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0776 哇虎玩瘋泰國 5 日 1809 月起.2018/08/03 

 ～虎航假期～ 
【哇虎】玩瘋泰國 歡樂五日(含稅) 

黃金海岸人魚灣、四方水上市場 
羅馬人妖秀.泰式按摩.洽圖洽市集購物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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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參考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之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抵達時間 到達地 起飛時間 起飛地 航班編號 航  段 航空公司 

18:20 曼谷 15:35 臺北(桃園) IT505 臺北→曼谷 台灣虎航 

0010+1 臺北(桃園) 19:20 曼谷 IT506 曼谷→臺北 台灣虎航 

 

台北/曼谷→ 曼谷最新超人氣大型歐式鄉村建築戶外餐廳～Chocolate Ville 巧

克力鎮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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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際機場團體

公司櫃台，為您辦理登機手續後，交由我們為您指派的帥哥美女領隊帶領各位貴賓前往候機室，搭乘

豪華噴射客機飛往有佛之國度之稱的泰國首都【曼谷】──這個同時兼具古老氣息和現代風情的東方大

城，是個處處充滿著讚歎與美麗的地方。 

【巧克力鎮風情餐廳】位於曼谷 CDC 裡面知名的餐廳 WINE I LOVE YOU 團隊經營的，這個巧克力小

鎮風情餐廳是仿造典型歐洲的建築物，園內搭配著令人舒服的背景音樂，感覺好像在遊樂園玩耍的歡樂

氣氛。位於曼谷市，車程約 40~60 分鐘左右。 

這裡從停車場一下車，一直走到餐廳的路上就吸引客人猛拍照，園內有個很大造型風車，和有著鮮豔色

彩的消防局跟很多歐式造型的小木屋，大家都忍不住不停的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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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ING IN THE PARK 是巧克力鎮風情餐廳的口號，當然就是要營造坐在戶外用餐的客人可以享受大自

然，再加上周遭歐式建築的感染力，真是給客人以為自己在歐洲度假享用美食的感覺，怕熱的客人也可

以選擇坐在室內用餐。黃昏後，餐廳把所有的燈都打開，巧克力鎮風情餐廳又有多一種不同於白天的風

情。 

晚：機上簡餐 午：X 早：X 

宿：KUUN HOTEL 或 LIVOTELATPHRAO 或 130ONE THIRTY HOTEL 或 同級 

 

曼谷－芭達雅→沙法里鄉村俱樂部(趣味騎象+猴子學校)→四方水上市場（含

手搖船）→華麗的視覺饗宴～羅馬人妖秀 Colosseum Show 

第二天 

【沙法里叢林之旅”叢林騎大象+猴子學校】本行程特別安排綠野仙蹤-趣味叢林騎大象，體驗泰國人古時

候利用大象從事工作及交通工具的情形，接下來前往猴子學校。觀賞可愛逗趣的猴子明星，輕鬆有趣的

精彩表演讓你驚呼連連！ 

【四方水上市場】2009 年開幕，融合鄉村文化木雕風格的複合式水上市場，佔地 36800 平方公尺。各

種泰式水上建築在河道上，旅客搭乘手搖舢舨船；踅遊穿梭在水上五金商貨水果雜貨商家。其間或有民

俗傳統舞蹈笙歌，木雕藝術敲打聲；把泰國傳統文化展現的是如此多嬌。 

泰國水上市場的手搖船，素有「東方威尼斯貢多拉船」的美稱，乘著簡易型的小船，在池面上遊走，體

驗傳統水上人家的生活，看著小販們在船上販售著琳瑯滿目的商品，悠悠晃晃的穿過一座又一座的小橋，

好不愜意！ 

【羅馬人妖秀 Colosseum Show】欣賞芭達雅最新人妖秀表演劇場，仿羅馬競技場建造而成，精彩表演

節目可媲美國際性歌舞秀，表演完後您可自由與人妖們拍照留念，並近距離欣賞人妖們精緻無比的美豔

但記得要付小費！。 

晚：金寶烤鴨餐 午：寶馬自助餐    早：飯店內自助餐 

宿：LK 集團系列飯店 (LK Mantra Pura Resort 或 LK Crystal Place 或 LK Grand Living 或 LK Maritime 或 LK 

Premier 或 LK Majestic)或 Golden See Hotel 或同級 

 

