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享受 古城大城 芭達雅 夜遊湄南河
超五星半島酒店 2 晚 無購物 沒人頭費 五日
曼谷半島酒店位於風景優美的招彼耶（Chao Phraya）河畔，所有的客房皆擁豪華河畔美景。
每間房平均 46 平方公尺，打造全曼谷最奢華的頂級空間。酒店並提供 24 小時精緻餐飲服
務、貴賓專屬的泰式接泊船，完善的三溫暖、健身房，還有一座三層華麗的熱帶叢林游
泳池，曼谷頂級的 SPA 中心，加上慇勤款待、優雅微笑、與總是隨時知道你要什麼的貼
心，住過後會感動很久。

【行程特色】
◎大城：輝煌歷史臻至顛峰，大城古都泰國文化發祥地，大城（Ayutthaya）距離曼谷北方約 100 公里處，
自西元 1350 年至西元 1767 年，曾為泰國第二個首都，不但是年份最久的首都，在東南亞地區更是首
屈一指，有四百多年的輝煌歷史，佛教精髓在此達到顛峰，並深植於泰國文化中。人們說素可泰是泰
國第一個首都，也是泰國歷史古蹟的發祥地，而大城則像一個手藝精湛的雕刻家，當地的寺廟、皇宮
及佛像的鏤刻，無不表現出莊嚴典雅的作品。因此，大城輝煌階段的藝術品，可說是經典名作，當時
繁榮的景象，均被許多文獻記載喻為人間的天堂，而這段黃金時期，西方的文明也開始接觸泰國，大
城是當時主要的貿易中心，也有許多國家的人來此定居，最具體的證據是區內散佈的葡萄牙村、荷蘭
村與日本村可得到驗證。
◎日本風格～湯の焱 Yunomori 泰式指壓
日式建築，外觀都用木製線條包圍，非常有日本的氣息，好像立刻有芬多精可以聞香的感覺，進到店
家內，寬敞的櫃檯空間，讓人沒有城市的壓迫感， 藉機放鬆一下緊繃及疲累的身心靈，讓我們好好
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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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灣海灘俱樂部（水上摩托車＋香蕉船＋衝浪板。每人限玩乙次）海陸歡樂 17 合 1
泰國政府列為全芭達雅最優美的生態環境保護區，中天海灣長約 1.5 公里的海岸上，這裡是老外最愛
的渡假勝地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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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道看
看當地最著名的 GAYZONE 海灘。
◎夜遊湄南河：昭披耶河又稱湄南河，是泰國第一大河川，這條河的船運很頻繁，是相當受到依賴的交
通工具之一。到了晚上，可以在這搭乘公主號郵輪來夜遊昭披耶河，除了可以在船上吃大餐之外，還
能欣賞昭披耶河兩岸的夜景，像是沿途會經過的鄭王廟、大皇宮還有佛寺、吊橋等等，都不用長途跋
涉，只要站在甲板上就能把這些觀光景點盡收眼底。
◎萬發古米船夜遊湄南河：【萬發號 Wah Fah Dinner Cruise】是一艘高級奢華的泰式遊輪，無任何的玻璃
隔擋，純天然的開放式環境，讓您最近距離的享受昭披耶河岸風情。船上餐廳提供著地道的泰式料理
和海鮮美食，悠揚的不再是樂隊的爵士樂或者藍調，而是泰國古典音樂，表演人員現場彈奏泰國傳統
樂器。古色古香的艙內裝修，散發著濃郁的柚木氣息，品嘗地道的泰式料理，觀賞演繹泰式民間故事
和神話傳說的舞蹈表演，透過船外欣賞緩慢流動的著名景點，悄悄地走進曼谷風情最原始的一面。
◎亞洲最大複合式河畔觀光市集，河濱大型觀光夜市，前身是泰國五世皇朝代相當重要的港口，它是開
啟泰國和歐洲各國貿易、促進經濟繁榮的功臣之一，讓這個港口有了新的生命力，保留昔日倉庫外觀
與模樣，超過 1,500 家商家，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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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可看
性高，節目結束後，您可自付小費與人妖們拍照。
◎東芭樂園文化村：這座佔地廣達五百英畝的樂園，位於芭達雅南方 15 公里處。裡面設有民俗劇場、
蘭花園、大象表演場……等等，是座規模很大的渡假花園。是一個私人林園，創辦人是一位泰籍華人，
是泰國十大首富之一。【東芭樂園文化村】園內有多彩多姿的內容成為最大的特色，園區可看到美麗
的蘭花園及天鵝湖，最精彩的莫過於泰國傳統文化的表演，內容包括傳統的婚禮，泰拳，出家等寺廟
的禮儀，古代騎象戰爭戶外表演場地觀賞有趣的大象表演，觀眾也可一齊與大象作遊戲等。前往芭達
雅最新開幕，融合泰式鄉村文化木雕風格的複合式。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曼谷－東芭主題樂園－芭達雅－羅馬競技場人妖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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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往微笑王國之稱的泰國首都【曼谷】，專車接往占地遼闊、泰式鄉村風格的【東芭樂園文
化村】是一個私人林園，創辦人是一位泰籍華人，是泰國十大首富之一。
【東芭樂園文化村】園內有多彩多姿的內容成為最大的特色，園區可看到美麗的蘭花園及天
鵝湖，最精彩的莫過於泰國傳統文化的表演，內容包括傳統的婚禮、泰拳、出家……等寺廟
的禮儀，古代騎象戰爭戶外表演場地觀賞有趣的大象表演，觀眾也可一齊與大象作遊戲等。
前往芭達雅最新開幕，融合泰式鄉村文化木雕風格的複合式。
晚餐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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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可看性高，節目結束後，您可自付小費與人妖們拍照。
Centra Maris Resort Jomtien Pattaya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North Pattaya 或
Mercure Pattaya Ocean Resort 或五★同等級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泰式自助餐
晚餐：AVANI 海鮮燒烤 B.B.Q.

