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7/2.16.30、8/13                                       團費：每人／NT21,800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及台胞辦證費用)※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好康報到：12/3～8/31 期間前往泰國旅遊，可享泰簽免費(現省 NT1200 元)，機會難得，快來報名《行程售價已扣除泰簽

費用，不再另行退費》。 

SIAM@SIAM PATTAYA HOTEL 海鮮自助餐吃到飽 

螃蟹、泰國蝦、海鮮、牛排、豬排、甜品等每日樣品不同，依當天餐廳提供為主。 

餐廳的設計概念營造出都會風潮時尚感，在這裡用餐體會構思創造風是很酷的地方，有時尚的酒吧、Live Band 的舞台，

還有各式各樣讓人覺得很 High 的裝潢。總類很多有大頭蝦+蟹+生蠔+貝類+串燒+海鮮+各式肉類燒烤+日式握壽司區+鮮美

沙拉甜點水果，真的給人蠻好的感受！ 

【行程安排】 

★皇家花園廣場 

★冰雕奇緣:這是 2016 年芭達雅全新雅開幕的冰上世界，這可以算是全亞洲最大的冰雕展，斥 2.5 億銖巨資建成，佔地面

積為 19 萊。一進入裡面就可看到的雪白世界，想不到在身處南國的芭達雅也能看到雪白美景呢!  



★泰式按摩兩小時。 

★四方春水上市場：結合農村文化藝術元素，融合鄉村文化木雕風格的複合式水上市場，佔地 3680 平方公尺。各種泰式

水上建築在迂迴的河道上，穿梭在水上五金商貨水果雜項商家。 

 

★騎象體驗：騎乘古代皇帝用以代步的大象，可是人生一項難得又絕妙的回憶。 

 

★羅馬劇場人妖秀：舉世聞名顛彎倒鳳，讓《男人動心，女人傷心》、《男人後悔，女人自卑》，秀場中燈光，音效，排

場俱佳，節目結束後，可自費與人妖合影留念，讓你讚不絕口，值回票價。 



 

★夢幻世界主題樂園：園內規劃有四個遊樂區，包括夢幻世界廣場、夢幻花園、奇幻世界、冒險樂園。 

★亞洲最大複合式河畔觀光市集 ASIATIQUE： 

把原本的碼頭和舊倉庫樣貌保留下來，重新設計包裝，搖身一變成為集合吃喝玩樂於一身的觀光夜市。 

【飯店安排】 

註 1：本行程所選用之住宿標準均為平價系列酒店，若您對住宿的需求不同，請考量選擇其它住宿條件較 

高的行程參加，以免造成您的不開心。 

註 2：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3：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購物安排】 

珠寶、 乳膠、毒蛇研究中心。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839  高雄  曼谷  14:55  17:25  

第五天 CI840  曼谷  高雄  18:35  22:55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 1 天 高雄曼谷芭達雅 

今天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帶著愉悅的心情飛往泰國首都《微笑之都～曼谷》，抵達後，隨即展開

精彩豐富的泰國行程。 

註：在芭達雅遊玩時導遊常會推薦一些自費活動，如您無參加，導遊或領隊或助手將會依照當天行程安排，就近安排讓您

休息或送您先回酒店。 

早餐：X／午餐：機上套餐／晚餐：彩華軒自助餐 
住宿：THE IVORY VILLA 或 MIKE ORCHID 或 GOLDEN SEA 或 MEMO SUITE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芭達雅海上天使騎兵號~皇家花園 7 合 1～冰上奇緣(加贈冰品一杯/人)～童
話世界故事村AA 或巴比倫泰式按摩 2 小時芭達雅 

【海上天使騎兵號】: 

●海中高速滑梯：小時候回憶溜滑梯都應該是在陸地上，想不到在海中間也可以溜滑梯，好刺激啊!!! 

●海中神秘吊床：您以為吊床只能綁在樹上嗎?大錯特錯!!我們讓您可以替驗躺在海中的吊床!在海中央

躺著，海風徐徐吹來，不知不覺還有可能會睡著呢!! 

●海風獨木舟：海上天使騎兵號上面也為各位準備的各種顏色的獨木舟，可以讓您乘著獨木舟，在大

海中尋找各式各樣的私房景點喔!! 

