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探索泰國６人成行~桂河大城之旅、 泰緬鐵路、桂河水上屋、小吳哥窟五天

成團人數» 6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TH1KWN80416A

航班資料

另收費用» 簽證：泰國簽證(實體簽證) (團費內含)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交通
時間

交通工具

編號

出發時間

出發地

抵達時間

目的地

去

CI 中華航空

CI839

2018/04/16
15:05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機
場

2018/04/16
17:45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03:40

回

CI 中華航空

CI840

2018/04/20
19:00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2018/04/20
23:20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機
場

03:20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泰國不應該只有一成不變的玩法，它有自然美景、有綠色環保、有文創、有百年古蹟、各式不同的文化。
1.百年佛統大塔：泰國古文明發源地如今己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著名古蹟歷史最久。
2.泰緬懷舊鐵路：二次世界大戰集合各國頂尖建築師，為泰國及緬甸邊境山岩邊蓋出鐵路。
3.歷史博物館：館內珍貴史料讓您仿佛回到烽火戰地。
4. Kanchanaburi 甘加那汶里府 ( 簡稱北碧府 ) 位於曼谷西部約 130 公里，大約 2 小時車程，是泰國第 3 大省府，佔地面積
約 2 萬平方公里，含蓋範圍一直往西延伸至緬甸邊境。北碧府擁有泰國境內最自然優美的瀑布及國家公園洞穴奇景、著名
的桂河大橋、驚險有趣的竹筏探險。加上距離曼谷車程不遠，因此是探訪泰國鄉間自然景色的最佳地點。北碧府擁有許多
旅遊特色：例如提供旅客不同住宿體驗的河上旅館，而市區周圍則有許多旅遊景點 Sai Yok 國家公園 Sai Yok 國家公園涵
蓋了 Kanchanaburi 省內著名的 Kwae Noi 河，境內森林茂密，河流兩岸侵蝕的洞穴也相當特別。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動物－
體重大約只有兩公克的凱蒂豬鼻扁蝠 (Kitti Hog-nosed bat) ，就是在這裡發現的。
5.桃花源水上屋桂河 Sai Yok View Raft 飄浮水上屋酒店 ，這裡很適合想遠離城市喧囂的旅客入住。住在這裡一晚，將會是
您一次開心又美妙的住宿體驗，沿著桂河的景色非常美麗，令人目不暇接。旅客可以走出房間坐在竹筏上，把雙腳泡在清
涼的河水裡，享受著寧靜的渡假風情。
6.叢林秘境探險，前往叢林騎大象、大象洗澡、竹筏順流而下，桂河的意境水色慢慢滑過，讓您真正體驗涉水過河的刺激驚
險樂趣。
【簽證說明】
PS:若因客人個人因素導致簽證退件,請自行補 1000 元落地簽費用
※ 提醒您：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您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
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並務必於報名
時，明白告知您的客服人員。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第 1 天 高雄／曼谷－安排雲頂餐廳星光燦爛夜景無酒精飲料一杯(有服裝年齡限制唷)
今日起飛前兩小時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客機飛往佛教王國首都-曼谷。Sawatdii(您好)，歡迎您來到泰國 Smile
Country 的微笑之邦。餐後我們安排發現曼谷新魅力？不妨登上空中餐廳，RED SKY 提供獨特的雲端體驗，夜幕低垂，政
經名流絡繹穿梭，在微風徐徐的空中，遠眺璀璨曼谷夜色，霓虹燈火宛如雲河，這樣一頓獨一無二的的感受。
※每日接待有人數之限制;且需預先訂位!因此所安排時間有時間之限制!
※服裝規定：衣服不可穿著無袖、不可穿著短褲，須著長褲（不可穿著有破洞設計的牛仔褲款式或運動褲）。女生裙長要
過膝，男女皆不能穿拖鞋及涼鞋。但女生涼鞋若有鞋帶、鞋跟則不在此限。
素食者貼心叮嚀：因風俗民情不同，各國的素食者食材及習慣皆不同。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皆以蔬菜、豆
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或遊樂園區內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生菜、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敬告素食客人
如前往東南亞地區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食】早餐：甜蜜的家午餐：空中美食晚餐：龍城中式合菜或迎賓樓中式合菜
【住】曼谷五星 AVANI ATRIUM 或 JASMINE RESORT 或 WELL HOTEL 或 2016 最新開幕 NOVOTEL BANGKOK
SUKHUMVIT 20 或同級

