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泰好玩～夢幻世界、水上樂園、清邁小鎮、巧克力小鎮、河
畔夜市 5＋1 日(不含稅簽)
出發日期：2018
現金優惠價：10600

年 09 月 17.24 號

元/人 起 (不含稅.簽)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本特惠行程售價不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等，每人需另付 NT$2,400。
*本行程不含泰國簽證費用，每人需另付 NT$1,200。

行程介紹

■夢幻世界：園內規劃有四個區：夢幻世界廣埸、夢幻花園、奇幻世界、冒險樂園以及物美價廉的曼谷包
NARAYA 專賣店等。進入園內可以感受最奇特的氣氛、最好玩的遊樂設施或欣賞最精彩刺激的表演。
■拉瑪雅娜水上樂園：位於芭提雅，佔地面積超過 18 公頃，是亞洲最大的水上樂園之一。樂園中共擁有 21
個水上滑道，可以讓遊客挑戰各種不同驚險刺激的水上體驗。另外，園區中還設有兩個兒童專區，也是這座
樂園的別致之處。兒童濺浪樂園擁有變化的噴頭設施，專為低齡兒童設計。另一個擁有滑道、水上遊戲和攀
登的區域是專為稍大點的孩子設計。孩子們不僅可以體驗所有的泳池和慵懶之河，還可以玩一些陸上項目，
比如洞穴或迷宮。
■SILVER LAKE 銀湖葡萄園：
歐式建築，整個園區環抱天然湖泊，波光粼粼，並安排品嚐清涼甘甜的葡萄原汁，心神都愜意。
■ 亞洲最大複合式觀光市集 ASIATIQUE：每天 17:00 開始~到 24:00，超過 1500 家精品店和工廠直營商店，
無論是紀念品、時尚裝飾配件、紡織布料、美食街小吃攤等應有盡有。
■ CHOCOLATE VILLE 巧克力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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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有一個
很大的風車，和有著鮮豔色彩的消防局跟很多歐式造型的小木屋。※註：營業時間～週二~週日 17:0001:00；如日期遇到公休日而無法前往，則改換河畔夜市 ASIATIQUE 行程替代。
●四方水上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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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日期

星期

2018/09/17

一

2018/09/22

六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長榮航空 BR205

桃園機場

20:45

曼谷蘇凡納布機場

2018/09/17 23:30

長榮航空 BR206

曼谷蘇凡納布機場

01:45

桃園機場

2018/09/22 06:35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台北/曼谷
本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辨理登機手續，搭乘客機飛往泰國首都～曼谷。

餐食 :早餐 : 自理

午餐 : 自理

晚餐 : 自理

住宿 : Hotel Ibis Styles Bangkok Sukhumvit 50 或 Vic3 Hotel 或 NY CITY 或 Picnic Hotel Bangkok 或同級

第二天 曼谷～夢幻世界(門票+自由券+曼谷包 NARAYA+雪屋+自助餐)～泰式古法按摩～芭達雅
夢幻世界：門票+自由券+自助餐+曼谷包 NARAYA 專賣店+雪屋：在這裡你可重溫童時美夢。海盜船、雲霄飛
車、太空梭、碰碰車、搖擺牆、高速衝水車等，無不讓您有驚奇樂翻天的感覺。園內設施應有盡有，正所謂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園內規劃有四個樂區，包含：夢幻世界廣埸、夢幻花園、奇幻世界、冒險樂園以及物美價廉的曼谷包
NARAYA 專賣店等。進入園內可以感受最奇特的氣氛、最好玩的遊樂設施或欣賞最精彩刺激的表演。
註：午餐因考量方便性，故安排於園區內享用自助餐；若遇當日遊客入園眾多時，敬請多體諒。
雪屋：模擬北歐寒帶國家氣氛的環境中接觸真的雪，它是一年四季您及家人都能玩雪賞雪的地方，做坐雪
撬，捏造雪人，趣味無窮，享受熱帶地區下雪的滋味。
泰式古法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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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兩小時的療程使你
強身健體而且神清氣爽。
註：16 歲以下貴賓，恕不包含按摩，但於當地將會由導遊或領隊安排享用冰淇淋乙份。
註 1：在芭達雅期間導遊會推薦一些自費活動，如您不想參加，導遊或領隊或助手將會送您先回酒店休息。
註 2：今晚酒店採用特選平價型精品酒店，硬體設備較為簡單，如您對住宿要求較為重視，選購前尚請斟
酌。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園區內自助餐
晚餐 : 金寶烤鴨風味餐 THB.180
住宿 : BESTON HOTEL PATTAYA 或 FURAMA FX PATTAYA 或 PRIMA VILLA 或 VAREENA PALACE 或 同級

