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泰正點～熱血跨年 high翻天 

曼芭玩很大五日跨年限定版 
(全程不進購物站•中華航空 非一般 LCC 廉價航空) 

 

【那一年我們在 CENTRAL WORLD的跨年.....】 

2015年 12月 31日到 2016年 1月 1日，曼谷最大最知名的跨年倒數在 Central World

舉行，曼谷人一提到跨年，第一個念頭一定是 Central World，就像台北人一定想到

101一樣。每年 Central World的跨年活動都相當精采，封路之後的 Central World，

就像個大廣場一樣，從傍晚就開始陸陸續續湧入人潮，畢竟這在市中心，好逛好吃好

買的地方太多了，大家逛完後就慢慢聚集過來，而 Central World前的空地也早早搭

建好舞台，演唱會舞台上巨星雲集，當紅的藝人輪番上台表演。Central World週邊也

設了許多的攤販區，提供著泰國特色小吃。大家邊看著演唱會邊等著倒數計時，就在

新的一年來臨的那一刻，燦爛的煙火從 Central World後方升起，在大家頭頂開出漂

亮的煙花，齊聲同慶的場面真的很壯觀！ 
 

使用航空                                 (實際起飛班機以航空公司公布為準)   

出團日期 行程 交通工具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12 30 (五) 桃園曼谷 中華航空 CI- 04:00 07:30 

1 3 (二) 曼谷桃園 中華航空 CI- 03:00 07:00 



 



 
使用酒店 

曼谷 : SILOM NARAI HOTEL (市中心酒店)  http://www.naraihotel.co.th/ 
★★★★位於最熱鬧 SILOM市隆區，距離捷運站 10分鐘路程，全新裝潢酒店。 

 

http://www.naraihotel.co.th/


第 1 天 桃園/曼谷夢幻世界【門票+自由券+NARAYA曼谷包專賣店】泰式古法按摩 

        2小時夜遊湄南河曼谷人氣指數最高之熱點 ASIATIQUE 
期待已久的假期終於來臨，滿心歡喜踏上旅程，飛往微笑王國之稱的泰國首都【曼谷】 

前往有東方狄士尼之稱的【夢幻世界】，首先安排於園內享用午餐，餐後於園內您可在賞心悅目的氣

氛中盡情休息或遊玩多種先進的遊樂設施，有:碰碰車.宇宙電車.海盜船.魔鬼宮殿.翻筋斗電車.衝浪

船…等任您遊玩。 

 
【泰式古法按摩】安排體驗泰國古式按摩與中醫的推拿相

近，經常按摩穴位也會舒筋活絡，特別安排近兩小時的療程使你強身健體而且神清氣爽。 

註 1：16歲以下之小孩,無論佔床與否,皆不能按摩及 SPA!亦不退費! 