第 2 天 第 2 天 曼谷－大城水上市場－瑪哈泰寺(樹中佛陀)－小吳哥窟差瓦塔納蘭寺－大城夜市+水果
街
早餐後從曼谷經過了高速公路前往大城 Ayutthaya,大城在泰文中被稱為(AYUTTHAYA 阿猶他亞)，它的地理位置在湄南河
東岸，總人口約 9 萬，現在是泰國內地的商業中心。由於大城的 33 位統治者吸收了柬埔寨天授神權的觀念，揉和婆羅門教
的儀式，因此興建了許多壯麗美觀的宮殿和雄偉萬千的佛寺，如今觀光客可以見到大部份遺跡，就是建於此城市興起時的
前 150 年內。現在大城更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評定的世界級保護古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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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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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位於湄南河、洛汶里河、巴洒河三條河流交會處的一座小平原上，距離海洋不遠，而且四
周環繞著肥沃的稻田，是非常理想的行政和交通中心，因此西元 1350 年時由拉瑪迪波里一世(RAMATIBODI I)正式建立為
國都，在 17 世紀全 盛時期，它甚至控制了整個中央平原和南方。遠東地區、世界各地的船隻都溯著湄南河而上，進行貿
易往來的商業行為，當時人口超過 100 萬，其中包括印度 人、中國人、日本人和歐洲各國人，可說是盛況空前，民生富
裕。雖然曾經絢麗萬千，但是大城的燦爛時期結束的一天，由於內部的衝突不斷，以及皇室宮廷的逐漸衰弱，使得西元
1767 年時，本城遭受緬甸軍隊的徹底破壞，就連寺廟大佛也難倖免，之後終於滅亡。幸好達幸王在不久之後又光復了國
土，把緬甸軍趕走，並於昭披耶河(湄南河)南邊建立了吞府，而拉瑪一世再遷都至曼谷，發展至今。目前大城所殘留的歷史
古蹟，彷彿正幽幽地訴說著昔日耐人尋味的輝煌過往。
大城水上市場:是大城最大的水上市場，面績約 150 畝。整個大城水上市場佈置的古色古香，這理也有很多泰式建築。共分
為 22 個區，包括手工藝品、服飾、食品等。還有許多泰式小吃。
瑪哈泰寺:栩栩如生莊嚴神情的石雕佛陀頭，被包裹纏繞在不斷生長的無花果樹根中。樹中佛陀是到瑪哈泰寺必定要親眼目
睹的一個奇觀，也是瑪哈泰寺的指標景點。
小吳哥窟差瓦塔納蘭寺:總是讓人誤以為置身吳哥窟的柴瓦塔那蘭寺 ，位於招批耶河畔，是大城保留較完整的遺跡，從河上
晀望，13 座高棉式高塔圍繞 120 尊坐佛，優雅的紅磚建築在陽光中閃著金黃光芒，殘破卻寧靜耀眼，是高棉文化深入泰國
的最佳寫照。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老饕紅頭蝦泰式風味餐晚餐：道地泰式家鄉菜
【住】大城府 Classic Kameo Hotel 或 Kantary Hotel Ayuttaya 或同等級旅館

