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曼谷 時尚悠遊無採購五日(早去晚回)
榮獲泰國觀光局.旅遊品保協會頒發『品質保障雙認證(16 人即可成行)

(16 人以上出發有效)
(含稅燃簽証)20 人以上送小費
大人/小孩佔床
報價
請電洽

不佔床

單人房

簽證費

稅燃

飯店介紹
【阿埃塔曼谷飯店】Aetas Bangkok
酒店坐落於中心地帶的 Sukhumvit Road 路，隱藏在寧靜之處，即使身在都市中心，也能遠離嘈雜的交通。近空鐵
Pholen Chit 站，生活機能、交通相當便利豐富。酒店內還設有一間餐廳、2 間酒吧、游泳池、Spa、健身房、商務
中心及會議室，您的一切需求都能被滿足！曼谷之旅，輕鬆愉快！

【RIVA SURYA BANGKOK】曼谷里瓦蘇里亞酒店
酒店位於昭拍耶河畔，碼頭在五分鐘步程內，去 Asiatique 河畔夜市很方便呢。陸路方面，去背包天堂的考山路也
只是走五分鐘左右。酒店復古懷舊殖民風格，走進大門，帶有濃厚英倫殖民風情味道的幾何圖案面門、樑花及地磚
的裝飾，搭配暖灰色系的溫度，在燈火下顯得高雅及精緻。

【AMPHAWA NA NON HOTEL & SPA】
安帕瓦娜南 Spa 飯店為商務和休閒旅遊遊客而設計，位於得天獨厚的安帕瓦地區，是本市最受歡迎的住宿選擇之一。 在
這裡，旅客們可輕鬆前往市區內各大旅遊、購物、餐飲地點。 安帕瓦步行街, 安帕瓦水上市場, 安帕瓦切蒂亞拉姆寺也
近在咫尺。 安帕瓦娜南 Spa 飯店提供優質貼心的服務和方便實用的設施，贏得了客人的普遍好評。飯店的特色服務，包
括所有房型皆附免費 WiFi、24 小時送餐服務、公共區域 WiFi、會議設施。 所有客房都有提供周到的設施，以確保無與
倫比的舒適感。

謝謝您的支持..請讓我伴您一起遠遊四方宏觀全球. …渡過每一個快樂的夢想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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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台北／曼谷→泰國凡爾賽宮(阿南達莎瑪宮)→曼谷第一高樓彩虹 76 樓國際自助餐

今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帶著愉悅的心情飛往泰國首都《微笑之都～曼谷》展開一系列精彩行程。
★阿南達沙瑪宮：為舊的國會大廈，是皇室舉行國家級儀式迎接國賓的地方。宮殿建築外牆是義
大利大理石，浮雕建築風格充滿了巴洛克與文藝復興元素。殿內除了雕樑畫棟，不是鑲寶石就是鑲鑽
石，而最普通的就是純金的雕刻。文化古物與歷代泰王的肖像壁畫（作者：義畫家伽利略），大廈前
綠蔭大道上座落著五世皇在法國巴黎雕刻的銅像。
註 1：進入阿南達沙瑪宮服裝限制：男士請穿著長褲，女士請穿著過膝長裙，不可穿著拖鞋及短褲，
請貴賓必須配合。
註 2：阿南達沙瑪宮如遇週一休館則改由大理石寺替代
餐食：（早餐）機上簡餐（午餐）迎賓樓中泰式合菜(350)
（晚餐）曼谷第一高樓自助餐 彩虹 76 樓國際自助餐
住宿：MODE SATHORN 或 THE AETAS BANGKOK 或同級

第二天

全世界最大的戶外博物館~古城 76 府 ANCIENT SIAM CITY~泰國 76 府經典名勝建築一
網打盡→HEALTH LAND 泰式指壓兩小時→返回酒店休息

