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1 原居地  曼谷  
Hometown Bangkok 

抵達曼谷素萬那普機場（BKK）後，請統一到 2 樓 3
號門與導遊會合，由專車送往酒店休息。 
（ 免 費 接 機 時 間： 11:00AM- 次 日 02:00AM（ 每 2-3
小時出車一趟），僅限素旺普機場；抵達廊曼機場即
Don Muang Airport 的客人須自行前往素旺普機場與
導遊會合送往酒店 , 若需專人派車前往廊曼機場接機
2-3 人需另付 USD$50/ 車 / 趟，不含導遊）
※ 曼谷酒店要求 14:00pm 後 check in，早到的客人請
耐心等待。
住宿 Hotel：Miracle Suvarnabhumi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Day 2 曼谷 —芭提雅

Bangkok - Pattaya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參觀金碧輝煌的【拉瑪皇朝大皇宮】，是曼
谷王朝壹世王至八世王的王宮。【玉佛寺】寺內供奉
泰國第一國寶，亦是世界最大的翡翠玉佛，此乃各國
遊客必到之地，相當於中國故宮。團友入內參觀須注
意佛國禮節，不可舉止無禮穿著隨便。隨後參觀【皇
家珍藏寶物館】，現代皇帝用的用品及貢品，用黃金
雕琢成的桌椅、餐具、衣服等，必定令您大開眼界。
之後乘車前往芭提雅。之後免費體驗 1 小時的泰式古
法按摩（注：不適用於 15 歲以下小童）。
住宿 Hotel：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或同級
Visit：Rama Dynasty Grand Palace、Jade Buddha 
Temple、Royal Treasures Museum

Day 3 芭提雅
Pattaya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從芭堤雅海灘【乘快艇】30 分鐘左右到離島 --
【格蘭島】，您可自費參加水上活動，如水上摩托車、

6/9 天
暹羅之戀·千佛泰國風情悠閒遊
6/9 Days Thailand Value Tour

$99起
6天團週二、四抵達曼谷
9天團週二抵達曼谷

★拉瑪皇朝大皇宮：金碧輝煌的建築，美輪美
奐的繪畫、精細精美的雕刻，都是一流藝術
品的精萃雲集。

★大皇宮：彙聚了泰國的建築、繪畫、雕刻和
裝潢藝術的精粹。深受各國遊人的讚賞，被
稱為“泰國藝術大全”。

★芭堤雅：以陽光、沙灘、海鮮名揚天下，被
譽為“東方夏威夷”。

★格蘭島：又稱可蘭島、珊瑚島或者金沙島，
是芭堤雅海灘外最大的島嶼，這裏有蔚藍的
大海，潔白鬆軟的沙灘，潔淨純透的水質，
海底還有許多珊瑚和熱帶魚，故稱為珊瑚島。

★親身體驗：帝王式騎大象、60 分鐘正宗泰
國古法按摩、泰國風情園親身體驗傳統潑水
節及水燈節。

★（僅限 9 天團 THACNX）清邁：曾是鄧麗
君生前最愛的地方，這位奇女子把生命的最
後一刻留在了這裡。這座小城安靜，淡雅，
空氣乾淨清新，呼吸就像在親吻戀人的臉頰。 
來清邁，體驗曾經蘭納王國的獨特文化歷史，
細嗅這朵清雅的泰北玫瑰。

★特色風味美食：曼谷摩天大樓 76-79 國際自
助餐、泰國水果無限食、泰式料理等

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全程入住泰式精品酒店(兩人一間)，所列餐食和景
點門票，專業中英文/粵語導遊，旅遊巴士。
Hotel Accommodation, Admission Fee & Meals as 
Indicated in Itinerary, English/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oach

國際機票及稅項，曼谷—清邁機票及稅，旅遊保險，
簽證費，自費，小費，私人消費，因不可抗拒原因引
起的額外費用。 International Air Tickets & Tax, 
Bangkok-Chiangmai One-way Ticket and Tax, 
Travel Insurance, Visa Fee, Compulsory Programs, 
Tipping, Personal Expense, Any Extra Costs Out of 
Control

* 小童費用適用於 2 至 17 歲小孩，不佔床小童須與兩成人同房且不含早餐。

未含費用  Fare Exclusion包含費用  Fare Inclusion

6 & 9天團（THA & THACNX）：摩天大樓中日西泰自助餐76-79樓 • 曼谷旋轉觀景眺望臺94樓 • 
芭提雅熱帶水果園（時令水果任食） • 泰國風情園 • 3D藝術館 • 亞洲夜市
僅限9天團(THACNX Only)：清邁—白廟 • 黑廟 • 大象訓練營 • 蘭花園 • 雙龍寺

團號
Code

成人
Adult

小童 *
（不佔床）

Child NO Bed

小童 *
（占床）

Child w/ Bed

單人房差
Sgl Supp

指定自費
（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導遊小費
（大小同價）

Tipping

THA $99 $169 $229 $270 US$170 US$60

THACNX $299 $149 $299 $410 US$330 US$90

Prices in AUD per person

** 指定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 , 連同團費與小費一起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pre-pay with tour fare and tips)

