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此行程不包含機票(機票自理)  簽證 小費     飛行時間約 3h55m 直飛航班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泰國曼谷  
 

今日帶著一顆愉悅輕鬆的心，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班

機直飛泰國曼谷。抵達之後立即進飯店。今晚養足精神，以備翌日展開此次豐盛愉快的旅程。 

餐 食： (晚餐) 自理 

住 宿： Livote 或@MIND 或 CHADA BANGKOK 或 同級旅館 

  

 
 

北壁 Wat Tham SEU 最大座佛寺廟~入住 ANANTA RIVER HILL 享受
飯店設施 
 

驅車前往北碧府享用當地有名的火山燒蝦午餐後~前往【最大坐佛寺廟 วัดถํ้าเสอื（Wat Tham 
Sua）】是北碧府內最出名的寺廟，位於市中以南的桂河河畔，寺內有一尊高 18 米的金色大佛，離遠已經可以看到，非

常壯觀。【Resort(阿南塔湖濱渡假村) 】 是一家蓋在 Sinakharin 大水庫上的度假村，除了有很特別的水上漂浮 Villa

之外，他還提供一系列的水上活動，類似"百戰百勝"節目中的水上大型浮具，還有獨木舟，及 Wet Rafting 水上漂流賞落
日等節目，如果你不喜歡太動態的水上活動，也可以坐在自己 Villa 的後陽台，喝喝啤酒，欣賞壯麗的水庫風光，或者直

接跳下水游游泳，泡泡水。 

餐 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 火山烤蝦合菜 (晚餐) 飯店內用海鮮風味餐 300 

住 宿： ANANTA RIVER HILL(房間一張大床,無兩單人床房型) 



 

   

   

 

 
ERAWAN 愛侶灣國家公園七層瀑布之旅~WAT THAM PU WA 

 
【ERAWAN】好山好水如碧玉的北碧府，今日的主角是這位於北碧森林當中，暗藏了七層翠綠瀑

布與水潭的 Erawan National Park（愛侶灣國家公園），Erawan 真的是人間仙境與秘境無誤。 
Erawan 是印度教中的三頭象：Airavata，泰文發音為 Erawan，也就是眾神之王因陀羅（Indra）的坐騎。而 Erawan 的
第 7 層瀑布，在雨季的大水宣洩時，會出現三個飛瀑的奇景，相貌如同三頭白色的大象，因此而得名。這瀑布群總共有 7

個，由一條 1.5 公里的山林步道串聯一起。因當地的石灰岩地質，加上森林裡的日光反射，使得水潭的水色出現乳白、
淡藍、翠綠等顏色，每個瀑布的所呈現的水色都不相同，值得一遊。國家公園當中有 80%的面積都是森林，加上當地原
生的石灰岩地形，奇石怪岩，使得這藏身在森林中的清涼瀑布群，名聲響亮無比，可說是全泰國最富盛名的國家公園瀑
布。 
Erawan National Park 的七層瀑布是全泰最出名的瀑布之一，在這裡消磨個一整天都綽綽有餘，一切端看你安排在北碧
府的停留時間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自理野餐 (晚餐)泰式合菜 250 

住 宿： U Inchantree Kanchanaburi Hotel 或 FELIX RIVER KWAI 

      
 

 

遊桂河大橋~茉莉之城~泰服+三輪車+晚宴+傳統表演 
【茉莉之城】2016 年 10 月底正式營運，短短時間內即掀起泰國 IG、臉書社群古裝熱潮的茉莉之

城（泰文：เมืองมัลลิกา ร.ศ.124，英文：Malika R.E.124）。是一個融合暹羅歷史傳承教學、古早味美

食推廣、傳統表演藝術、泰服體驗與觀光娛樂的多元化園區，園內泰式樓閣由藝
術大學（Silpakorn University）建築系主任設計，並有藝術大學學生參與建城計畫，

