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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林永泰 0932-122933 周飛鵬 0939-143038 廖敏妃 0936-14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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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鼠來寶》曼谷芭達雅 6 日～東芭樂園、美斯樂小鎮、人魚海灣俱樂部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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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2020/01/24 

【星期五】除夕 
泰國航空 TG633 桃園國際機場 13:55 曼谷 16:50 

2020/01/29 

【星期三】初五 
泰國航空 TG632 曼谷 08:15 桃園國際機場 12:45 

 

行程內容 
 

第1天 桃園／曼谷 

期待已久的假期終於來臨，收拾起旅行包咱們準備度假去吧！我們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後跟隨美女或是帥

哥領隊一同出國。搭乘國際航班前往微笑王國之稱的泰國首都～曼谷。當地接待的帥哥或美女導遊們早已

經恭候各位嘉賓多時，不囉唆拿著行李趕快跟著與我們相處六天的帥哥、美女導遊走吧。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Bangkok Soi Soonvijai 或 曼谷 Modena Fraser 或 Mercure Makkasan 或同級 

早餐：X 午餐：X 晚餐：魔幻森林(中泰式) 

 

第2天 曼谷→芭達雅→美斯樂小鎮 10 合一(騎大象+馬車+釣鱷魚+長頸族+金三角泰北文化村+多樣水果

自助餐吃到飽+3D 博物館+風情園潑水節+水果巧克力養生合菜餐+放水燈)→ROYAL GARDEN 漫

遊皇家花園廣場→5 星 MYTT 下午茶(自助式)→美軍不夜城徒步區→泰式指壓 2 小時 

【美斯樂小鎮 10 合一】〈騎大象〉讓大象代步，森林田野象步悠悠享受泰國獨特情調。接著還有〈馬車〉

搭乘體驗，沿途有〈3D 美圖館物館〉可供參觀拍照、趣味刺激〈釣鱷魚〉、〈長頸族〉~少數民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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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殊的一族為長頸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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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隨著年紀的成銅圈越

加越高，直到結婚為止；〈泰北風情園〉園區主體建築是寬廣的潑水廣場，中央矗立著具有民族特色的聖

水壇， 您可以在這裡潑水狂歡，感受泰國新年的濃鬱氣氛。廣場北端的百米水渠可讓您敬拜水神，許願

祈福，〈放水燈〉，充分體驗泰國水燈節那迷人的浪漫和溫暖的親情；〈金三角＋贈送水果拼盤〉金三角

風情文化村，讓您更了解金三角少數民族及雲南國軍 93 師的血淚史！另特別也準備各式各樣熱帶水果，

榴槤、山竹、紅毛丹....等等(※因季節不同水果品項會有所變動)應有盡有供貴賓們自助享用。 

PS：因各人喜好不同，本公司各招待一次，貴賓們可自由參加，如不參加則視為自動放棄，亦不可請人代

替或要求退費。 

  

【皇家花園廣場】芭達雅市區最熱鬧的地方，讓您可在此自由逛街購物挑選您喜愛的牛仔褲、Naraya 曼谷

包及內衣，各種特色的手工藝品。趕緊把握機會到各個精品店去尋寶吧！逛累了不妨到中庭的咖啡 SHOP，

享受濃濃的咖啡香，無論 Espresso、Cappuccino 都風味獨具。 

  

【MYTT 五星飯店下午茶吃到飽】來到泰國享受高級的五星級下午茶，ＭＹＴＴ飯店有豐富的飲品之外，

另有二層的美味餐點點心，還可以到外面欣賞海景，跟著身旁的朋友一起來品嘗享受這悠閒浪漫的午茶時

光。 

【美軍不夜城徒步區 WALKING STREET】這是芭達雅由一條約 4 公里長而筆直的濱海道路所構成，在道

路的一側由旅館、酒吧、以及餐廳相毗連，它發揮了越夜越美麗的特性，將屬於南洋風情的五光十色夜生

活詮釋的絲絲入扣。一路上旅館、酒吧、餐廳與購物商場林立，遊客們可以在這裡找到各種露天酒吧，彩

色霓虹燈光讓不計其數的小酒吧更加迷人。 

  