曼谷—芭堤雅—曼谷—（9 天團）清萊—金三角—清邁
Bangkok-Pattaya-Bangkok-(9 Days)Chiang Rai-Golden Triangle-Chiang Mai

2019 出發日期 
2019 Departure Dates

標記橙色的日期為 9 天團（THACNX）出團日期
月份 週二抵達 週四抵達
4 月 2，9，16，23，30 4，11，18，25
5 月 7，14，21，28 2，9，16，23，30
6 月 4，11，18，25 6，13，20，27
7 月 2，9，16，23，30 4，11，18，25
8 月 6，13，20，27 1，8，15，22，29
9 月 3，10，17，24 5，12，19，26
10 月 1，8，15，22 3，10，17，24
11 月 TBA TBA
12 月 TBA TBA

拖曳傘、香蕉船、海底漫步等，讓您享受上天下海的樂
趣。之後參觀【東芭樂園】，這是一座複合式文化村，
園中有人工湖，樹木蔥籠，鳥語花香，景色如畫。園內
有兩場表演極為精彩，遊客不可錯過。就屬「大象表演」，
踢足球、跳舞、拔河，人與大象融為一體，其樂融融，
表演後餵食大象。在【泰國風情園】內親身體驗泰國最
大的傳統節日 --【水燈節】及【潑水節】氣氛。接著前
往【席攀水上巿場】，占地 36900 平方公尺，因其融
匯了泰國東部、西部、東北部及南部四個區域水上巿場
的特色而成名，水上巿場裏水路緃橫，水面上木樓別具
風格，在此可吃到來自泰國各地的風味小吃及特產。 

拉瑪皇朝大皇宮 
Rama Dynasty Grand Palace



特約旅行社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erms & conditions & lia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Great 
Wall Travel Tour Agreement Form.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itinerary 
and prices without prior notice.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長城假期」旅遊協議書。我們保留最後更

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24 MAY 2019

備註 Remarks

◎行程只適用於美、加、澳、歐華人。 
◎小費及指定自費需要在出團前與團費一并支付。 
◎遊客須全程跟團，若中途脫團，須補離團費用USD$150/人 /天，
門票及其他費用恕不退回。
◎無床兒童不含酒店早餐，請具體諮詢酒店兒童用餐規定及標準
◎行程中均有購物安排，為遊客介紹當地特色產品，如有興趣可自
行購買，我公司絕不強迫客人購物，但客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
店參觀。
◎在不可預測或根據實際情況，本公司保留對行程次序或酒店做合
理調整之權利。

爭相綻放，其中不乏有名的品種，如萬代蘭、紫羅蘭、
蝴蝶蘭等，五顏六色很是養眼，拍出的照片色彩飽滿，
十分好看。這裡還有一個小型的蝴蝶園，能看到各種
漂亮的蝴蝶在花叢中翩翩起舞的景象。午飯後參觀手
工藝村，晚上前往清萊酒店休息。
住宿 Hotel：Golden Pine 或同級
Visit：Elephant Training Camp、long neck's 
people、Orchid Garden

Day 8 清萊—清邁
Chiang Rai - Chiang Mai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前往泰緬邊境小城美賽及金三角。您將領略到
邊境地區的熱鬧景象，並能夠在那兒選購邊境熱門商
品。參觀【金三角鴉片文史館】參觀，世界上唯一一
所鴉片歷史博物館，泰王室出資，耗時 13 年建造了這
座博物館，講述了鴉片發展相當完整的歷史，其中包
括中國的鴉片戰爭，也有關於金三角的內容，通過展覽，
或許你可以認識到禁毒是多麼的重要。參觀著名的【白
廟】，位於泰王國清萊府，是由泰國的知名藝術家
Charlermchai Kositpipat 出錢出力、設計建設的，這
棟充滿現代化風格的佛寺廟堂外部裝飾著鏡子的碎片，
山形窗邊則裝飾著 Nagas（多頭蛇和幽冥世界之神祇） 
以及大象和傘等形狀。內部有 Khositphiphat 手繪的
巨幅佛像壁畫。這些建築、用雕塑詮釋了佛教的含義、
佛教的精華、佛教的智慧。除了佛教，還看到了其他
宗教的影子和人物，表現出佛教的包容與博大。【黑廟】
黑廟也叫黑屋，是泰國藝術家設計 Thawan Duchanee
建造的私人博物館，黑廟的外部是由柚木建造。黑屋
博物館搜集了大量關於死亡、地獄的展品，把遠古時
代的獸骨，原始民族的獵殺工具，古董和標本等，用
現代藝術手法融合成各種藝術品。
（可自費參加推薦項目：遼國離島村 USD30/ 位，夜
間動物園 USD30/ 位）
住宿 Hotel：Grandview /Furama 或同級
Visit：Golden Triangle opium History Museum、
white temple、Black Temple、Islands village in Liao 
Dynasty USD30P.P（at your own expense）、Night 
zoo USD30P.P（at your own expense）

Day 9 清邁   原居地  
Chiang Mai Hometown  ( 早餐  B)