●秘境浮淺：清澈的海水，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好多小魚在跟您打招呼，您怎麼可以不帶著浮淺用具下

去跟他們一起同樂呢?搞不好還會遇到美人魚喔!!(因為衛生問題所以浮淺用具請自行準備) 

●天才小釣手：在這片美麗的大海裡頭孕育著很多魚，我們為各位準備獨家的釣魚方式，讓各位試試

手氣，也看能不能掉到新鮮的魚上來加菜喔!! 

●海中跳跳床：高空彈跳不稀奇!在大海中玩跳跳床才夠驚豔!!跳著高高的跳床，一躍而上，眼下是藍

沉沉的大海，刺激感瞬間加倍，這也是在其他地方玩不到的喔! 

●海中蹺蹺板：海中跳跳床已經玩過了，接著來個海中蹺蹺板，除了為了回味小時候才有的蹺蹺板遊

戲，這也是另一種體驗，在大海中玩蹺蹺板～～美人魚都羨慕您了～～～ 

【皇家花園廣場 7 合 1】:為芭達雅較早期的複合式商場，不僅有商店、餐廳還有遊樂設施，Royal Garden 

Plaza 還是在觀光界有一席的地位，銷售的品牌較為平價，光是外觀就很吸引人，因為竟然有飛機撞上

這棟百貨公司！大部分觀光客來此是為了 3 樓的遊樂設施，遊樂設施 7 合 1 等設施項目，分別為 

●蠟像館 

●真人鬼屋 

●鏡子迷宮：在鏡子迷宮裡，四面八方都是鏡子，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迷路了呢～ 

●4D 動感電影 

●信不信由你博物館： 

●小火車打鬼樂 

● 007 逃亡屋 

或是可自由逛街購物挑選您喜愛的 Levis 牛仔褲、Naraya 曼谷包及名牌內衣，各種特色的手工藝品，

還有裡除了販買泰國的特色小物，還包括 Lacoste、Puma 的經典鞋款或華歌爾、黛安芬等精品內衣，

五花八門、無所不包，喜愛掃街買逛的朋友，千萬別錯過。 

【冰上奇緣】:這是 2016 年芭達雅全新雅開幕的冰上世界，這可以算是全亞洲最大的冰雕展，斥 2.5



億銖巨資建成，佔地面積為 19 萊。一進入裡面就可看到的雪白世界，想不到在身處南國的芭達雅也

能看到雪白美景呢!所有的冰雕由泰國藝術家以泰國文學、生活方式、傳說、著名地標為模型雕刻而成。

國內外遊客可在 10 攝氏度的低溫下欣賞冰雕，並增加對泰國文化的了解。 

【大型冰宮】：首先工作人員會先引導客人穿上特製的防寒衣，然後先在 5 度左右的溫控制室裡待上

兩分鐘，先讓身體適應一下低溫，再進零下 12~15 度的冰宮裡。裡面迎接我們的是一條長長的滑梯，

中間還有各式造景，可以讓大家盡情的在裏頭拍照喔!最特別是我們為各位貴賓安排一杯飲料，飲料杯

可是用冰塊打造的喔!請大家在 1 分鐘內喝完，要不然飲料很快就結冰囉。 

※貼心提醒您：進冰宮後走路請小心地板滑。 

【童話世界故事村】：火紅城堡公主，三隻小豬，七個小矮人....等故事，在這邊主人將他都變成造景

形成一個童話故事村，可以讓你在裡面回味小時候聽童話故事的場景。 

AA 或巴比倫泰式按摩兩小時:有別於一般市場上的按摩，我們精心為您準備的是兩小時的舒活按摩!!