【體驗泰舒活】正宗泰國古式按摩與中醫的推拿原理相近，經常按摩穴位也會舒筋活絡，對於全身肌肉長

期處於緊張狀態的現代人來說，力道重又切中穴位的泰式按摩，能讓您全身放鬆，抒解壓力。特別安排兩

小時的療程使你強身健體、神清氣爽。 

※註 1：16 歲以下的小孩因骨骼仍在成長階段，為避免影響，恕不提供本項活動，亦不可轉讓他人。 

※註 2：因項目為免費贈送，未參加本項活動之旅客不可要求退費或以其他自費活動或非自費活動要求補

償。 

※註 3：本按摩體驗活動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而導致無法提供，旅客不得向本公司要求任何

權利或賠償。 

 

住宿：M Pattaya 或Floral Hotel 或Amber Pattaya 或Centara Maris Resort Jomtien 或Hotel J或 Centre Point 

Pattaya 或同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園內用餐或住宿酒店用餐 晚餐：花雕雞傳奇(沙蜆鍋+澳門

骨煲+香蕉蛋餅+啤酒飲料暢飲) 

 

 

第3天 芭達雅→【黃金海岸人魚灣私人海灘俱樂部~當季新鮮水果+清涼椰子+冰毛巾（每人各 1 份）】

→七珍佛山+九世皇廟(萬佛寺)→東芭樂園(大象踢足球、射飛鏢、畫畫、打保齡球)→四方水上市

場(不含船) →古羅馬 COLOSSEUM 人妖秀(升等 VIP 座) 

【黃金海岸人魚灣私人海灘俱樂部】2018 年 9 月新開幕，位於東芭樂園對面的海岸上，是老外集中最多的

度假勝地。水上活動：①水上摩托車、②雙排香蕉船、③海上拖曳滑板。★每人限玩乙次，且不得轉讓。 

註：⑴海上拖曳滑板此項目身高未滿１５０公分的旅客俱樂部告知不能玩因怕手臂力氣不夠，可改水上摩

托車或香蕉船多玩一次（2 選 1）⑵對於年長老者不能玩或是不想玩上述三項一次性海上活動的貴賓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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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的為您安排「沙灘舒活腳底按摩３０分鐘」來替代（按摩小費４０銖，需自理）。⑶所有項目不參加

者，不可轉讓他人亦不可退費。 

讓所有遊客都能在廣闊的沙灘上好好享受大自然最佳的洗禮，盡興地體驗一下泰國式的海灣休閒時光。 

④獨木舟、⑤橡皮艇、⑥衝浪板 STAND UP PADDLE、⑦漂浮床、⑧滑浪板、⑨泳圈（甜甜圈）、⑩海上

溜滑梯、⑪海上陀螺、⑫海上彈簧床、⑬海上蝙蝠蹺蹺板。★不限次數，自由取用讓您盡情擁抱夏日。 

《休息區提供免費換衣及廁所，沖水洗澡每人２０泰銖》 

陸上活動： 

①專用木質躺椅：我們為您提供專用躺椅，可以躺在岸邊眺望眼前的大海讓您的身心好好的休息（座位須

由工作人員安排） 

②沙灘排球：大家一起組隊在沙灘上揮灑汗水享受年輕活力的激放 

③沙灘足球：您可以試試看在沙灘上踢足球，保證讓你香汗淋漓 

④沙灘飛盤：找幾個夥伴一起來玩沙灘飛盤，是不錯的沙灘運動 

⑤WI-FY：讓您在沙灘上也可上傳給親朋好友一同歡樂 

⑥休閒麻將：悠閒的時光可以找幾位朋友陪您試試手氣 

⑦休閒象棋：換換口味找個朋友陪您下盤棋來個腦力激盪 

⑧休閒撲克牌：悠閒時光來場牌技遊戲 

⑨休閒跳棋：找個朋友陪您來場跳棋遊戲 

⑩兒童專用戲沙玩具：讓您的小朋友也可在沙灘上開心推沙堡 

★上述陸上活動請自行使用設施。 

附註： 

▲本日請旅客自備泳裝、蛙鏡與膠鞋以防珊瑚刮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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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於離島或酒店泳池或海邊參與水上活動時，請注意自身建康及安全，參加水上活動時敬請穿救生

