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出發日期 : 7/21  

 一口價 NT 24,499.- 含稅 含小費 
 

第一天 台北  曼谷國際機場  BR 205  20:30–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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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專車前往酒店休息。 
餐食 : 晚餐 / 機上簡餐  
住宿：130 Hotel & Residence  或 Tivoli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龍虎園清邁小鎮四合一(雙人騎象+長頸族+釣鱷魚+椰子一粒) 芭達雅泰式古法按摩 

 龍虎園 : 觀賞多項極具趣味的動物秀，此園是一座以養殖老虎為主的養殖園，您可看到老虎和豬共

處生活的奇景，園內有目前泰國唯一女馴鱷師和凶惡的鱷魚精采演出，亦可觀賞可愛的豬賽跑，還

有人蠍共處觀看區、動物餵食區、特技表演等，還可和可愛的動物照相。 

 清邁小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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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泰國一定要來體驗騎大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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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能否加菜就看你囉！當然還要來一顆開心假期為各位準備的

清涼椰子消暑囉~ 

 泰式古法按摩:對於全身肌肉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現代人來說，力道重又切中穴位的泰式按摩，能讓

您全身放鬆，抒解壓力。(未滿 16歲孩童因骨骼發育尚未健全，恕不提供服務）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 園內自助餐       晚餐 /永珍泰式料理或酒店內用餐                  

住宿 ：LK CRYSTAL PLACE或 LK MANTARA PURA 或 GOLDEN SEE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芭達雅翡翠灣海濱俱樂部(水上摩托車+香蕉船+水上衝浪板或獨木舟) 3D 動漫博物館 

 皇家花園購物廣場精彩四合一(信不信由你博物館+4D動感電影院+鏡子迷宮+驚聲尖叫鬼屋)  

翡翠灣私人海灘俱樂部 ：中天海灣長約 1.5 公里的海岸上，被泰國政府列為全 Pattaya 最安靜也是

最優美的生態環境保護區，是老外集中最多的度假勝地。此處經常是泰國舉辦國際性沙灘排球比賽

的首選場地，沿岸區域設有游泳保護區及 1.2 公里的自行車專用車道，由泰國海岸巡邏人員看管，

可提供遊客欣賞 Pattaya 的海岸風光。精心安排水上摩托車、驚險刺激香蕉船、水上衝浪板或獨木

舟 (水上活動請務必穿上救生衣)每人限玩乙次，且不得轉讓。對於年長老者不能玩 或是 不想玩(三

項一次性海上活動)的貴賓們，我們更貼心的為您安排「沙灘舒活腳底按摩」約 30 分鐘來替代，讓

所有遊客都能在廣闊的沙灘上好好享受大自然最佳的洗禮，盡興地體驗一下泰國式的海灣休閒時

光。  

 3D幻覺立體美術館 :這個聲稱為全世界最大的 Trick Art Museum。 此乃藝術美術館，可能你會覺

得很悶沒有什麼意思，不過你看過之後就會刮目相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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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證讓你拍照拍的不亦樂乎! 

 皇家花園廣場 4 合 1 : 這是芭達雅的購物中心！超級好逛的啦！【信不信由你博物館】裡面各種千

奇百怪人事物，等你來一一探索奇觀；【4D 電影院】，動感的冒險之旅，讓您彷彿身歷其境；【鏡子



迷宮+鬼屋】，體驗驚悚刺激，令您永生難忘的鬼屋探險及迷宮世界。 

餐食 : 早餐 /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 /島上海鮮餐         晚餐 /大頭蝦燒烤自助餐吃到飽 
住宿 : LK CRYSTAL PLACE或 LK MANTARA PURA 或 GOLDEN SEE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錫攀水上市場泰國風情園(潑水節體驗+放水燈+民俗舞蹈表演教學)美軍不夜城步行街 