早餐後送機，結束愉快之旅！
（免費送機時間：05:00AM - 12:00PM）

住宿 Hotel：Hotel J Inspired Pattaya 或同級
Visit：Glan Island、Nong Nooch Village、Thai style 
park、Xipan Waterside Market

Day 4 芭提雅—曼谷
Pattaya - Bangkok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參觀芭提雅珠寶博物館。之後【四面佛】，四
面佛被稱為“有求必應”佛，佛像有四尊佛面，分別
代表婚姻美滿、事業有成、健康平安、財運享通。 據
說四面佛很靈驗，所以許多遊客到此許願。午餐後前
往【綠野仙蹤騎大象】，騎著富貴象，穿越叢林、翻
山涉水，感受古代皇帝用以代步的交通工具，別有情趣，
保證讓您留下人生難得又絕妙的回憶。參觀【熱帶水
果園】，數十種熱帶水果榴櫣、山竹、紅毛丹、木瓜、
鳳梨、西瓜等數十品種無限吃。之後乘車返回曼谷，
參觀土產店，欣賞著名的【人妖表演】，人妖巨星各
個美麗野豔，堪稱女人中的女人，輪流表演中、韓、越、
印、泰等流行歌曲，節目結束後，還可自由和這些佳
麗們拍照。             

住宿 Hotel：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 或同級
Visit：Four sided Buddha、The Wizard of Oz rides an 
elephant、Tropical fruit garden、Shemale show

Day 5 曼谷
Bangkok

 (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前往皮革中心，之後參觀【蛇園】，園內有過
百種不同類型的蛇，你們可以欣賞各種精彩表演。隨
後前往【KING POWER 免稅店】自由購物。接著登上
【曼谷摩天大樓 360 度觀景臺】，全曼谷最高的大樓，
可觀看到整個曼谷的景色。午餐後參觀【3D 藝術館】
曼谷 3D 博物館內有寬敞的展廳，展示出不同的 3D 圖
畫。探訪客人可以根據館內貼有的箭頭找到最好的角

度融入到圖畫之中，製造各種有趣的效果。最後去往【亞
洲夜市】，自行品嘗當地美食，是日晚餐自理。
住宿 Hotel：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 或同級
Visit：Snake garden、Bangkok Skyscraper 360 
Degree Observation Deck、3D Art Gallery、Asian 
Night Market

6 天暹羅之戀·千佛泰國悠閒遊 (THA)

THA（6 天團）的客人，在第 6 天早餐後統一送機，
結束愉快旅程。
（免費送機時段 : 當天 05:00AM-12:00PM （每 2-3
小時出車一趟 )，僅限素旺普機場）
For 6 -day Tour members, on Day 6, transfer to 
airport for flight back home. Airport pickup time: 
5AM ~ 12PM(depar t ever y 2~3 hours), Suwanp 
Airport only.

Day 6 曼谷   清邁  
Bangkok   Chiang Mai

  ( 早 / 晚餐 ) 
(B/D)

早餐後送機，統一送到曼谷素萬那普國際機場，飛往
著名的旅遊城市 - 清邁 (CNX)。由專車接機，自理午
餐，之後參觀佛教避暑勝地【雙龍寺】，是一座由
白象選址、皇室建造，充滿傳奇色彩的廟宇，傳說
有位錫蘭高僧帶了幾顆佛舍利到泰國，其中一顆在蘭
納第六個王的寺廟供奉了 13 年，他為了想讓自己的
百姓也能夠供奉佛舍利，所以就讓 4 位小兵跟隨自
己的白象尋找聖地。大象一直往現在的素貼山，就
在現在所看到的塔處停下，然後白象死了。王就建
立塔在這裡，讓他的人民也可以供奉釋迦牟尼的舍
利。又由於山路兩旁有兩隻金龍守護，所以便叫做
“雙龍寺”。晚上享用泰舞蹈晚餐後回酒店休息。 
※ 注：機票自理，請訂 10:00AM - 14:00PM 之間抵達
清邁國際機場的航班。
住宿 Hotel：Grandview /Furama 或同級
Visit：Shuanglong Temple

Day 7 清邁—清萊
Chiang Mai - Chiang Rai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前往清邁著名的【大象訓練營】，我們還將
安排您觀看泰國的象徵 - 大象的繪畫和舞蹈表演，並
且零距離與大象接觸，如同古暹羅的戰士一般，奔赴
前線。chokchai 大象園大象較多，觀賞性強，周圍風
景漂亮。【長頸族】長頸族人以脖子長為美，孩子從
5-6 歲起，就在脖子上套銅圈，一年一個銅圈，使脖子
拉長。最長頸者脖子達 70 釐米。洗浴時，長頸人只能
把稻草塞進銅圈內拉鋸般擦洗。【蘭花園】蘭花園是
一座怡人的蘭花農場，數十種形態各異的蘭花在園中

綠野仙蹤騎大象 
The Wizard of Oz Elephant Riding

四面佛
Four-sided Buddha

芭提雅
Pattaya

白廟
White Tem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