衣，患有高血壓、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60 歲以上年長者等恕不適合參加。 

因當地船家顧及安全上考量，而評估有旅客不適合參加的項目，請見諒！！ 

▲島上冰水請盡量勿飲用，保護您的腸胃。 

▲如遇當日風浪過大、天氣惡劣、船隻無法出海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黃金海岸人魚灣有權禁止遊客下

海遊玩，不便之處，尚請鑑諒。 

▲人魚灣有提供救生衣，所有遊客都須穿救生衣才可下水玩。 

◎泰國官方對於海灘環境汙染新規定：2018 年 2 月 1 日起嚴禁海灘抽菸行為，如遭依法取締則會有 10 萬

銖罰款或長達一年的逞處或雙法併行，請務必注意此新規定，避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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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芭樂園(大象趣味表演、民俗文化表演、蘭花園) 】佔地達六百英畝且景色秀麗的鄉間渡假勝地，園

內有精心設計的蘭花園。此處有兩場表演。其一為泰國傳統文化表演，節目包括泰國傳統音樂、舞蹈、婚

禮、出家儀式、拳擊賽與傳統戰場武技等，藉此可以一窺泰國文化之精隨要義。另一場是精彩有趣的大象

表演！ 

 【四方水上市場(不含船)】由泰國觀光局集合了泰國北部、東北部、中部及南部各地方特色名產的水上市

集，故名「四方水上市場」。這個水上市場對觀光客而言不但更具特色，所售物品的價格也都是泰國人當

地的售價，非常便宜！所以對於喜愛泰國特色紀念品及小吃的遊客，這裡可是必遊之地唷！來到這裡沿著

規劃的路線就可以盡覽泰國四方的特色，您可一路吃、喝、買、玩；四周商店上百家。 

 【古羅馬 COLOS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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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可看性高，節目結束後您可自由與他拍照(需付小費，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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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M Pattaya 或Floral Hotel 或Amber Pattaya 或Centara Maris Resort Jomtien 或Hotel J或 Centre Point 

Pattaya 或同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人魚灣自助餐 晚餐：HARD ROCK 或 AVANI 

自助餐 

 

 