 錫攀水上市場:您可以悠遊於環內走道，參觀水上人家的生活型態易的情形，體驗當地的民俗風情，

及各式各樣的小攤販，價廉物美，如果你幸運的話，還可以開心地尋到寶，另有水上市場交易的特

別現象..還有日本人最愛的手工布製品，種類很多，漂亮精緻的大小布包包、眼鏡套、座墊等應有

盡有，讓您有全部都想搬回家的衝動，總之保證讓您滿載而歸，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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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達雅最新景點

”泰國風情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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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不夜城徒步區 :巡覽晚上逛逛芭達雅最著名的徒步區商街，震耳欲聾的音樂聲叫賣聲，形形色

色各種 A GOGO BAR，小吃餐廳等等體驗一下南洋風情及夜晚的五光十色（請注意隨身重要物品）。 

餐食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暹羅泰式風味餐+飲料+西瓜冰沙     晚餐/金寶烤鴨餐  
住宿 : LK CRYSTAL PLACE或 LK MANTARA PURA 或 GOLDEN SEE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芭達雅  CENTRAL FESTINAL 曼谷愛樂威四面佛 +中央世貿百貨+BIC超市 

 Central Festival旗艦百貨公司 : 於 2009盛大開幕，堪稱芭達雅唯一的時尚百貨商場，佔地達 72000

多坪的空間，囊括世界級娛樂中心、整整 5層超好逛的 Central精品百貨，不僅有超過 370 間國際

品牌店、多間洋溢濃厚南洋風情的主題餐廳、酒吧。其中還設置擁有 16條球道的豪華保齡球場，以

及數十家電影院，包 

 愛樂威四面佛:最負盛名的《愛樂威四面佛》，無論是求財或婚姻都很靈驗，也是港台明星們的最愛。 
 BIG C最夯超市：貼心安排 BIG C超市，物美價廉，商品眾多，時尚玩家主持人莎莎特別介紹超市。 

餐食 :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晚餐/莎薇泰式料理 

住宿 : 130 Hotel & Residence  或 Tivoli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夢幻世界全日暢遊＋冰天雪地人造雪屋亞洲夜市 ASIATIQUE 

 夢幻世界+雪屋 : 東方迪士尼之稱，園內您可在賞心悅目的氣氛中盡情休息，或玩著多種先進的遊

樂設施。如有、碰碰船、宇宙電車、海盜船、魔鬼宮殿、翻筋 斗電車、沖浪船等任您遊玩；隨後前往

雪屋享受熱帶地區下雪的滋味。並有熱銷商品～曼谷包的專賣店，其便宜低廉的價位讓您買到手軟。大

呼過癮！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shopping/marketplace/centralfestival.html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fun/island/pattaya.html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shopping/marketplace/centralfestival.html


 亞洲夜市 ASTATIQUE：探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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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品嚐一番！) 

   
餐食 :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園內自助餐        晚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住宿：機上 
 

第七天  曼谷國際機場 台北機場  BR 206 02:15-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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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天泰國之旅。 
餐食 : 早餐/ 機上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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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上紅白酒、啤酒、飲料無限暢飲！ 
 

              長榮航空:含 30 公斤托運行李，讓你爽爽買，爽爽帶回家。 

 

About 開心： 

超過 10 年以上的經營經驗，在台灣與泰國都有旅行社，服務及時零距離。 

在泰國當地擁有專業親切的導遊團隊、舒適的車隊；長期配合的優質飯店與餐廳。 

知名節目協助拍攝：綜藝玩很大、愛玩客、YOYOTV 親子遊、SpeXial 寫真書…拍攝。 

航空公司的優質合作夥伴，能在最快速時間拿到同學想要出發日期機位。 

歷年承辦大專院校畢旅人數超過 30,000 人次。 

多元豐富的旅遊線路，泰國、長灘、日本、韓國、峇里島、關島、帛琉…等等。 

連續多年行程通過泰國觀光局品質保證薦證獎章。 

泰國觀光局指定邀請，泰國旅遊推廣優良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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