芭達雅→黃金海岸人魚灣私人海灘俱樂部 (不玩三項海上活動可換沙灘腳底按

摩 30 分) →53 樓摩天旋轉景觀餐廳自助餐＋56 層高空滑樓→泰國古式按摩兩

小時 

第三天 

【黃金海岸人魚灣私人海灘俱樂部】：位於東芭樂園對面的海岸上，是老外集中最多的度假勝地！ 

超 HIGE 3 項水上活動：水上摩托車、雙排香蕉船、海上拖曳滑板。 ★每人限玩乙次且不得轉讓。 

還有~獨木舟、橡皮艇、衝浪板 STAND UP PADDLE、漂浮床、滑浪板、泳圈（甜甜圈）、海上溜滑梯、 

⑪海上陀螺、⑫海上彈簧床、⑬海上蝙蝠蹺蹺板。 ★不限次數，自由取用讓您盡情擁抱夏日。 

休息區提供免費換衣及廁所，沖水洗澡每人２０泰銖》 

註：海上拖曳滑板此項目身高未滿１５０公分的旅客俱樂部告知不能玩因怕手臂力氣不夠，可改水上摩

托車或香蕉船多玩一次（2 選 1） 

註：對於年長老者不能玩或是不想玩上述三項一次性海上活動的貴賓們，貼心的為您安排「沙灘舒活腳

底按摩３０分鐘」來替代（按摩小費４０銖，需自理）。 

註：所有項目不參加者，不可轉讓他人，亦不可退費。 

FUN 玩陸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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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木質躺椅：我們為您提供專用躺椅，可以躺在岸邊眺望眼前的大海讓您的身心好好的休息（座位須

由工作人員安排） 

沙灘排球：大家一起組隊在沙灘上揮灑汗水享受年輕活力的激放 

沙灘足球：您可以試試看在沙灘上踢足球，保證讓你香汗淋漓 

沙灘飛盤：找幾個夥伴一起來玩沙灘飛盤，是不錯的沙灘運動 

WI-FY：讓您在沙灘上也可上傳給親朋好友一同歡樂 

休閒麻將：悠閒的時光可以找幾位朋友陪您試試手氣 

休閒象棋：換換口味找個朋友陪您下盤棋來個腦力激盪 

休閒撲克牌：悠閒時光來場牌技遊戲 

休閒跳棋：找個朋友陪您來場跳棋遊戲 

兒童專用戲沙玩具：讓您的小朋友也可在沙灘上開心推沙堡 

★上述陸上活動請自行使用設施。 

特別貼心準備讓您透沁涼：當季新鮮水果（兩人乙份）、清涼椰子（每人乙顆）、冰毛巾（每人乙條） 

附註： 

▲本日請旅客自備泳裝、蛙鏡與膠鞋以防珊瑚刮傷。 

▲為了您的安全，請配合導遊和領隊宣達的相關注意事項，且務必穿上救生衣，謝謝合作！ 

▲旅客於離島或酒店泳池或海邊參與水上活動時，請注意自身建康及安全，參加水上活動時敬請穿救生

衣，患有高血壓、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60 歲以上年長者等恕不適合參加。因當

地船家顧及安全上考量，而評估有旅客不適合參加的項目，請見諒！！ 

▲島上冰水請盡量勿飲用，保護您的腸胃。 

▲如遇當日風浪過大、天氣惡劣、船隻無法出海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黃金海岸人魚灣有權禁止遊客

下海遊玩，不便之處，尚請鑑諒。 

▲人魚灣有提供救生衣，所有遊客都須穿救生衣才可下水玩。 

中午前往芭達雅最高 PATTAYA PARK 酒店附設 【53 樓旋轉景觀餐廳享用自助餐】 ， 您可一邊欣賞

著暹邏灣的美景；一邊享用海鮮美食大餐。午餐後，隨即更上一層樓，安排刺激的【56 層高空滑樓】，

挑戰您對高的恐懼，喜好刺激活動的您可千萬別錯過囉！ 

【體驗泰國古式按摩(約 2 小時)】：與中醫的推拿相近，經常按摩穴位也會舒筋活絡，特別安排兩小時

的療程(大通舖)使你強身健體而且神清氣爽。 

註 1：16 歲以下貴賓，恕無法按摩，但於當地將會由導遊或領隊安排享用冰淇淋乙份。 

註 2：在芭達雅遊玩時導遊常會推薦一些其它好玩的自費活動，如您無意願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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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飯店合菜或永珍 午：53 樓摩天旋轉自助餐   早：飯店內自助餐 

宿：LK 集團系列飯店(LK Mantra Pura Resort 或 LK Crystal Place 或 LK Grand Living 或 LK Maritime 或 LK 

Premier 或 LK Majestic)或 Golden See Hotel 或同級 

 

芭達雅-曼谷 →特產巡禮『精品珠寶展現自信+時尚乳膠皮件更添魅力』→毒

蛇 研 究 中 心 → 愛 樂 威 SOGO 四 面 佛 → 泰 國 觀 光 局 推 薦 亞 洲 最 大 夜

市:Asiatique 摩登河濱不夜城 (觀賞湄南河夜景+熱門逛街購物) 

 

第四天 

上午揮別芭達雅，返回曼谷途中司機會在高速公路旁土產店停一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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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珠寶展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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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選擇適

