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清邁水燈節 香格里拉度假村 曼谷 W 飯店 全程商務艙 VIP 六日特別團
水燈節（Loi Krathong Festival）
在佛曆 12 月 15 日月圓時，泰國各地區最具傳統風味的慶典，泰國人將木船做成蓮花狀，放在水中或
溪上漂流，同時將清香的花和香柱、蠟燭或是一枚硬幣放在船中，表示對水神虔誠的敬意，也將前一
年所犯的過錯洗滌乾淨。千萬朵色彩斑斕、光燦耀眼的蓮花，將漆黑的河面鋪成宛如鑲滿鑽石的黑絨
布，又似佈滿閃爍星斗的夜空，可說是泰國最浪漫美麗的節日。放水燈的儀式，讓湄賓河成為充滿祝
禱和浪漫風情的美麗河川。

清邁
清邁位於曼谷北方 700 公里，地處海拔 300 公尺高的山谷，有「北方玫瑰」之稱，與黏膩濕熱的曼谷相
較之下，這裡顯得格外舒爽宜人。清邁是泰國的第二大城，也曾是泰國史上第一個獨立國家～藍納泰
（Lanna Thai）王朝的首都、宗教、文化及貿易中心，亦保有許多的文化遺產，又有「藝術建築之寶殿堂」
之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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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城市是於 1782
年由卻克里（Chakri）王朝的帝王所建，現為首都，也是政治、商業與文化中心。不僅在地理上位居輻
輳點，更是旅遊觀光的重要據點。曼谷目前人口約 700 萬人，湄南河貫穿整個曼谷市，為曼谷市帶來了
繁榮與商機，曼谷也因此贏得了「東方威尼斯」的美名。

【行程特色】
◎台灣唯一搭乘泰國航空蘭花商務艙，經曼谷轉機清邁，讓您享受四段商務艙的尊榮、舒適與豪
華感。
◎台灣唯一水燈節出團，讓您即時參與最浪漫的嘉年華會，感受祭典的風華。
◎台灣唯一已確認，並保證水燈節期間住宿兩間五星級飯店，非同業以同等級來代替：
※清邁：Shangri-La Hotel http://www.shangri-la.com/chiangmai/shangrila/

香格里拉飯店，市區唯一度假型五星酒店，極佳地理位置令其成為遊客新寵。因此得〝城市渡假酒
店〞美名，酒店離 Night Bazaar 夜市僅十分鐘路程，逛夜市十分便利。夜遊水燈祭會散步可到達。

※曼谷：W 飯店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bkkwb-w-bangkok/?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曼谷 W 酒店的客房及套房均採用充滿活力前衛的裝飾設計，必將提升您的每一次住宿體驗。您可通
過客房內的娛樂設施盡情放鬆身心。Bliss 六件套衛浴用品將為您帶來極致的呵護體驗，而配有 W
枕頭菜單的特色 W 睡床則將令您盡享一夜酣眠。

◎全程無購物。
◎曼谷採半自助方式，搭乘 BTS 免除塞車之苦，讓您更深入多采多姿的曼谷，自由購物，享受美食。
◎曼谷人氣指數最夯之熱點—ASIATIQUE 夜市
於 2012 年五月全新開幕由舊碼頭重新整理開幕的 ASIATIQUE 是曼谷現在當紅的夜市，經過了精心規
畫過後，把原本的碼頭和舊倉庫樣貌保留了下來，再重新設計包裝，搖身一變為集合吃喝玩樂於一身
的觀光夜市，Asiatique 緊鄰著昭披耶河，佔地非常廣大，整個園區占地 1.2 萬平方公尺，這裡擁有超
過 1,500 家商店，無論是紀念品、時尚裝飾配件、紡織布料、配件、家飾......等應有盡有。超過 300 公
尺長的河岸區，是觀賞夕陽的絕佳好去處。園區在戶外活動廣場定期舉辦各式主題活動，以吸引更多
遊客的到訪；而園區內還特別有台骨董式噹噹車，穿梭於門口至河岸邊，充滿了復古的氛圍。
◎特別安排魅力泰拳 SHOW：泰拳秀之傳奇故事是由國際上因”Beauriful Boxer 美麗拳王”，聞名的知名
導演 Ekachai Uekrongtham 編製，是一個壯觀的現場表演，超真實的泰拳博鬥，令人驚歎的特技及瞠目
結舌的特效，結合豐富泰國歷史故事為其華麗的背景。MUAY THAI LIVE：THE LEGEND LIVES 闡述
了跨越 300 年以來不為人知的故事，述說了泰拳的起源及其英雄的故事。讓我們來見識泰拳最偉大的
英雄，由八臂囚犯偽裝成的老虎，殘劍劍士，還有更多！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曼谷/清邁－雙龍寺＋纜車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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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艙