第二天 芭達雅－翡翠灣海灘俱樂部（水上摩托車＋香蕉船＋衝浪板；每人限玩乙次）
海陸歡樂 17 合 1－日本風格～湯の焱 Yunomori 泰式指壓
行

程

早餐於酒店內享用，前往芭達雅，
【逍遙翡翠灣海灘俱樂部】
（泰國政府列為全芭達雅最優美
的生態環境保護區）
中天海灣長約 1.5 公里的海岸上，這裡是老外最愛的渡假勝地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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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道看看當地最著名的
GAYZONE 海灘。
★精心安排海、陸活動如下：
★海上八項活動：（水上活動請務必穿上救生衣），每人限玩乙次，且不得轉讓。
(1)最新型噴射水上摩托車、(2)來個驚險刺激香蕉船、(3)水上衝浪板
二、不限次數，讓您盡情擁抱夏日。
(4)獨木舟、(5)橡皮艇、(6)划浪板、(7)漂浮床、(8)可樂圈
★陸上六項活動，沙灘活動樂翻天：
(1)沙灘躺椅、(2)沙灘足球、(3)沙灘排球、(4)休閒棋奕、(5)沙灘麻將、(6)沙灘飛盤
(2)★貼心服務，讓您透沁涼：
當季四項新鮮水果（兩人一份）、清涼椰子（每人一顆）、冰毛巾（每人一次）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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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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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參團旅客如於水上活動或自由活動期間，遇有任何問題，請第一時間聯絡領隊及導
遊協助處理。
※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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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旅客於離島或海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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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等恕不適合參加。
【日本風格～湯の焱 Yunomori】日式建築，外觀都用木製線條包圍，非常有日本的氣息，好
像立刻有芬多精可以聞香的感覺，進到店家內，寬敞的櫃檯空間，讓人沒有城市的壓迫感，
藉機放鬆一下緊繃及疲累的身心靈，讓我們好好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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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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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 Maris Resort Jomtien Pattaya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North Pattaya 或
Mercure Pattaya Ocean Resort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Anytim Cafe Pattaya 泰式套餐
晚餐：THE VIEW 海邊餐廳

第三天 芭達雅－曼谷－皇宮－萬發古米船夜遊湄南河－亞洲最大複合式河畔觀光市集
ASIA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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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大皇宮的鑲金屋頂是曼谷最知名的地標。這個不可錯過的著名景點外觀絕對會讓您
忍不住拍下許多照片，而白色城牆內部則有超過兩百年的皇家神聖歷史。建築群內有眾人瞻
仰的玉佛及許多精雕細琢的寺廟、佛像及寶塔。
【萬發號 Wah Fah Dinner Cruise】是一艘高級奢華的泰式遊輪，無任何的玻璃隔擋，純天然的
開放式環境，讓您最近距離的享受昭披耶河岸風情。船上餐廳提供著地道的泰式料理和海鮮
美食，悠揚的不再是樂隊的爵士樂或者藍調，而是泰國古典音樂，表演人員現場彈奏泰國傳
統樂器。古色古香的艙內裝修，散發著濃郁的柚木氣息，品嘗地道的泰式料理，觀賞演繹泰
式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的舞蹈表演，透過船外欣賞緩慢流動的著名景點，悄悄地走進曼谷風
情最原始的一面。
亞洲最大複合式【河畔觀光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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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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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五星 半島酒店 Peninsula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風味餐
晚餐：船上

第四天 曼谷－大城【崖差蒙空寺 Wat Yai Chaimong、瑪哈泰寺 Wat Mahathat、拉嘉布拉
那寺 Wat Ratchaburana、大城水上市場】－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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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差蒙空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建立於西元 1357 年，被泰國人奉為最卓
絕的建築。當時是為紀念納麗孫王駕乘戰象擊退緬甸軍入侵，而目前是大城目前保存最完
善、最壯觀、最大的戶外臥佛，八角鐘形佛塔是此景區最獨特的建築。
【瑪哈泰寺】樹中佛陀，是自然與藝術的完美結合。在神殿前，一尊佛像頭覆蓋了一棵巨大
而古老的無花果樹樹幹底部，這一奇觀使這裡成為當時舉行眾多皇家儀式的場所。
【拉嘉布拉那寺】擁有泰國最古老的壁畫，建於 1424 年大城王朝七世王。寶塔外觀、細節
相當精緻，不論是佛像或是獸身造型雕刻都凸顯了良好的工藝技法。
【大城水上市場】全新開幕的水上市場。
特五星 半島酒店 Peninsula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大城風味餐
晚餐：CENTARA GRAND AT CENTRAL WORLD 每日主題自助晚餐

第五天 曼谷－四面神 ERAWAN 祈福－BIG C 大賣場－曼谷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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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泰虔誠【遠近馳名的四面神 ERAWAN 】四面神，即是印度教三位一體神中的創造神～
大梵天，所以該稱之為四面神，而非四面佛。四面神有四個面，四雙手和一雙脚，有脚的即
是正面，從正面以順時針方向算起四個面分別代表：平安（手持佛珠）、事業（手持權杖）、
婚姻（手持貝殼）、財富（手持金磚）；也分別代表慈、悲、喜、捨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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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泰想逛【BIG C 大賣場】是一間泰國連鎖大賣場，你可以在這裡，買一些台灣吃不到的
各類泰式零食或是伴手小禮，帶回台灣送人自用兩相誼，這裡不但價格便宜而且幾乎應有盡
有，下午集合於飯店，專車接往機場，飛回台北溫暖的家，結束此難忘的深情泰國之旅。
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
午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