耗資兩百億泰銖打造，說茉莉之城是真人體驗版的文化博物館也不為過。兌換貨
幣這是一個 Cosplay 極致的地方，園區僅流通古錢，故購票後要做兩件事，先換
錢，再換裝，將身上多餘物品放入置物櫃，帶著一串古錢與手機、相機入城。兌
換匯率 1 Satang（泰文：สตางค ）等於 5฿ 泰銖，離場剩餘古錢可再換回泰銖，
或帶回家做紀念。古錢僅寫泰文而非阿拉伯數字，乍看之下有使用障礙。立馬奉
上數字對照，只要有心一個一個比對，依舊可突破泰文藩籬，將飄渺虛無的泰文
數字符號學起來了呢（天啊！這園區也太有教育意義）。如果擺明放空旅行，結帳
時整串古錢送出去，讓園區人員挑出需要的金額也行，一個花錢大爺的概念 XD
泰文數字對照：๑（1）、๒（2）、๓（3）、๔（4）、๕（5）、๖（6）、๗（7）、๘（8）、๙（9）、๐（0）建議兌換金額：園

區餐點不貴，約曼谷 Terminal 21 美食街價位，兌換 200B 即可吃飽飽。若要加碼泰式按摩，再多兌換 250B。【多彩多
姿的泰服體驗】，你會發現女生的選擇最多，男生服裝總是角落那一排深色系，選擇少但費用一樣（這點很不能接受）。

來到多彩多姿的泰國，男生服裝當然也要鮮豔，集滿整個彩虹色系，就看你敢不敢穿。下午人潮眾多，各色絆尾幔地上
一字排開，很有菜市場的 FU。傳統服飾：絆尾幔借淒厲人妻劇照講故事。絆尾幔（泰文：โจงกระเบน，英文：Jong Kraben）
是泰國歷史上流行最久的傳統服飾，可說是紗籠（泰文：โสรง，英文：Sarong）的升級版，不分性別，男女百搭，後期
還傳入寮國與柬埔寨。絆尾幔是一塊完整的布，穿時第一步驟同紗籠，將腰部圍住簡單固定，第二步驟將布的兩邊尾端
集結，由前往後穿過雙腿，並往上塞到腰部後方，最後加上一條點綴性質的腰帶固定。絆尾幔有著如同紗籠般，下襬寬
鬆涼爽的優點，卻比紗籠來的正式，帶點西洋褲裝的味道。 

如何挑衣服? 

按照喜好的顏色，男生只需挑選上衣、絆尾幔與腰帶，女生則多了閃亮飾品與紙傘。如果出現選擇障礙，建議如下： 

1. 泰國人直接按生日幸運色挑選衣服，上衣或絆尾幔至少一樣為生日色系。 



生日顏色對照：星期日（紅）；星期一（黃）；星期二（粉紅）；星期三（綠）；星期四（橘）；星期五（藍）；星期

六（紫） 

2. 上衣與絆尾幔絕對要挑對比色，如果上半身淡色系，下半身就深色，腰帶一定是深色。 

3. 還是沒頭緒？那就指著牆上範例照片，對工作人員說聲 SAME SAME，就會有人幫你搞定。 

4. 絆尾幔裡穿條內褲即可，不用擔心曝光。 

5. 換裝後全身只剩上衣口袋能放東西，放古錢剛好，塞手機太沉，上衣會垮垮，且容易掉出來，需注意。 

經過虐心泰劇與鬼片洗禮，泰劇控內心總有變裝泰國人的渴望。只是現有的泰服體驗都是室內版，棚拍雖精緻，氣氛依

舊無法與歡樂外拍相比。換上傳統服飾就是要走秀，放眼泰國，僅有茉莉之城能滿足穿著傳統服飾走 T 台的心願，整個

城池都是伸展台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泰式合菜  (晚餐) 茉莉城內用餐宮廷宴 

住 宿： U Inchantree Kanchanaburi Hotel 或 FELIX RIVER KWAI 

   

 
 