第4天 芭達雅天壇大佛寺→真理寺→獨家安排國際連鎖喜達屋 5 星酒店自助餐→BIG C 購物→ 水門市

場→四面佛→霓虹夜市 

【天壇大佛寺】天壇大佛位於芭堤雅碼頭附近的山上，除了有氣勢澎湃的天壇大佛像坐鎮於此，寺內還有

許多金佛像，分別代表每週的一至七天的佛，信眾們可以拿香祭拜自己出生當天所代表的佛，為自己增添

好運，帶來光彩。大佛寺因位於制高點，所以風景特別好，尤其在黃昏時刻上山禮佛，還可以看到芭堤雅

的絕美日落及無敵海景，一舉兩得。 

【真理寺】用巧奪天工形容芭達雅的真理寺絲毫不過分，這座純木質結構的建築，最高處達 105 米，建築

內部的每個角落，布滿精美的雕塑，任憑雨打風吹、戰爭洗禮，始終屹立在春武里府的海岬上。這座寺廟

的建築，由一位富商出資建造，三十幾年過去，直到如今都未完全建造完畢，內部分佈有天堂、地域、父

系、母系、月亮、太陽和星星七大部分，完整地體現了泰國哲學中對生命、輪迴、宇宙和烏托邦的觀念，

是了解泰國文化不得錯過的地方之一。 

【Big C 超市掃貨】是一間本土的連鎖大賣場，有點類似台灣的大潤發，你可以在這裡，買一些台灣吃不

到的各類泰式重口味的零食或醬料，帶回台灣送人自用兩相誼，Big C 不但價格便宜而且幾乎都有大包裝

的，買起來只有一個"爽"字能形容。 

【水門市場】是平價服飾以及配件的量販中心，有泰版五分埔之稱。此處原先為市場，現在改建為購物中

心大樓 The Platinum Fashion Mall(白金購物中心)，但人們仍習慣稱此處為水門市場。 

【四面佛】四面神，又稱四面佛，意為梵王。梵王是印度婆羅門教主神。泰國各地以至泰人住家院庭內多

有設置。四面佛在泰國被稱為有求必應佛，位於泰國曼谷市中心愛侶灣大酒店面前，它是泰國最靈驗的四

面佛，是泰國香火最旺的佛像之一，不但受到泰國民眾的信仰尊崇，它神奇的靈驗也吸引著東南亞佛教國

的信徒，每年專程前來膜拜。有的來還願，有的來許願，所以每天香客絡繹不絕，香火鼎盛。四面佛位於

伊拉旺神祠中，供奉的神像高約 4 米，前後左右有四副面孔，分別代表慈、悲、喜、舍四種梵心，凡是祈

求升天者必須勤修這四種功德。神像擺放在工藝精細的花崗岩神龕內，正襟危坐，全身金碧輝煌，四面都

是同一面孔、同一姿態。這尊佛像原是印度婆羅門教主神之一梵天，乃是創造世界的神，法力無邊。泰國

各地包括住家庭院內多有設置。而以此處香火最為旺盛，從早到晚周圍擺滿了鮮花和香燭等貢品，還可以

聘請穿傳統服裝的少女起舞歌唱。注意事項：拜四面佛要順時針方向逐面拜。 

【霓虹夜市】位在水門區，是個交通便利、離 BTS 站算近的夜市，很多好逛好吃的攤位，各種新奇的飲料，

在地點心小吃都能在這裡吃到爽，吃完還可以逛逛部分賣生活雜貨的區域，當作飯後消食也不賴哦！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Bangkok Soi Soonvijai 或 曼谷 Modena Fraser 或 Mercure Makkasan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飯店自助餐 晚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第5天 搭船遊（大皇宮＋玉佛寺＋臥佛寺＋鄭王廟）→CENTRAL WORLD→曼谷新地標: 昭拍耶河畔

ICONSIAM(暹邏天地) →白蘭花號 夜遊湄公河（19:00 集合） 

【搭船遊（大皇宮＋玉佛寺＋臥佛寺＋鄭王廟）】泰國曼谷的大皇宮與玉佛寺，是兩個相連景點擁有金碧

輝煌的各式建築，更有許多泰國的歷史文化故事在裡頭。玉佛寺是泰國皇室進行宗教儀式的聖地，每年會

根據熱季、雨季、涼季三季變換的時間，由泰國國王或王子親自為玉佛更衣換服，以示尊敬保佑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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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壯觀的大皇宮曾是泰國皇室居住地點，著名的拉瑪四世(也就是安娜與國王周潤發飾演的國王)，也曾居

住於此地。曼谷大皇宮座落在湄南河東岸，四圍有長達 1900 米的圍牆，嘟嘟車將沿著白色長長的圍牆，

帶您一睹富麗堂皇的神聖宗教建築！ 

【Central World 曼谷世貿中心】是泰國中央集團(Central Group)將原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nde Center)收購