【夜遊湄南河】到泰國旅遊，如果想一窺曼谷夜晚的美麗風華，最令人讚嘆的體驗行程就是夜遊昭拍

耶河（湄南河）。到了傍晚時分搭上遊輪，隨著遊船緩緩航行於曼谷的生命之河，可以欣賞到夜色下，

岸邊各種古老傳統的寺廟和泰式建築：鄭王廟巍峨的尖塔、壯麗的大皇宮和金碧輝煌的玉佛寺，或是

光華璀璨、現代感十足的半島酒店大廈、東方文華酒店，岸邊妝點著黑夜裡的星星燈火，呈現出一種

介於傳統與現代、時空交錯卻顯得溫柔婉約的嫵媚姿態，因此來自歐美的旅客將曼谷形容為東方威尼

斯，夜遊昭拍耶河成為泰國自由行的必要行程。 

餐後特別安排前往曼谷人氣指數最夯之熱門景點—

【ASIATIQUE】，這裡擁有超過 1,500家商店，無論

是紀念品、時尚裝飾配件、紡織布料、配件、家飾…

等應有盡有。超過 300公尺長的河岸區，是觀賞夕

陽的絕佳好去處。園區在戶外活動廣場定期舉辦各

式主題活動，以吸引更多遊客的到訪  

 早餐：機上輕食 午餐：園內午餐 晚餐:精緻柚木船自助晚餐 

 住宿：SILOM NARAI HOTEL (市中心酒店) http://www.naraihotel.co.th/或同級 

第 2天 曼谷丹能莎朵水上市場 CHATUCHAK MARKET週末假日市集 ERAWAN愛侶灣 

       四面佛東南亞最大商場－2017跨年晚會 IN CENTRAL WORLD  
【丹嫩莎朵水上市場(手划船水上購物)】泰國是多河川國家，水運

業發達，就像東方的威尼斯水都一般，居民沿河而居，也因此逐漸

發展出水上市場的規模；現今泰國還保留幾個傳統水上市場，其中

以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規模最大，有著「東方威尼斯」的盛名，

也是著名的泰國旅遊景點。運河全長有 35公里，是由泰皇拉瑪四

世（也就是著名電影「安娜與國王」中的國王）所興建的，坐著小

船穿梭在繁雜船群中，搖搖晃晃的水上生活，愜意吃著當地小吃，

十足享受。離開時可以注意碼頭旁貼著一張泛黃的照片，原來是尼

可拉斯凱吉主演的電影「無聲火」就在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取景

喔，說不定你也跟尼可拉斯凱吉坐過同一艘船，滑過同一場景哩！ 

http://www.naraihotel.co.th/


【恰圖恰假日市集】堪稱是東南亞最大的週末市集，是喜愛 SHOPPING的您絕不能錯過的一站！販賣

的商品種類包羅萬象，從服飾、手工藝品、紀念品、古董藝術，到傢俱擺飾、陶瓷器皿、居家用品等

應有盡有， 佔地約有 14公頃，內有上百間店家，就算花上一天的時間也不一定能逛的完， 來到這

裡不妨試試您殺價的功力， 包準您走到腳痠、買到手軟，大包小包滿載而歸！ 

【ERAWAN愛侶灣四面佛】東南亞極富盛名的四面佛，是印度婆羅

門教的主神、泰國各地主要信仰，祭拜用鮮花、香燭和木象，無

論求財或婚姻都很靈驗，也是港臺明星們的最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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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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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ntral World Plaza中央世貿商場】東南亞最大最具時尚領導風格的地方，這是大曼谷商圈大戰

衍生的龐然大物，三大百貨購物中心（Zen、Central World Plaza、ISETAN）連成一大棟的百貨商場。 

【2017跨年晚會 IN Central World】2016年 12月 31日到 2017年 1月 1日，曼谷最大最知名的跨

年倒數在 Central World舉行，參加的遊客可以在 Central World廣場前體驗特別精彩的聲光秀以

及現場流行歌手們在舞台上的熱力音樂表演。同時可以享受啤酒花園、幸運摸彩活動，以及與出現在

超大投影機上世界各地其他國家的人們一起倒數跨年，許自己一個不同的跨年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泰式料理 晚餐: Berkeley hotel跨年自助晚宴 

 住宿：SILOM NARAI HOTEL (市中心酒店) http://www.naraihotel.co.th/  

第 3天 睡到自然醒 & 享受飯店設施芭他雅Swiss sheep farm瑞士綿羊園+水果餐    

       步行街泰國最著名的三大人妖秀場之一～阿克薩 Alcazar人妖秀 
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的早晨，享用早餐後在飯店悠閒自由活動， 

午後前往【芭達雅】位於暹羅灣東岸，每年來訪的遊客多達數百萬人。舒適的中天海灘有許多水上摩

托車與海灘酒吧，適合全家出遊，與擁擠、受污染、充斥著的芭達雅海灘形成愉快的對比。 鄰近島

群的一日遊行程是十分熱門的娛樂活動，而芭達雅的 21 洞高爾夫球場與眾多遊樂園也是消磨一天的

好去處。 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家族造訪這座城市，但大多數遊客其實是為芭達雅著名的夜生活而來。 

【Swiss sheep farm瑞士綿羊園】 2013年開幕的綿羊農場是泰國人新的放鬆去處，泰國本身有很多

農場，而這個農場是泰國最新同時也是最大的綿羊農場，農場以歐式鄉村風情為主題，走進農場可以

http://www.naraihotel.co.th/


看見青翠的草坪上佈置了許多充滿歐式鄉村氣息的裝置藝術。園區內提供牧草讓遊客可以貼近羊群，

也開放遊客用奶瓶餵食小牛，農場裡瑞士牧野風光的景致，貼近大自然的氛圍，讓您可以很放鬆的沉

浸在悠閒時光裡 

 

