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使用的酒店 

芭達雅 : ★★★★  LK Celestite Hotel  小希臘渡假村 www.lkpattaya.com/celestite   

2016年 9月開幕位於南芭堤雅的黃金地段，毗鄰市區內的各大主要景點。酒店內設免費房內無線網路、24小時

保全、便利店,客房清潔服務,茶包咖啡….等設施。酒店設施~健身中心、室外游泳池、按摩、日光浴、花園等。  

 

芭達雅 : ★★★★  LK Crystal Ville  水晶晶渡假村 www.lkpattaya.com/crystalville/  

2016年 1月開幕，位於南芭達雅，地理位置優越，LK水晶旅館是芭達雅短途遊的理想出發點。 在這裡，旅客們

可輕鬆前往市區內各大旅遊、購物、餐飲地點。 飯店位置優越讓遊人前往市區內的熱門景點變得方便快捷 

 

曼谷 : ★★★★★ 安娜塔拉沙通飯店 Anantara Bangkok Sathorn    http://bangkok-sathorn.anantara.com/  

步行到 Chong Nonsi BTS站只需約 10分鐘，酒店亦提供免費班車服務來往酒店至 BTS站。飯店提供多種多樣的

設施，走進 425間漂亮客房之一，好好享受冰箱、浴缸、房內保險箱、吹風機、寬頻上網等設施，將一天的煩惱

與壓力拋諸腦後。飯店配備的游泳池(兒童)、花園、兒童娛樂室、桑拿(三溫暖)、健身房/健身設施等娛樂設施

必定會讓您流連忘返。 

 

 

 

 

 
 

曼谷 :★★★★★ 杜喜涵碧樓酒店 Chatrium Residence Sathon www.chatrium.com/chatr ium_residence_sathon/    

酒店貼心安排免費服務車：5分鐘抵 MRT、捷運站及拉瑪三路上的大型購物中心，讓您可以容易的到超市及商店

購買所需 2009年 8月 1日正式誕生了。504間一房一廳豪華套房，提供住房旅客五星級旅館服務，房間內設備：

整套廚具、微波爐、冰箱、熱水壺、烤麵包機、21吋液晶電視、 DVD 立體音響、保險箱、磁性房卡、無限網路，

當您入住酒店，彷彿回到溫溫的"家 "的感覺。安排在 4樓的頂級的健身設備及 24小時服務及評鑑一流的完善奢

華桑拿、水力按摩池等設施 , 供您免費使用。 

  
 

 

 

 

 

 

 

 

 

http://www.lkpattaya.com/celestite
http://bangkok-sathorn.anantara.com/
http://www.chatrium.com/chatrium_residence_sathon/


   
 

★行程景點 

第一天 台北  曼谷 阿南達莎瑪空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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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場團體公司櫃台，為您

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有佛之國度之稱的泰國首都『曼谷』，可愛的接機小弟早已笑容可掬的

在等您呢！ 

阿南達莎瑪空宮:曼谷舊國會大廈，由拉瑪五世 1908年建造，是皇室舉行國家儀式和迎接國賓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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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還座落著五世皇在法國巴黎雕刻的銅像。 
餐食 : 晚餐 / 莎味泰式風味餐                   

住宿：The Heritage Hotels Srinakarin www.theheritagesrinakarin.com/ 或 The Cottage Suvarnabhumi Hotel  
 

 

第二天 曼谷芭達雅清邁小鎮 (騎大象+長頸族+釣鱷魚+搭馬車)泰國風情園(水燈祈福+潑水 

        節體驗) 泰式按摩 2小時 COLOSSEUM人妖秀 

清邁小鎮 :顧名思義就是讓各位貴賓不用到清邁也可以感受到清邁獨特的文化與風情。在這邊我們將為各

位貴賓安排雙人騎象，來泰國一定要騎大象。接著安排各位參觀清邁少數民族。您可見到長頸族的風俗習慣

與生活情形。此族群的族人已日益稀少，故更顯現出它們的特別，由於長頸族人古老傳統習性，小女孩七歲

開始就須在脖子上套銅圈，且隨著年紀的成長銅圈越加越高，直到結婚為止。緊接著是凶猛鱷魚潭，想試試

看釣鱷魚有多刺激嗎?您也可以自費買釣竿。今晚能否加菜就看你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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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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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小孩，因