第三天 芭達雅～拉瑪雅娜水上樂園～七珍佛山～銀湖葡萄園～清邁小鎮(泰北少數民族+騎象體驗)～四
方水上市場(含手搖舢舨船)～芭達雅
拉瑪雅娜水上樂園：位於芭提雅，佔地面積超過 18 公頃，是亞洲最大的水上樂園之一，2016 年 5 月 5 日正
式開園運營。樂園中共擁有 21 個水上滑道，可以讓遊客挑戰各種不同驚險刺激的水上體驗。另外園區中還
設有兩個兒童專區，也是這座樂園的別致之處。兒童濺浪樂園擁有變化的噴頭設施，專為低齡兒童設計。另
一個擁有滑道、水上遊戲和攀登的區域是專為稍大點的孩子設計。孩子們不僅可以體驗所有的泳池和慵懶之
河，還可以玩一些陸上項目，比如洞穴或迷宮。
註 1：園區內遊樂設施會不定期保養維護關閉，開放設施以當天入園公告為準，若因部份設施未開放造成不
便之處，敬請見諒。
註 2：旅客請自備泳裝具。
註 3：本行程，因為沒有出海或到海邊，故將不會有水上摩托車、香蕉船或拖曳傘等水上自費活動，在您報
名時請先了解。

七珍佛山：高 170 公尺、是為了慶祝九世皇登基，而將整座山削去一半，雕刻出一尊用金粉鑲邊的釋迦摩尼
佛像，也是當地人士公認風水區最好的地方，大家不妨照張像、放大了掛在自己最喜歡的地方，下一屆的大
樂透得主難說不是你。
銀湖葡萄園(贈送新鮮葡萄汁)：有別於一般僅有莊園景緻，而擁有著天然湖泊，波光粼粼，園內葡萄正依湖
畔生長，當我們漫步在一片湖與山交錯的園中，傍晚夕陽時會將整個湖區照映得有如銀河帶般美麗，順手品
嘗清涼甘甜的葡萄原汁，心神都愜意。
清邁小鎮：想體驗清邁的風情不用跑到清邁了，芭達雅清邁小?的風景優美景色宜人，藍天白雲觸手可及，
風土人情非常濃厚，耗資 1 億泰銖全新打造，園內設有騎大象、傳統長頸族等。一個讓你置身清邁氛圍的感
動新感受，非常值得您到訪。
四方水上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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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民俗傳統舞蹈笙歌，木雕藝術
敲打聲；好棒的巧思，把泰國傳統文化展現的是如此多嬌。
註：芭達雅旅遊期間導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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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園內簡餐

晚餐 : 酒店內用 或 STV 泰式餐

住宿 : BESTON HOTEL PATTAYA 或 FURAMA FX PATTAYA 或 PRIMA 或 IVORY 或 VAREENA PALACE 或 同級

第四天 芭達雅～曼谷特產巡禮(乳膠製品+珠寶展示中心+藥草健康中心)～巧克力小鎮風情餐廳～曼谷
乳膠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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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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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這裡選擇到適合自己
及喜愛的寶石。
HERB&HEALTH GALLERY：泰國最新開幕的健康藥草中心，裡面有現在最新科技的電子間液掃描儀器(需自費)
可幫您做簡單的健康檢查，還有各項用於預防或滋補身體各系統的 50 多種草藥產品，所有產品都經過泰國
食品&藥物管理局(THAI FDA)認證許可。
巧克力小鎮風情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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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一個
很大很有造型的風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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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韓式鴛鴦鍋(可樂或雪碧每 晚餐 : 為方便遊玩,發放 300 泰銖自理
人一瓶)
住宿 : JASMINE RESORT HOTEL 或 MODENA HOTEL 或 Well Hotel Bangkok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曼谷～四面佛商圈(中央百貨、BIG C-午餐自理)～ASIATIQUE(亞洲最大型夜市-晚餐自理)～機場
愛侶灣四面佛：首先到一旁的櫃檯買香柱及花環一份，只要 2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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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百貨及 BIG C 大賣場：東南亞最大最具時尚領導風格的 Central World Plaza 中央世貿商場，這是間三大百
貨購物中心(Zen 、Central World Plaza、ISETAN)連成一大棟的百貨商場。還有一個可容納 10 萬人的活動廣
場，新年倒數計時狂歡就在這裡，其中以泰絲及 NaRaYa 曼谷包最受台灣觀光客青睞。中央百貨對面，還有
一個 BIG C 商場，伴手禮最佳選擇就在這裡。

曼谷最大河畔夜市 ASIATIQUE：前身是五世皇時代重要港口，開啟促進泰國經濟繁榮功臣之一，原本的商業
輸紐，也有衰落的一天。隨著時代轉變，一面緊鄰著昭披耶河，一面是 Charoenkrung 路，佔地非常廣大，
裡面一共分為 10 個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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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把原本的碼頭賦予了新的生命，吸引了人潮，也讓這個老城區注入了新的活力，就
像浴火重生的鳳凰般能再次翱翔天際。
每天 17:00 開始~到 24:00，超過 1500 家精品店和工廠直營商店，無論是紀念品、時尚裝飾配件、紡織布
料、美食街小吃攤等應有盡有。
在與導遊約地好的時間、地點集合，專車前往機場，準備搭機。
晚餐 :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夜宿飛機

第六天 曼谷/台北
揮一揮手說該是說 bye bye，我們期待與您再一次邀約。飛回台北溫暖的家，道珍重，相約下次同遊，結束
此難忘的深情泰國之旅。
餐食 :早餐 : 機上套餐

午餐 : 自理

晚餐 : 自理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