【76 府古城縮影公園贈送環保遊園車】這裡是號稱是世界最大的戶外博物館，佔地約 80 公頃，與泰
國國土的形狀幾乎相同，有全泰國各地最著名的 116 個建築和紀念碑等縮小複製模型，細節處還安排
了精緻的雕刻作品，形成亦假亦真的獨特景致，值得讓遊客前往探訪一番。泰國 76 古城，佔地約兩
百英畝，將泰國全國 76 府七百年來的歷史文物和著名建築物縮小集中在一地，使觀光客們能夠在短
時間內，對泰國的歷史交化有一番了解。
【Health Land Spa http://www.healthlandspa.com/】
老字號醫療級進化 Spa 館，豪華氣派的大廳櫃台以及典雅的佈置，坐位旁的茶几上都擺有免費的礦泉
水讓您隨時可補充水分，乾淨寬敞的環境讓您無負擔的享受紓壓療程。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園內泰式合菜
（晚餐）光海鮮風味
住宿：MODE SATHORN 或 THE AETAS BANGKOK 或同級

第三天

曼谷→爆笑鐵支路市集~美功鐵道市場→泰國 10 大靈驗佛寺~樹中求子廟→越夜越熱
鬧的安帕瓦河畔水上夜市(星期五六日及泰國假日營業)→夜訪螢火蟲遊河之旅

【美功鐵道市場】火車來了，收東西嘍！【網路流傳的爆笑鐵支路】，鐵道市場位於泰國曼谷以西約
70 公里的『MAKELONG STATION』車站旁，是泰國唯一一個建立在鐵軌上的傳統市場，小販們在營運
的鐵路上賣菜，而就在一聲火車的笛聲響起，遠處一列火車緩緩駛來；大家就好像約好似的，不急不
徐地收拾著自己的貨攤，一邊收起遮陽簾，一邊收起菜攤，讓您觀看市集攤販是如何隨著火車的來去,
將攤位收放自如的獨特景觀，就在那一霎那間火車過後又將所有要販賣的物品搬回原處，嘶聲吶喊的
又開始做起生意，好像剛剛的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謝謝您的支持..請讓我伴您一起遠遊四方宏觀全球. …渡過每一個快樂的夢想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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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中佛寺】全寺被多棵大樹所環抱，一本寺非寺、樹非樹，據傳超級靈驗，從佛祖身上的金箔就看
的出來，聽說信徒身上痛哪裡就貼佛祖哪裡，您也可以試試看喔。
【安帕瓦河畔夜市】來到真正屬於泰國當地的著名安帕瓦 AMPHAWA 水上市場，坐落在曼谷西邊大約
70 公里處的夜功府（Samut Songkhram），全長約為一公里長的水上市場，像一個停留住時光的古老
東方威尼斯，然散發著濃濃的暹邏風情。河岸兩邊林立的古老木造建築、樸實的民宿、古早中國味的
商店、小吃店，河上一艘艘載著雜貨、賣著美味的泰式炒河粉、泰式粿條、烤蝦、炸魚餅、烤魚等食
物、蔬菜、水果的摩托長尾船，與遊客的船擦身而過，展現出泰國獨有的風格。
【螢火蟲遊河】搭乘長尾船在彎延的水道上前進，除了點點星光，就剩下隆隆的引擎聲，不久我將聽
到此起彼落的驚叫聲，哇~螢光、螢火蟲耶!好美、好棒，哇!這裡也有，哇!那裡也有，聲聲不絕於耳，
而且不只是我們這條船，別人的船，外國人的船也都在尖叫!真是感動不已，大自然的美就是這樣動
人。最後才發現，一張照片都沒照，太開心了，忘了。…（請勿使用閃光燈拍攝） 。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午餐）泰式風味餐
（晚餐）河畔夜市自理
住宿：AMPHAWA NA NON HOTEL & SPA 或 YAO IN CHAN 或同級