第 3 天 大城－天龍八部古街(招待每人咖啡或冰淇淋)─佛教千年古廟－食尚玩家青蛙餐廳－深度桂河
巡禮【泰緬鐵路火車之旅+桂河大橋】－桃花源水上屋野溪漂流+河畔晚餐(若桃花源水上屋房滿則改竹
筏 KalaOK 漂流屋+尼姑浮水)
大勝利寺:這裡是以寶塔以及戶外臥佛為最有名，寺廟可以參拜、敲平安鐘。也可以爬到塔頂看看許願井，相傳如果可以把
錢投到井中間的木框，願望就會實現。戶外小臥佛：相傳如果您可以把硬幣貼在佛腳，不會掉下來，即表示招好運、實現
願望。
天龍八部仿古一條街:雖然沒有金庸筆下的段譽跟喬峰，不過小橋流水櫻花、客棧小吃茶樓還是有的，古色古香的樓閣，精
緻典雅的門窗，仿若“穿越”。懷舊的人情感有了出口，愛吃的人滿足了口腹之慾。我們在這裡安排招待您咖啡或冰淇淋。休
息一下 TAKE A BREAK～
之後前往桂河，隨即訪抵達佛統，從三世皇發現佛統古塔始自 1853 花了 17 年（1870）五世皇休整開放後已成了泰國六大
最高級佛寺之一。錫蘭圓形塔、寬 223.5 米、高 120.45 米，據專家推測是印度阿育王時代所建。安排遊佛統大塔並參拜神
佛，此大塔象徵著泰國信仰佛教與忠誠的歷史文化。
泰緬懸崖鐵路: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了佔領緬甸並運送作戰物資到中南半島所修建，為了聯結泰國曼谷和緬甸仰
光。當初英國人認為地形險峻、施工困難，應要花 6 年才能完成並放棄，日軍堅持只花了 17 個月就完成了這條全長 415 公
里的鐵路。
如果你想擁有獨特不一樣的旅行，就來桂河住宿竹筏酒店吧 !!! 桂河 Sai Yok View Raft 飄浮水上屋酒店 ，這裡很適合想遠
離城市喧囂的旅客入住。住在這裡一晚，將會是您一次開心又美妙的住宿體驗，沿著桂河的景色非常美麗，令人目不暇
接。旅客可以走出房間坐在竹筏上，把雙腳泡在清涼的河水裡，享受著寧靜的渡假風情。(如果水上屋滿房改住其他酒店則
改在黃昏時將搭乘桂河地區特有『竹筏 Kalaok 漂流屋』展開浪漫唯美的桂河之旅，將在別具風格的竹筏船屋上享用晚餐，
在晚風的伴隨下邊跳舞邊唱歌，讓我們盡情享受這世外桃源之夜。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食尚玩家推薦青蛙餐廳晚餐：水上屋河畔自助餐
【住】桂河 SAI YOK VIEW RAFT 或同級

第 4 天 桂河－叢林秘境探險【叢林騎象、漂流竹筏、大象洗澡】－湖畔小屋泰式下午茶(甜點+飲料)
－觀光局推薦 ASIA TIQUE 亞洲觀光夜市
桂河的早晨是晨霧瀰漫的，早餐過後，展開一場叢林秘境探險，前往叢林騎大象、大象洗澡、竹筏順流而下，桂河的意境
水色慢慢滑過，讓您真正體驗涉水過河的刺激驚險樂趣。
曼谷人氣指數最夯之熱點—ASIATIQUE 夜市 傍晚 4:00-晚上 11:00
★2012 年的 5 月正式開幕囉。為什麼標題要把 Asiatique 形容成”浴火鳳凰”呢？這是因為 Asiatique 可是有歷史的喔！話說
在 1900 年，泰國五世皇為了提升暹羅在國際地位上的水平，所以決定在此興建碼頭，加強本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能力，所
以這個碼頭也象徵著泰國的主權與獨立！然而物換星移，原本的商業輸紐，也有衰落的一天，而附近因此繁華的
Charoenkrung 路也漸漸變成了所謂的舊城區。可是，經過了精心規畫的 Asiatiq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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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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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一個很成功的都市更新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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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ehouse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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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區最外圍多是泰國
連鎖知名餐廳，像是 MK、KFC、以及和走跳旅遊合作的 Nikuya 大頭蝦吃到飽等，裡面則規畫成一間間的小店鋪，賣的東
西總類繁多，有大家最愛的曼谷包 NARAYA、衣服、鞋子、包包、民俗藝品、零食舖、個性商店等…..。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泰式風味餐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曼谷五星 AVANI ATRIUM 或 JASMINE RESORT 或 WELL HOTEL 或 2016 最新開幕 NOVOTEL BANGKOK
SUKHUMVIT 20 或同級