經絡問題無法按摩亦不會退費,敬請見諒） 

 Colosseum歌舞人妖秀 : 貴賓坐位高達 1000以上，以羅馬競技場式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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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 早餐 /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 / 泰式風味餐+西瓜冰沙          

晚餐 / 5星海景酒店內燒烤 BBQ自助餐( 新鮮螃蟹+生魚片+生蠔+現烤牛排+大頭蝦+各國精緻美食吃到飽) 

住宿 ：★★★★  LK Celestite Hotel水晶晶渡假村 或 LK Crystal Ville水晶晶渡假村  

 
 
 
 
\] 
 
 

 

 

第三天 象神灣海天俱樂部：快艇來回/猴子離島→水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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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藥草蒸氣室+海鹽去角質+生男生女海公公+ 

        冷泉水療池+Dr.Fish魚吻足)  3D動漫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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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生設施(藥草蒸氣室)：可容 10人。以上男女分間，獨家贈送：海鹽去角質。 

※另類設施：小魚親親~魚吻足：Dr.Fish醫生魚另類 SPA去癢癢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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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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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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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於離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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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等恕不適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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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heheritagesrinakar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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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 早餐 /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 / 島上燒烤海鮮餐   晚餐 / 花雕雞風味餐飲料啤酒無限暢飲 

住宿 ：★★★★  LK Celestite Hotel水晶晶渡假村 或 LK Crystal Ville水晶晶渡假村  

  

第 4 天 芭達雅特產巡禮(珠寶+皮件工廠)  四面佛  亞洲夜市  

開車前跟芭達雅說再見時，想想東西都帶齊了嗎？護照皮夾手錶戒指首飾假牙…等。返回曼谷，到了暹羅國際寶

石公司。泰國的寶石礦產約佔世界的 40%，也是世界紅藍寶石的主產地與加工區。泰國政府為了保護消費者成立

了 JFC與 GIA世界珠寶玉石鑑定協會、有此標誌的寶石公司將受觀光警察及政府相關部門監督。在陳列琳瑯滿目、

名家設計精細的寶石店裡，擁有著絕對的誘惑力。另一個特產－珍珠魚，為泰國當地獨有的一種深海魚類，他的

皮質可以刷洗、堅實耐用，自用送人兩相宜！  

餐後到曾經被損毀的四面佛，經過一番整修開光誦經後，重新展示在眾生；絡繹不覺得香火更勝以往；團員們還

願的許願的祈福的，都可以在這一償宿願。 

Asiatique The RiverFront亞洲夜市 : 在曼谷有百年歷史的 chareonkrung區碼頭，佔地 2000平方公尺。開

展了一個新的~國際觀光夜市。1500多商家，用最現代的動線規劃出一個城市、廣場、文化生活圈；結合各種美

食佳餚，啤酒音樂季和各項觀光活動的綜合區。 

餐食 : 早餐 /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 / 彩華軒自助餐         晚餐 /逛街方便 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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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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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天 曼谷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爆笑鐵路市場曼谷 桃園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 :兩岸擠滿了賣觀光藝品的商家，河面上亦擠滿了賣觀光客的各式藝品船或是各式農作

水果船等，各式工藝品、木雕、水果、鮮花船來來往往好不熱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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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泰人水上傳統生活型態的回顧。 

爆笑鐵路市場 : 菜市場活躍在鐵路兩旁。鐵皮屋遮陽棚櫛比鱗次疊床架黑壓壓擠滿兩旁，每家都將自己的攤位

擺在鐵軌旁，攤販么五喝六交易密集。當火車通過時必有響鐘聲，就會看到店家們一一將自己攤位往挪，火車僅

擦著棚架駛過。隨著 火車離去，攤位又陸陸續續的歸位，但是當地人對於這景像早已練就 好一番好功夫處變不

驚從容不迫是當地人心情最佳寫照；這可是在全世界唯一可以看到的特殊景觀。(請注意火車常誤點)  

隨後專車接往機場，帶著愉快的心情，搭機返回台北， 結束這難忘甜蜜的七天泰國之旅。 

餐食 : 早餐 /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 / 火山燒蝦泰式風味餐         晚餐 /飛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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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活動為個人自主行程，請注意個人切身安全。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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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