您再一次邀約囉！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發泰銖 200，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XXX 

《行程有時會因航班.食宿安排.天候.交通…等因素而更動次序.敬請見諒》 

 

備註 

※ 為顧及團體旅程順暢及出發日期所使用之航班抵達及離開時間的不同，當地旅行社保有調整行程秩序 權利，

敬祈見諒 ! 

※ 此團體行程不收泰籍人士。學生及外籍人士報價另議。 

※ 16 歲(含) 以下小孩為顧及骨骼發育，無論佔床與否，皆不能做泰式按摩及 SPA 及無人妖秀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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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團費包含： 

1.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 

2.住宿及全程表列餐食。 

3.行程所列之旅遊交通費用。  

4.新台幣 200 萬責任險暨新台幣 20 萬意外醫療險。 

5.每人 10 公斤手提行李+20 公斤托運之行李及來回機上簡餐。 

團費不含： 

1.不含~兩地機場稅及附加燃油費、簽證費,合計 NT$4200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4.導遊、領隊、司機小費 (每天新台幣 200 元*5 天=1000 元/人) 

※機票一經開立則不接受「加購托運行李及餐食」服務，旅客如需加購請於櫃檯購買或於機上購買餐食。  

報名說明：   

1.成團人數：10 人以上出團，16 人以上派領隊。 

2.團體報名經確認後，請繳交訂 NT$8,000/人 

 ※虎航作業規定開票後即無法更改，亦無退票價值，請特別注意並見諒。 

3.12 歲以下佔床同大人價，不佔床可減 3000；外藉人士或持外國護照者皆需另+4000。 

 ※16 歲以下貴賓，因骨骼發育恕無法按摩，於當地將會由導遊或領隊安排享用冰淇淋乙份 

5.貼心提醒：外籍人士需注意二次入境之辦理相關規定，且持外國護照之旅客團費需另計。 

6.本商品所搭乘之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7.如逢上列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業務而客滿時，本公司將會以同等級飯店取代。 

8.如逢天候、交通狀況、航班異動、遊樂園休園…等因素，本公司保有行程調動順序之權利。 

9.本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行程及航班。 

10.如逢旺季或客滿，航空公司要求提早開立機票，繳交尾款時間將依航空公司規定辦理，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1.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已繳付之團體訂金依定型化旅遊契約書中之規定辦理。 

12. 行程進行中如放棄行程、飯店住宿，恕不退餘團費。  

13.東南亞因路邊攤衛生極差，導致團員常拉肚子，請注意！  

14.金錢：現金不可超過美金伍仟元等值外幣（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不限），新台幣不可超過肆萬元。 

15.電壓：東南亞的電壓為２２０伏特，如帶電器用品請備變電器。 

16.其它：東南亞地區集體遺失護照甚多，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最好分開存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