合自己喜愛的寶石，另外展示中心裡還設有乳膠枕及床墊和泰國設計工藝品等，及燕窩專櫃，您可品嘗

一杯冰糖燕窩外，也可購買回國饋贈親友。 

續參觀【乳膠皮件展示中心】珍珠魚的背部從頭至尾長滿如細石般的珠砂，堅硬如石。珠砂經磨光後呈

白色，有如一串珍珠般煽然閃爍。珍珠魚皮革製品，除其特有的堅固、耐磨、耐水、耐火、可防銳物破

壞的特性外，更使每一件製品都有如鑲滿珍珠，光澤耀眼，身價不凡，是當今世界最具特色的皮件飾品。 

專車前往【毒蛇研究中心】， 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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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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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佛】：首先到一旁的櫃檯買香柱及花環一份，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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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蠟燭則是插在特別想祈求的那面的香壇上《例如：背面的姻緣佛像》這樣大概就完成了。 

晚上安排前往曼谷最新最大的【Asiatique 摩登河濱不夜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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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盡有，將讓您流連忘返、回味無窮。 

晚：逛街自理 午：泰式涮涮鍋 早：飯店內自助餐 

宿：KUUN HOTEL 或 LIVOTELATPHRAO 或 130ONE THIRTY HOTEL 或 同級 

 

曼谷→洽圖洽假日市集 Chatuchak Park（若遇非假日不開幕，則改為夢幻世

界全日暢遊）→機場/台北 

第五天 

【洽圖洽假日市集 Chatuchak Park】來曼谷必定到訪 Chatuchak Park 札都甲週末市集，是年輕人必訪

景點，佔地 35 公頃堪稱東南亞最大市場！超過 1 萬 5 千個攤位，裡面五花八門，看得眼花撩亂，不但

年輕朋友們失心瘋，琳瑯滿目的商品種類也讓各年齡層的購買力發揮的淋漓盡致！這裡東西真的非常好

買，價格也非常便宜，堪稱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人氣超夯烤豬肉、椰子冰淇淋...等諸多美食也都在

這裡，廢話不多說，恰圖洽究竟有多好買？有多大？能有多便宜？就等您來體驗了！ 

註:洽圖洽假日市集僅周六.日 才開. 若當日不開則行程改走: T21 百貨商場 

晚：機上簡餐 午：發放泰銖 200 早：飯店內自助餐 

宿：溫暖的家 

《行程有時會因航班、食宿安排、天候、交通…等因素而更動次序，敬請見諒！》 

 

備註 

團費包含： 

1.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此為廉價航空團體機票,一經開出即無法辦理退票手續,請注意) 

2.兩人一室住宿及全程表列餐食及旅遊交通費用（如遇單人報名須補單人房差。或以三人一間加床作業。） 

3.新台幣 200 萬責任險暨新台幣 20 萬意外醫療險。 

4.每人 10 公斤手提行李+20 公斤托運之行李及來回機上簡餐。 

5.含: 兩地機場稅及附加燃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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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不含： 

1.不含: 簽證費 ,合計 NT$1200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4.導遊、領隊、司機小費 (每天新台幣 200 元*5 天=1000 元/人) 

※機票一經開立則不接受「加購托運行李及餐食」服務，旅客如需加購請於櫃檯購買。  

 

報名說明：  

1.成團人數：10 人以上出團，16 人以上派領隊。 

2.團體報名經確認後，請繳交訂 NT$8,000/人 

 ※虎航作業規定開票後即無法更改，亦無退票價值，請特別注意並見諒。  

3.此為購物團 :12 歲以下小朋友一律須不佔床(同大人價)，若要佔床 /加床需另+1000；  

外藉人士或持外國護照者皆需另+4000。  

4.23 歲以下及 60 歲以上人數佔整團總人數的 1/2 需額外報價 

 ※16 歲以下小朋友貴賓，恕不包含 SPA，但於當地將會由導遊或領隊安排享用冰淇淋乙份  

5.貼心提醒：外籍人士需注意二次入境之辦理相關規定，且持外國護照之旅客團費需另計。 

6.本商品所搭乘之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7.如逢上列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業務而客滿時，本公司將會以同等級飯店取代。  

8.如逢天候、交通狀況、航班異動、遊樂園休園…等因素，本公司保有行程調動順序之權利。  

9.本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行程及航班。 

10.如逢旺季或客滿，航空公司要求提早開立機票，繳交尾款時間將依航空公司規定辦理，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1.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已繳付之團體訂金依定型化旅遊契約書中之規定辦理。 

12. 行程進行中如放棄行程、飯店住宿，恕不退餘團費。 

13.東南亞因路邊攤衛生極差，導致團員常拉肚子，請注意！  

14.金錢：現金不可超過美金伍仟元等值外幣（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不限），新台幣不可超過肆萬元。  

15.電壓：東南亞的電壓為２２０伏特，如帶電器用品請備變電器。 

16.其它：東南亞地區集體遺失護照甚多，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最好分開存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