第 5 天 曼谷－泰國國寶金佛寺+唐人街博物館／高雄
早餐後，專車泰國金佛寺又名「黃金佛寺」，廟門是一貫傳統的金碧輝煌、細緻雕花、高聳尖塔設計，在車水馬龍的市區

中獨顯光彩。前進主殿參觀前，可先在小攤販購買一束香與簡單的荷花，因為泰國拜奉神明的物品與台灣習慣略有不同，
大多是鮮花配上白香，且供奉每種神明的鮮花種類都不盡相同，可以觀察身邊的當地人怎麼購買，依樣畫葫蘆就不會出錯
囉！走進佛殿後，享有盛名的金佛就安座於聖櫃之上，渾身金光閃耀的摩訶金佛，整座以 5.5 噸的純黃金鑄造而成，高度
約有 3 公尺，不僅是泰國珍貴文物，更刷新世界金氏紀錄，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黃金佛像！為了襯出金佛的莊嚴與輝煌，
四周牆面與天花板，全數都是金箔畫作、雕刻與拼貼，整間佛殿金亮得刺眼，光輝下更帶有莊嚴肅穆之感！
Ps:進入服裝限制：男士請穿著長褲，女士請穿著過膝長裙，不可穿著短裙或短褲，請貴賓必須配合。
最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準備返回溫暖的家，希望這次精心策劃的純泰 5 日遊能讓您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巧達百匯自助餐晚餐：空中美食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重大訊息】2018 年二月一號起 在泰國海灘抽菸將重罰
泰國包括芭達雅、普吉島等二十四個主要知名旅遊海灘景點，從今天二月一號開始，嚴格實施「禁菸令」，旅客不能抽
煙。如果被抓到的話，可能會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或是可以罰十萬台幣

目前泰國簽證需要正確的戶籍地址 (身分證背面地址), 而非連絡地址, & 旅客連絡電話 懇請貴賓務必訂單輸入正確資料
以免資料不齊全 簽證無法取得 導致退件使旅客產生落地簽問題
此外 2016/9/27 日起 (公告如附件)泰國 落地簽 費用 將調漲至 2000 銖，所以 若旅客 落地簽 需自行 負擔 簽證費價差
＊此行程報價不適用外籍人士。僅適於持台灣護照，若持外國護照或脫隊者或團體中如有跑單幫客，需另外報價。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五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6 人以上(含)；
＊提醒您：泰國大多數酒店房內，均無提供吹風機的設備及不提供牙膏牙刷等私人性必需品，故薦於個人衛生等因素，請
您務必打包於人行李中，自行攜帶。（泰國電壓 220V，請自帶轉換器）
＊行程內容，食、衣、住、行為參考請以當地時間以及氣候為主，本公司亦保留前後上之調整，但絕不減少，敬請諒解。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請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遊覽車輛統一由國外派車，所以不保證為新車或一車到底不換車(現在為泰國旅遊特旺季,所以旅遊途中會有調度車量問
題,不便之處請見諒)
＊由於是旅遊旺季，所以旅遊途中常有，有時會延誤後面行程，請見諒。
＊現於旅遊旺季，景點、餐廳較多遊客，由於每個國家個人衛生習慣不同，請見諒。
＊若遇五星酒店，導遊和領隊需外宿，造成不便，請見諒。
＊行程所示之飯店、景點、餐食等所提供之圖片僅供參考。
＊若您未報名或報名超過 24 小時且未繳付訂金，本公司保留因匯率、燃油附加費、更改活動辦法等因素造成之調整售價的
權利且恕不另行公告，敬請見諒。
＊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清艙、企業同盟、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特惠活動，因此並不保證
同團旅客售價皆相同一致，一切以您報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因風俗民情不同，各國的素食者食材及習慣皆不同。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皆以蔬
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或遊樂園區內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生菜、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敬告素
食客人如前往東南亞地區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特別說明：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
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自費項目(價格僅供參考)：
SPA（精油按摩、藥草蒸氣浴、養生茶、綠豆湯） B.1600/PAX
SPA 去角質（原行程已有 SPA 精油按摩、藥草蒸氣浴） B.800/PAX
SPA（精油按摩、藥草蒸氣浴、美白去角質、牛奶浴、臉部天然保養護理） B.2500/PAX
泰式指壓（二小時） B. 600/PAX
藥草按摩（二小時） B. 1000/PAX
藥草按摩+精油（三小時）B.1200/PAX
藥草按摩 + 泡脚(两小時) B.1200/P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