搭乘泰國航空商務艙，經曼谷轉機前往泰國北部玫瑰度假城市～清邁
【雙龍寺】亦稱素貼寺，是不可錯過的清邁重點寺廟，它是一座神像遺址，觀其金碧輝煌，
寺內供奉佛祖腳印之真跡。寺前有兩隻巨大的金龍（NAGA）守護的素帖寺是到泰北一定
要前往的寺廟之一。其位置可以居高臨下俯瞰整個清邁市，是素帖山上著名的佛教避暑勝
地，除了參拜外也是泰國人戶外野遊的好地方。
※註：雙龍寺自 2014 年 9 月起，每逢週末及泰國假日，上山設有交通管制，遊覽車無法
行駛，團體若有卡到，將安排搭乘雙排車上山或行程前後調整。
Shangri-La Hotel 或同等級
早餐：機場貴賓室
午餐：機上簡餐＋曼谷貴賓室
晚餐：王府風味餐＋歌舞表演

第二天 清邁－湄登大象學校四部曲 MAE TAENG ELEPHANT CAMP（大象戶外學校
表演＋綠野仙蹤騎乘大象＋叢林竹筏遊河＋懷古乘坐牛車）、少數民族部落
（長頸族）
、嘟嘟車遊蘭娜古城（清邁藝術文化館＋建都三王紀念像＋大塔寺
＋水果街）－夜遊賞寺廟油燈
水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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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登大象學校四部曲】
大象戶外學校秀：參觀工作人員如何幫大小象洗澡的工作的情形，並觀看他們所安排的精
彩逗趣的大象精采表演。
騎乘大象：穿越叢林、翻山涉水，感受原始生態的叢林野趣，刺激無比。
乘坐牛車：牛車漫步於村莊小徑中，探訪當地民居與村民悠閒的生活民情。
竹筏漂流：無激流，安全性佳，欣賞閒逸寧靜的叢林兩岸風光。
少數民族部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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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隨著年紀的成長銅圈越加越高，直到結婚為止。
【嘟嘟車遊蘭娜古城】
從古城【三王銅像】開始坐上嘟都車，往清邁古城西門處出發，由遠而近的觀看清邁著名
寺廟之一的帕刑寺，經過古城的西門（花園門），順著護城河往南方向前進，到達城堡區
停車拍照或品嚐水果，繼續坐上嘟嘟車，經過南門，清邁南門傳統市場，再次進入古城，
到達【大塔寺】參觀，再順著往東門的道路前進，經過東門廣場，離開護城河城內，到達
傳統水果街，順著濱河到達濱河大橋結束這趟嘟嘟車之旅。
另外特別安排【清邁藝術文化館 CHIANGMAI HISTORICAL MUSEUM】
，館內有介紹清邁
的歷史由來，介紹了東、西、南、北方護城大門的用途，東門：古時候軍隊入城之門，現
為節日慶點的所在地等。西門：古時候出殯或法事所用之門，現為清邁大學現址。南門：
古時候外國節使入城之門，現為本地市集，還有一處跳蚤市場。北門：古時候皇族入城之
門，現視為吉祥之門。館內還備有 PDA 中文解說，其二樓尚有多尊唯妙唯肖的神僧雕像
讓旅客嘆為觀止。
Shangri-La Hotel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湄登象園自助餐
晚餐：風格老街賓河畔餐廳泰式風味

第三天 清邁－白廟、黑屋、泰式按摩、夜遊賞寺廟油燈
水燈節

白龍寺或俗稱【白廟】，官方名稱龍昆寺，是泰國清萊正在建設中的一座寺院。該寺由泰
國蘭納著名藝術家許龍才所設計，於 1998 年開始建造。不同於泰國傳統的寺廟，該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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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白做底，銀鏡鑲邊，反射出奪目的光芒，象徵著佛陀的純潔和佛的智慧照耀著全宇宙。
【黑廟】其實並不是廟。這個由泰國著名藝術家塔頑（Thawan Duchaneey）一手打造的黑
屋博物館（Baandam Museum；
），企圖以大量藝術創作向人類傳達更多思想上
的本質。黑廟園區內大量包含白/黑、好/壞、光/暗、宗教/色情、創意/破壞性、生/死等多
種對比，或許有些艱深難懂、或許部分讓人很難有所共鳴，但這卻是鬼才藝術家塔頑竭盡
畢生心力的代表作品。於 2014 年逝世的塔頑（Thawan Duchaneey）是泰國近代最重要的畫
家、建築師和雕塑家，對於宗教故事的熱愛、深受中國、印度、日本藝術品啟發的他在晚
年以獨特建築與畫作聞名世界，他是公認的天才藝術家，更打造黑廟完整呈現他眼中生命
與死亡的世界。
Shangri-La Hotel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金獅子公園餐廳
晚餐：SHANGRI-LA 飯店自助餐