前往【walking street】，昔日是泰國王室海上俱樂部的所在地，泰國多元夜生活的街道，處處可見

新穎表演，街頭藝人.櫥窗女郎.不斷更新變換各式各樣 bar主題，空姐 bar.洋妞 bar等等，您可選

擇去 disco狂歡一番或者去看一些表演，感受芭達雅熱情。 

【泰國最著名的三大人妖秀場之一～阿克薩 Alcazar人妖秀】泰國芭堤雅阿克薩人妖秀和泰國芭堤雅

蒂芬妮表演一樣,以泰國著名人妖表演為主要演出的人妖真人秀。以阿羅多姿身段,極為迷人的舞技而

迷倒來至世界各國的遊客。表演后還可以和各大表演者一起合影留念,阿克薩活動的舞臺、布景，精

致輝煌、流光溢彩，場景隨演出內容變化而變換，一會兒讓我們置身於印度的宮殿，一會又將我們帶

到正開著歡樂 Party的美國郵輪上，節目以歌舞為主，其中穿插有一個與觀眾互動的小鬧劇。泰國阿

克薩人妖表演劇場毗鄰蒂芙尼人妖表演劇場，其表演場地更大。人妖身材高挑豐乳肥臀偏歐美風，不

同於蒂芙尼的纖細精致亞洲人種風格。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泰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 CRYSTAL PALACE  HOTEL  http://crystalpalacepattaya.com/  

第 4天 格蘭島快艇來回(拖曳傘、摩托車、香蕉船各一次)  Thai Thani泰國文化村 

       (簡式泰式料理+泰式藥草包 DIY+水果雕刻+油傘彩繪畫+DIY+泰式舞蹈嘉年華+    

       帝王宴) Health land-Spa & Massage泰式按摩曼谷機場 
【格蘭島】這座美麗的離島，尚是一個保存完整的處女地，附近的

海域更富有壯麗的景觀，是愛好潛水者的最愛。  

前往格蘭島享受美麗的暹邏灣中海天一色的景緻，貴賓可參加由本

公司特別贈送的刺激新奇的★【水上摩托車】★【空中飛人拖曳傘】

★【香蕉船】三項水上活動，讓您體驗上天下海的樂趣。 

＊參與水上活動請遵照導遊與領隊以及當地安全人員指示，並請配

合全程穿著救生衣。  



＊如因天後狀況不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基於安全考量無法過島，格蘭島水上活動行程將以其他

行程替代。 

＊因各人喜好不同，格蘭島水上活動項目每位貴賓各招待一次，貴賓們可自由參加，如不參加則視為

自動放棄，恕不另外退費亦不得轉讓他人使用。 

【Thai Thani泰國文化藝術村】Thai Thani泰國文化藝術村生動的展示是唯一完整的顯示出泰國文

化的建築結構，以及傳統藝術的收集整合。晚餐用餐的空間相當寬敞舒適，座位的高低排列別出心裁，

讓每位遊客都能夠輕鬆的欣賞到道地的泰式舞蹈家年華，讓外國遊客在這裡就能夠體驗到泰國古老的

魅力文明與傳統。不僅如此，桌邊還會擺設精緻的水果雕刻，這些水果裝在容器內，邊緣用鮮花裝飾，

看上去像極了一件藝術品，形象栩栩如生，甚至可以以假亂真。另外還有專人挑扁擔提供泰式的桌邊

服務，給遊客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享用晚膳的同時，不僅有味蕾的刺激，同時兼具視覺以及聽覺還

有觸覺的三重享受，完全讓您深刻的到古代帝王般用膳的幸福呢～！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泰式料理 晚餐: 文化村帝王宴 

 住宿：前往機場 

第 5天 曼谷桃園 
最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準備返回溫暖的家，希望這次泰國跨年之旅能讓您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X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註 1：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當地交通狀況為準。 

註 2：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四人同行~一人免費◆ 
  第四人的團費為 0 元,但仍須支付稅金燃油費雜支台幣 3,000+簽證費台幣 1,200 
例:第一人為團費 23,900+稅金 3,000+簽證費 1,200=28,100 
    第二人為團費 23,900+稅金 3,000+簽證費 1,200=28,100 
    第三人為團費 23,900+稅金 3,000+簽證費 1,200=28,100 
    第四人為團費 0 元+稅金 3,000+簽證費 1,200=4,200 
 
售價不含: 
A.稅金燃油..雜支:每位貴賓台幣 3000 元整 
B.泰國簽證費用:每位貴賓台幣 1200 元整 
C.全程領隊導遊及司機應付服務小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00x5 天數=1000(請於外站時交付給導遊領
隊)。 

 

Tel : (02) 2523-2177   Fax : (02) 2563-2844  交觀甲 6748 品保會員北 

1491 

                      E Mail : kaihsin@ontour.com.tw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54號 8 樓-2     

mailto:kaihsin@on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