第四天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含船)→曼谷→愛樂威四面神→東南亞最大購物城（世貿中
心 Central World Plaza+曼谷包旗艦店）→AGODA 評選「十大夜生活之都～曼谷」
體驗曼谷熱情的活力~曼谷最美的夜市 ASIATIQUE 河畔夜市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無論從那各角度觀賞這趟水上之旅，長方形彩色木筏載滿五顏六色水果、
由戴著斗笠婦女搖槳緩前、錯落在綠色的運河上，這是東方威尼斯起源，也是歐美中外人士旅泰指標，
是最接近泰人水上傳統生活型態的回顧；沿岸不妨一路吃喝買玩、小吃、水果皆物美價廉到神仙也下
凡。難怪泰旅遊局是年年推薦的行程。
【愛侶灣四面佛】首先到一旁的櫃檯買香柱及花環一份，只要 2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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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背面的姻緣
佛像》這樣大概就完成。
【Central World】主要是由 3 個大商場組合而成。以泰國本土品牌居多的 Zen 百貨賣場、日系品牌
居多的伊勢丹百貨，還有一間間獨立旗艦店門市的 central world 商場。Zen 百貨是一個年輕充滿創
意的賣場，很多泰國新銳的設計師都選擇在此作為事業的起步，這裡有佔地非常大的家飾品樓層，賣
的是生活上的小玩意，當然也賣泰國源源不絕的創意，我們熟悉的泰國創意品牌 Mr.P 在此就有自己
的專櫃。
【ASIATIQUE 觀光夜市】曼谷新開幕湄南河濱大型觀光夜市 ASIATIQUE，前身是泰國五世皇朝代相當
重要的港口，它是開啟泰國和歐洲各國貿易、促進經濟繁榮的功臣之一，然而隨著時代轉變、物換星
移，這裡也成了人煙稀疏的廢墟，但現在這個港口有了新的生命力，建築採用傳統與現代，保留昔日
倉庫外觀與模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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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時尚服飾、配件、紡織布料、美食街、小吃攤…等等應有盡有、為 ASIATIQUE 綻放新的光彩。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午餐）泰式風味餐 （晚餐）建興咖哩螃蟹
住宿：RIVA SURYA BANGKOK 或 LE BUA 或同等級

謝謝您的支持..請讓我伴您一起遠遊四方宏觀全球. …渡過每一個快樂的夢想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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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天

曼谷～飯店內自由活動～機場／台北

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您可以難得放鬆地睡到自然醒，但您一定也不捨得放過早
上美好的時光，盡情地享受酒店內的各項休閒設備：游泳池、健身房…等。在假期的最後一天盡
情拍照，為這趟旅程，留下美好的回憶。或可以在飯店附近再走走逛逛，買點小東西。午後帶著愉快
的心情前往機場，準備搭乘客機返回台灣。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午餐）HARMONIQUE 泰式風味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旅客注意事項]
※ 泰國規定每位旅客只能帶一條香菸，出海關時不可一人同時攜帶多條香菸，必須分開以免海關刁難。
※ 本行程如出團人數達 15 人以上(需佔床)時，將「加派領隊」隨團服務並安排 37-40 人座遊覽巴士服務。
※ 團費報價不包含導遊司機及領隊小費。導遊司機服務費：
15 人以下採用「迷你團」方式出團，不派領隊，桃園機場有專人協辦登機手續，泰國由專業導遊接機全程服
務導覽，（導遊服務費每日 2000 元由整車人數分攤支付）。
15 人以上之團體派遣領隊隨行，(導遊小費：20 人以下，導遊服務費每日 2000 元由整車人數分攤支付。20
人以上，導遊服務費每人每日 100 元，領隊小費每人每日 100 元)。
※ 本行程內的活動及餐食在收訂之後立即預約完畢，不使用或無法使用時皆視為自動放棄無法退費，敬請見
諒。
有大床需求的旅客請特別注意：
依照國際觀光飯店給予團體客房的作業規範，旅遊團體均優先以兩小床(Twin)配置給團體，凡需求大床(Double)
均須視入住當天是否有空餘大床而定，因為大床房數量不多，飯店會優先將大床房提供給個別旅客(Fit)預訂使
用(個別旅客預定房價較高)，如入住當天還有剩餘大床房將不加價提供給團體使用，如團體旅客一定要需求大
床房時請通知客服人員，我們將以個別訂房的方式額外預訂，產生的價差將向旅客收取，敬請了解。
[泰國小費建議價目]
東南亞國家風俗民情和其他地區不同，向來慣例是收取額外小費當作薪資補貼。因此參加旅遊團旅客若參加以
下行程時須另自付小費 :
1.飯店行李服務生~每件 20 泰銖
2.房間床頭小費~每天 20 泰銖
3.SPA&按摩師傅~每位 100 泰銖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
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
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謝謝您的支持..請讓我伴您一起遠遊四方宏觀全球. …渡過每一個快樂的夢想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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