第四天 清邁/曼谷－自由活動
行

程

商務艙

早上自由活動，午餐自理，中午專車接往機場。
早上可以自費前往 SPA 中心來次全身去角質與精油按摩（http://www.fahlanna.com/）
，午後
搭乘泰航國內班機商務艙飛往曼谷，抵達曼谷機場由專車接往飯店。
接往【河畔觀光市集 ASIATIQUE】（http://www.asiatiquethailand.com/home.php?lang=ch）
Asiatique 是於 2012 年五月全新開幕的超大型夜市，這裡前身可是五世皇時代非常重要的
港口，開啟促進泰國經濟繁榮功臣之一，原本的商業樞紐，也有衰落的一天，隨著時代轉
變，Asia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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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 Warehouse 1、2……）。分類為三大區域，面臨 Charoenkrung 路這邊是 1
～4 區，中間為 5、6 區，面臨碼頭的是 7～10 區，旁邊則是廣大的停車場。面臨 Charoenkrung
路第一區域就有，鼎鼎大名的曼谷包 NARAYA 駐點唷，Warehouse 1～5 區最外圍多是泰
國連鎖知名餐廳，這裡已有數百家之多，包括衣服、鞋子、精品首飾、傢俬擺設、民俗精
品、零食、設計商店……等，令人花多眼亂。 肚子餓了就走到倉庫 Warehouse 6 區域吧，
這裡規劃成飲食區，各國美食不但環境衛生，價錢亦相宜，任君選擇。 Warehouse 7～10 臨
近碼頭，這裡的商家感覺比較高檔，許多高級餐廳與酒吧，來此小酌也是不錯的選擇唷！
方便逛街晚餐請自理，特別安排觀賞【泰拳表演 Muay Thai Live：The Legend Lives】
（https://www.facebook.com/muaythailive.bkk）。
「Muay Thai」指的是泰拳，泰拳因為時間跟區域差異出現了不同派系，有古泰拳、擂台
泰拳、健身泰拳、街頭泰拳……等，各有特色，各有推崇，但脫離不了的核心就是招式皆
運用到雙拳、雙肘、雙膝、雙腳攻擊，這裡的泰拳秀表演，結合了舞台劇和真人對戰的表
演，讓觀眾一飽眼福。首先登場的舞台劇，是邀請拍攝「美麗拳王」的泰國國際知名導演
Ekachai Uekrongtham 所設計編排，將劇情分成 6 幕場景，從 17 世紀大城王國開始，一名神
秘拳王出現開啟泰拳格鬥的故事拉開序幕；第二幕是無人能敵的泰拳勇士如何擊敗眾多戰
士重獲自由；第三幕述說泰國士兵如何以泰拳迎戰刀刃的保衛戰爭；第四幕秀出 8 個泰拳
致命體式；倒數第二幕則是時空轉換到現代，以浪滿武打方式呈現出警長兒子用泰拳將被
綁架的女友救回；最後一幕展現泰拳精神，包含「對祖先的敬仰」
、
「對家族的奉獻」以及
「對國家榮譽的維護」來劃下完美句點。整個舞台劇雖然台詞不多，卻猶如電影般的敘事
劇情，當中也有穿插笑點，搭配得宜的聲光效果，和所有演員們生動賣力演出，一氣呵成，
絕無冷場，全程也有中文、英文、日文、泰文字幕翻譯，不怕觀眾無法融入劇情中。表演
過程中是禁止錄影跟拍照的，大家要做個有道德的人，尊重智慧財產，而舞台劇結束後，
所有演員會出來擺 pose，讓觀眾照個開心，緊接著就要開始泰拳對戰囉！可以看見對戰的
泰拳選手似乎都摩拳擦掌，蓄勢待發，他們年紀感覺都不大，個個身材精瘦卻可見腹肌一
塊塊，即便是真實的對打，但也不會真的如電視上打到對方見血，比賽前會跳著「Wai
Khru」，即上面提到代表泰拳的精神象徵，比賽過程中誰先奪得 5 分或把對方擊倒無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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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就是贏家，編輯必須說，儘管多數女生對於這種男性拳賽沒啥興趣，但身歷其境的時候，
心跳都是隨著比賽起伏波動，而且緊張刺激又興奮，無論是朋友或情侶，甚至是家人，都
很適合安排這個精采的泰拳秀。
W Hotel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第五天 曼谷/全日自由活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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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自由活動，可以購買 BTS 一日券（https://www.bts.co.th/eng/）暢遊曼谷市。
恰都恰假日市集（http://www.mixtchatuchak.com/）、TEMINAL21
（https://www.terminal21.co.th/）、SIAM SQUARE、TCDC 泰國創意設計中心
（http://www.tcdc.or.th/）
、四面佛、芒果冰專賣店（MAE VAREE SWEET STICKY RICE WITH
MANGO 芒果糯米）、泰式下午茶、精油 SPA......
W Hotel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第六天 曼谷/桃園國際機場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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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飯店設施，購買土產、曼谷包.......
下午專車接往國際機場，使用商務艙專用辦理登機手續。
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機場貴賓室＋機上簡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