後重新改裝，把世界貿易中心一分為三的商場，重新劃分六大區，總計將有 500 家商店進駐、兩家百貨公

司、50 多家餐廳、21 個電影院，加上一個保齡球館，整座 Central World 於 2007 年初正式開幕後，將是東

南亞最大的購物商場。Central World 總面積 83 萬平方公尺，不算飯店和會議中心，整個綜合購物中心約為

55 萬平方公尺，占地廣闊。主建築請來美、德籍建築師擔綱設計，有別於舊世界貿易中心稍嫌昏暗的空間，

整座商場外牆是長達 300 公尺、號稱全泰國最長的玻璃牆，白天引進自然光，讓商場顯得更明亮寬闊；夜

晚商場內的燈光透過玻璃將成為該商圈的注目焦點，外牆架設超大 LED 螢幕，為靜態的建築增添更多變

化。  

【暹羅天地 Icon Siam】曼谷新地標暹羅天地 IconSiam 位於曼谷昭披耶河河畔，設計靈感來自於河岸，包含

了泰國人民對河的敬意，包含以芭蕉葉制成的泰國水燈和泰國傳統祈福的 Baisri，設計師以傳統泰國吉祥

物的線條為靈感，以當代抽象藝術體現曼谷 IconSiam 建築外觀之美。曼谷 IconSiam 包含 3 棟建築物，以玻

璃水燈形狀做設計，外觀則以延伸 300 米長的藝術玻璃帷幕打造。此靈感源於傳統泰式布料，由特別定制

的玻璃打造，在建築外點綴出巧妙的褶邊，就像用布料包覆最有價值的主建物，是最美、最奢華的中心，

獨一無二的絕美設計新地標。SookSiam 幸福暹羅獨占 15,000 平方米空間，匯聚了全泰國 77 個不同省份的

時尚服飾、手工藝品以及當地名產等，讓海外遊客能在此體驗泰國各地特點，宗旨是將幸福的 7 個不同維

度：魅力、有趣、興奮、創意、友誼、傳承與希望匯聚在一起。 

【白蘭花號夜遊湄南河】泰國曼谷白蘭花號夜遊湄南河花兩個小時欣賞湄南河從傍晚到夜晚的迷人景色，

一定是你不可錯過的。白蘭花號從 River City 碼頭出發途徑拉瑪一世橋、鄭王廟、大皇宮、拉瑪八世橋然

後回程以及欣賞現場樂隊表演、經典泰國舞蹈及人妖秀表演。在整個行程中你還可享用到以泰式美食為主

的國際美食，白蘭花號讓你的行程兩全其美。 

之後回飯店，享受五星飯店內的設施。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Bangkok Soi Soonvijai 或 曼谷 Modena Fraser 或 Mercure Makkasan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晚餐：昭披耶河公主號 Buffet 

 

 

第6天 曼谷／桃園機場 

揮一揮手該是說 Bye Bye 囉，我們期待與您再一次邀約。當然！也為這美妙的泰國之旅畫下個美妙句點。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享用或打包 午餐：X 晚餐：X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 46,800 元 (團費可刷卡 45,600+小費(現金)1,200 元)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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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說明 

(A)團費包括 

1. 契約責任保險新台幣$200 萬意外身故險+意外險醫療新台幣$20 萬 

   (依據觀光局『國外旅遊契約』第九條第五款中規定，特別提醒每一位參加團體的貴賓，不要忘了自行

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2. 機場稅+燃油稅。 

3. 國外司機、導遊領隊小費、行李小費。 

4. 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5. 泰國簽證規費。 

(B)費用不包 

1. 新辦護照費新台幣$1,400 

 

簽証說明  

(A) 護照新辦須準備： 

1. 凡 14 歲以上須附身分證正本 

2. 舊護照 

3. 半年內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需露耳露眉）兩張  

**請避免使用快拍** 

4. 請提供緊急聯絡人及家裡連絡電話各一 

5. 如有改名請附戶謄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男性如退伍請附退伍令正本，如身分證有備註役別

可免退伍令；男性如免役請附免役令正本 

6. 未滿 14 歲(未領身分證者)請附戶口名簿正本 或 戶謄正本，及監護人（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7. 未滿 18 歲，須附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父母的婚姻關係正常的情況下），如父母離異請

附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以及戶謄一份（須備有監護人歸屬） 

(B) 首辦護照者應備： 

1. 請本人攜帶身分證正本及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需露耳露眉）

兩張，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認證" 

  2.  將戶政所給的紙本資料及身分證正本交由代辦旅行社即可 

    3. 如有改名請附戶謄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男性如退伍請附退伍令正本，如身分證有備註役別 

    可免退伍令；男性如免役請附免役令正本 

    4. 未滿 14 歲(未領身分證者)請附戶口名簿正本或戶謄正本，及監護人（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5. 未滿 18 歲，須附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 

(C) 泰國簽證應備： 

1. 護照正本 

2. 清晰一比一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影本勿書寫文字，條碼文字清楚） 

3. 護照規格兩吋彩色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兩張，需露耳、露眉 

   **請勿與護照、身分證同張** 

4. 十八歲以下沒有身分證申請者，可附上戶口名簿影本或者半年內戶籍謄本正本 

 

萬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879 號  旅品北 471 號 

台北 (02)25602277  服務團隊：范振發、魏綺年、吳健智、林永泰、賴宜慧、魏亦璟 

許富宗、楊素文、葉茂盛、楊秀紋、許容豪、歐陽蓉蓉 

桃園 (03)3372226   服務團隊：廖敏妃、周飛鵬、曾春蘭、李佳霖 

新竹 (03)5900338   服務團隊：鄭麗麗、鄭麗琴、申瑀婕、彭明洪、曾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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