北壁～爆笑鐵支路菜市場～樹中佛寺～泰拳公園～(要卡週五六日安帕
瓦泰式水上暗夜螢火蟲生態之旅)或 曼谷亞洲夜市 
【爆笑鐵支路菜市場】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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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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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集
合。二響：全體收竿立正，整齊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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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奈生活中衍生的趣味，博君莞爾。附近有座香火旺盛的寺廟也可前往拜拜，祈求保佑平安。 

【貼心提醒】◎火車已開，鐵支路火車時間：11:30／14:30 

【樹中佛寺】超級靈驗，從佛祖的身上的金箔就看的出來，最特別的就是被多顆大樹所環抱，感覺就像蓋在樹洞裡一



天，相當特別，不用到吳哥窟您也看得到。 

【泰拳公園】將寫於秘笈中的招數，栩栩如生的雕塑出來，有慧根的你也許能學會，並打通任督二脈，成為武林高手

也說不定。 

【安帕瓦泰式水上暗夜螢火虫生態之旅】當地集結了近兩百多個攤位及店家，包含道地的美食小吃、酒吧、傳統

手工甜點、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露天咖啡座等等兼具古代與現代的氛圍保證讓您有不一樣的泰國體驗，晚上的水上市
場，詩情畫意可媲美中國大陸江南的周庄；此時夕陽已西下，我們將安排搭乘長尾船，迎著暖暖微風浪漫愜意，準備夜
訪欣賞夜空閃耀動人的螢火蟲生態區。 
【注意事項】 
◎安帕瓦傳統夜市僅假日每週五、六、日才有市集 
◎螢火蟲生態之旅：１、蚊蟲多，防盯咬。２、不任意補捉，尊重生命。 
３、不閃光拍照，驚嚇到它們。４、勿亂丟垃圾破壞生態環境。 
或去「亞洲夜市 Asiatique 」是曼谷非常熱門的夜市之一，全年無休；一到晚上當然來訪的人潮也相當可觀，而且朋友們

會發現，來自世界各國的外國人也蠻多的呢！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安帕瓦當地泰式料理 (晚餐) 泰式合菜 

住 

宿： 
Livotel 或@MIND 或 CINNAMON 或 SIAM THARADO(5 月開始~9 月) 

     

 
      

四面佛~中央百貨~BIG C~機場或洽圖洽假日市集(需安排於六,日)~送機

返台 

【四面佛】，東南亞極富盛名的是印度婆羅門教的主神、泰國各地的主要信仰，祭拜時用鮮花、香燭



和木象，也有幾名少女在神前跳傳統的祭神舞，以回謝神願。無論是求財或婚姻都很靈驗，也是港台明星們的最愛。神

像全身金碧輝煌，四面佛四個面，象徵四種不同的意義： 正面求平安.福慧 ( 慈 ) 左面保生意.事業 ( 悲 ) 右面祈發

財.富貴 ( 喜 ) 後面盼愛情.婚姻 ( 捨 )※ 行程小常識：教您參拜四面佛，首先到一旁的櫃檯買香柱及花環一份，只要

20 銖(內有有 3x4=12 柱香，四個小花環一根小蠟燭)。點好香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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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背面的姻緣

佛像，這樣大概就完成了。※ 凡是祈求升天者，必須勤修這四種功德ㄛ!!!! 

【Big C】在泰國擁有上百家分店，遍佈各地；就很像台灣的連鎖大賣場一樣，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而且保證便

宜，買多還可以退稅咧。CentralWorld 對面的 Big C可是超級大的，在 2010 年被紅衫軍燒毀後，2011 年初又重新 reopen，

而且 Big C 超級好買，除了一堆必買泰國美食外，像是虎牌萬金油、五塔散、薄荷棒、酸痛藥膏、痱子粉、酸痛藥膏，

應有儘有，如果你來泰國，沒來 Big C 尋寶的話，那麼真的太可惜了啦。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逛街方便請自理  

依依不捨離開，返回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