首先按摩師會先用泰式按摩的手法幫您鬆筋，讓您先感受到全身的放鬆，再用毛巾幫您全身熱敷!您可

以感受到全身都在放鬆!當然很多人這時候已經舒服到入睡了，醒來後真是非常神清氣爽呢!這才是按

摩的目的喔!!很多人按了一次後就欲罷不能想一按再按呢 

註：在芭達雅遊玩時導遊常會推薦一些自費活動，如您無參加，導遊或領隊或助手將會依照當天行程安排，就近安排讓您

休息或送您先回酒店。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船上海鮮燒烤 BBQ+飲料／晚餐：花雕傳奇(花雕雞+沙蜆鍋+澳門骨煲+泰式香
蕉蛋餅+啤酒飲料暢 
住宿：TPE IVORY VILLA 或 MIKE ORCHID 或 GOLDEN SEA 或 MEMO SUITE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芭達雅東芭樂園(民俗表演+趣味大象秀+蘭花園) 金三角(長頸族+騎大象+馬車+品嚐當季

水果) 四方水上市場(含舢舨船) 乳膠寢具展示中心COLOSSEUM 人妖秀芭達
雅 
【芭達雅～東芭樂園】:大象表演園內有一大型表演場，這裡的大象超級可愛聰明的～會遊行、用飛鏢

射破氣球、畫畫、騎腳踏車、投籃、搖呼拉圈、踢足球、打保齡球，還會逗趣的為觀眾按摩等，接著

觀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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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花園】:園內數以百計的各種蘭花，讓您有如置身於童話仙境中。 

【金三角(長頸族+騎大象+馬車) 】:【騎大象】讓大象代步，森林田野象步悠悠享受泰國獨特情調。

後將乘探險船直闖龍潭，提醒大家千萬要注意安全。【長頸族】少數民族部落：最特殊的一族為長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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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隨著年紀的成銅圈越加越高，直

到結婚為止。後再帶您體驗馬車遊，生動好玩。 

【金三角＋品嘗當地水果】 

★金三角風情文化村，在此有 A.金三角六大少數民俗村、B.九十三師異域博物館、C.毒品博物館……

等，讓您更了解金三角少數民族及雲南國軍 93 師的血淚史！ 

★在水果走廊上，您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熱帶水果，榴槤、山竹、紅毛丹....等等應有盡有(因季節不同水



果品項會有所變動)。 

【四方水上市場(含舢舨船) 】:有別於傳統歐式水上市場的長途拉車距離及其以外國人價位喊價為特

色，四方水上市場對觀光客而言不但更具吸引力，所售物品的價格也都是以泰國人當地的售價為基準，

非常便宜，對於喜愛泰國特色紀念品及小吃的遊客，這裡可是必遊之地，來到這裡，沿著規劃的路線

就可以盡覽泰國的四方特色，這裡更建造了水上餐廳與酒吧，太陽下山後的四方水上市場，更具另番

滋味，為結合農村文化藝術元素，融合鄉村木雕風格的複合式水上市場，各式風格建築與船家錯落於

運河上，這是最接近泰人水上傳統生活型態的回顧，旅客可一路吃喝買玩，沿岸商家不下數百間，旅

客可慢慢挑選自己喜愛的美食與紀念品。 

【泰國特產乳膠製品展示中心】:乳膠是泰國的特產之一，裡面設有乳膠枕頭/床墊，經久耐用，無毒，

放鬆頸肩部肌肉、血管，給予頸部和頭部最好的睡眠支撐，促進睡眠，提高睡眠質量，還可以防?抗

菌，滿足不同體重人群的需要，緩衝人體壓力，良好的支撐力能夠適應各種睡姿。 

【COLOSSEUM 羅馬競技場人妖秀】:仿羅馬神鬼戰士鬥獸場外觀，廳內歐式巴洛克裝潢；亮麗典雅。

在芭達雅人妖秀場場爆滿下，風光開幕。耗資無數讓結婚男人後悔、女士自卑的表演，常讓中外旅客

讚賞不以。可看性高，節目結束後可自費與人妖合影留念。 

晚餐我們安排到【SIAM@大旗魚海鮮燒烤自助餐】這是一間有挑高的空間，超現代的設計，還有牆

上使用各種素材拼貼成的一尾大魚，水母造型的燈飾、各式帆布魚尾，讓人恍惚以為置身夢幻般的深

海之中的特色五星餐廳，除了這麼有設計感的用餐環境，最重要的是這邊提供超新鮮海鮮燒烤，有大

顆新鮮生蠔，大隻螃蟹還有大頭蝦～不時還有瀨尿蝦會出現!當然也少不了各式排餐!!烤肋排跟德國豬

腳更是你來這邊必吃的喔!!視覺與味覺的豐富交織，彷彿是浦島太郎的龍宮夜宴。讓您今晚能帶著美

味入夢喔!! 註：在芭達雅遊玩時導遊常會推薦一些自費活動，如您無參加，導遊或領隊或助手將會依照當天行程安排，

就近安排讓您休息或送您先回酒店。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藍象亭南洋海陸火鍋+養生蝶豆花蜜茶／晚餐：SIAM@大旗魚海鮮燒烤自助

餐 

住宿：TPE IVORY VILLA 或 MIKE ORCHID 或 GOLDEN SEA 或 MEMO SUITE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芭達雅曼谷珠寶展示中心四面佛最新碼頭夜市 ASIATIQUE 河
濱夜市曼谷 

【珠寶展示中心】：泰國寶石是世界前五大寶石出產國之一，在此有各式各樣的紅寶石《代表愛情及

幸福，象徵著熱情、仁愛、威嚴》、藍寶石《代表貴族，象徵著慈愛、誠實、德望》以及黃寶石《代

表招財，象徵著健康、長壽》，可以在這裡選擇到適合自己及喜愛的寶石。另外展示中心裡還設有皮

件展場及燕窩專櫃，泰國是世界鱷魚皮及珍珠魚皮最大產地，也是各國知名皮件品牌的最大協力廠商，

在此讓旅客了解當今世界最暢銷的款式，再也不用多花心思到歐洲、香港、購買此兩種皮件，您可自

由選購回國饋贈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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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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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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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前往曼谷最大最新的步行街【ASIATIQUE 河濱不夜城】前身是泰國五世皇朝代相當重要的港口，

是開啟與歐洲各國貿易及促進泰國經濟的重要功臣。隨著時代的改變，港口功能消失逐漸沒落。如今

ASIATIQUE 以嶄新的面貌再次站上湄南河畔，預計會有 40 間的餐廳、1500 間商店、2 個大型劇場及一

間紀念博物館。內容包含廣場中央市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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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小木偶劇團、濃濃的殖民地風格讓人誤以為是來到小歐洲。您可自由

參觀選選購富有泰國傳統特色的手工藝品、服飾、皮包、日用品等等各式物美價廉的商品，還有各式

泰國小吃如您的胃腸夠強的話，可嘗試品嚐一番！應有盡有，絕對讓您流連忘返、回味無窮！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迎賓樓中式合菜／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JASMINE RESORT 或 TPE BAZAAR HOTEL 或 EVERGREEN PLACE BANGKOK 或 CENTURY PARK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曼谷夢幻世界毒蛇研究中心機場高雄 
【夢幻世界】:是東南亞最大的主題樂園，也被稱為「泰國迪士尼」、「東南亞迪士尼」，夢幻世界是一

個設有多種遊樂設施的主題樂園，包括：海盜船、雲霄飛車、碰碰船、魔鬼宮殿、大峽谷急流、童話

城堡等等，其中最大的亮點是亞洲的第一個懸掛過山車，讓每個到此的遊客躍躍欲試。夢幻世界裡還

能夠看到世界七大奇景的模型，萬裏長城、泰姬陵、吳哥窟、比薩斜塔、巴黎鐵塔、埃及金字塔與羅

馬競技場。除此之外，園區裡有定時的角色扮演大遊行、西部戰場表演、特務爆炸表演、動物表演等

劇場，雙層觀光公共汽車、小型鐵路及架空吊車連接整個公園，園內設有 4D 電影劇場，每半小時一

場。 

【毒蛇研究中心】：亞洲最大研究如何開發利用毒蛇血清等科研問題的機構，收集有各類數以千計的

活毒蛇，可供研究和觀賞，在全世界的毒蛇研究所中規模僅次於巴西，排在世界第二位。儘管這是研

究所，但卻以旅遊參觀景點著稱。在這裏，遊客能觀賞到毒蛇和飼養員交鋒，以及飼養員從蛇的毒牙

上提取毒液等精彩表演。  

專車前往蘇汪納蓬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離境手續後搭機返國，結束此次的泰國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園內自助餐／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

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敬告素食

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特殊餐請出發前二個工作天

告知承辦人員)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團體價格已經分攤 70 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遇上述情形恕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額。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

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將依當地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敬請見諒！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27048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4.5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