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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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麗麗 0928-794118 申瑀婕 0963-971936 許富宗 0933-736263 楊素文 0933-165185 葉茂盛 0932-909267 許容豪 0937-713388 

【新春鼠來寶】 

泰北雙城記、森林渡假村、典藏金三角、湄登大象學校五日(無購物) 

【特別企劃】 

 

SIBSAN RESORT & SPA MAETEANG 森林度假村：位於 Amphur Mae Tang，度假村被熱帶花園所環抱，除

了提供舒適的住宿環境，在其建築結構上都是使用了結實的柚木所構成，有著濃濃的泰式風情，在渡假村

裡，時間彷彿慢了，視野也開闊了，還有什麼能比身處於此的氛圍，還值得讓您更直接感受，所謂旅行的

美好? 

 

聖獅公園(遊園車)：在這裡可以看到最美麗的泰北田園風光，是休閒田園遊的好去處。公園一望無垠的園

區內根據地勢的高低不同分為花園、果園、茶園、養殖場、稻田、湖泊等多個不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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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金三角湄公河遊船：前往泰﹑緬﹑寮三國領土相銜接的地方，以(湄公、美塞)兩河的交匯，成為自然國界。

您將於此處搭乘長尾船遊覽湄公河，含上寮國島，觀看兩岸人民生活情形。 

  

 

  

龍坤藝術廟(白廟)：結合傳統與現代創作的藝術塊寶，展現泰國國寶級藝術家的創意，也是清萊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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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邁藍廟：建於佛歷 2437 年，被當地人稱為藍廟，歷史可比清萊著名的黑廟、白廟還要久遠哦！ 

  

 

湄登大象營三合一(騎大象、大象表演、牛車遊)：來一趟叢林之旅吧，精彩大象表演，您親身體驗騎大象

絕妙的情趣與鄉間的牛車之旅與竹筏漂流感受，更有聞名的少數民族等著迎接您的到來。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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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環保紙世界(手作書籤)：這是一個互動式的小世界，您遇見的這些五花八門的商品，都是非常具環保

意義的，特別安排您動手作作看，讓我們一起更貼近還保，一起愛護地球。 

 

 

雙龍寺：又名素貼寺，是泰國的一座上座部佛教寺廟，位於清邁府的素貼山上，距離清邁市 15 公里，是

遊客的熱門目的地。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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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介紹】 

Grand Vista Hotel Chiangrai 

★酒店免費提供無線網路 

擁有獨特的現代蘭納風格酒店，位於 Changgrai Muang 的 Robwiang，座落在 Central Festival Shopping Mall 購

物中心的對面，位置非常適合前往清萊知名景點，如清萊夜市坤藝術廟、聖獅公園、週六和周日步行街。 

 
  

Wintree City Resort Chiangmai  

★酒店免費提供無線網路 

酒店地理位置優越，毗鄰購物區尼曼明路和 3 公里處的馬雅購物中心，尼曼明路是清邁餐館和購物商場的

中心地區，讓您除了住宿的舒適之外更因這座城市而提供給您泰北美食和探索當地購物的絕對體驗而應證

清邁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城市，由蘭納王國時期即是如此，是幸福平靜和文化豐饒的城市。 

http://www.gogo88.com.tw/
http://www.grandvistachiangrai.com/#home
http://www.wintreecityres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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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OTEL CHIANG MAI NIMMAN JOURNEYHUB  

★提供免費無線網路 

2019 年全新開幕全球連鎖酒店，酒店位於小巷弄中，可以享受靜瑟的居住環境，但又毗鄰購物區尼曼商圈

僅 1.3 公里之遙，生活機能完善。 

http://www.gogo88.com.tw/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4F8-%E8%AF%BA%E5%AF%8C%E7%89%B9%E6%B8%85%E8%BF%88%E5%AE%81%E6%9B%BC%E8%B7%AF-journeyhub-%E9%85%92%E5%BA%97-/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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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泰國酒店官網所公佈的備有 FREE WIFI 等相關訊息，提醒國人當做參考就好，因泰國人向來做事較慢，

如遇到機器損毀也不會即刻處理，國人出國旅遊還是自備 WIFI 較妥當。 

9.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團員或領隊進行

分房（但無法保證）。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足單人房價差，

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三人一室均為加床房型，加的昰行軍床或沙發床，且加床會使房

內走道使用空間縮小，請悉知。且房間一但預訂後恕不接受當地臨時變更，敬請見諒。 

 

10.2017 年 04 月 05 日泰國政府公告：泰國新安全帶法規今日開始強製執行，乘客不戴安全帶立即罰款 5000

銖，適用於任何公共車輛，請各位旅客上車後能注意遵守，若遇安全帶有故障的狀況，請立即告知隨行的

領隊協助處理，在此謝謝各位旅客的配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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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因泰國人烹飪蝦類料裡皆為半熟，故您在使用海鮮餐時如有蝦類，為考量國人飲食習慣及身體抵抗力與

泰國當地人大不同，強烈建議國人，用餐時請勿吸食蝦頭。 

13.外國遊客禁止攜帶電子煙入境泰國，如被發現最高可被判 10 年有期徒刑或者 50 萬泰銖的罰款！ 

14：受中國非洲豬瘟疫情影響，泰國各大機場口岸禁止攜帶中國豬肉製品入境！香腸臘肉，入關被檢查到

罰款 20 萬泰銖望各位朋友互相轉告！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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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叮嚀：團體旅遊行程著重在集體活動遊覽，誠請各位貴賓遵守團體集合時間，以保障所有參團旅客的

共同權益，感謝您的配合。若旅客因自身因素未能及時參加所排定之行程者，視為自願放棄該行程權利，

不得要求退費或任何補償。 

 

航班時間 TOP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20/01/26 

〔星期日〕 
BR257 長榮航空 台北(桃園) 清邁 07:15 10:30 

2020/01/30 

〔星期四〕 
BR258 長榮航空 清邁 台北(桃園) 11:35 16:30 

 

機場資訊：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台中航空站 

行程安排 TOP 

 

第 01 天 桃園／清邁～大象環保紙樂園～藍廟～森林渡假村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泰國第二大城市～清邁。 

 

清邁：建成至今雖有七百多年，可惜許多古蹟卻多有殘破，同時亦還保留有許多的文化遺產，又有《藝

術建築之寶殿堂》的稱謂；城內名勝古蹟遍佈，林陰小街，曲徑幽深，廟宇，寶塔林立，護城河水清見

魚游，碧波盪漾，煞是宜人。 

大象環保紙世界(手作書籤體驗)：這是一個專門回收大象便便並再製成紙的互動體驗式的主題公園，旨在

宣傳生態和諧及傳達善用再生或替代資源，以減少森林砍伐和減緩地球暖化的環保概念。在這裡，遊客

可以跟隨景區導遊慢慢觀賞八個造紙體驗區，分別為清洗、高溫殺菌、晾乾、染色、曬乾…等八個步驟，

讓您可以深入瞭解與親手體驗造紙過程(原料已經消毒殺菌處理)，是個寓教於樂的獨特行程。在此特別為

貴賓安排 DIY 手作書籤讓您可以帶回家作紀念喔！ 

藍廟：建於佛歷 2437 年，被當地人稱為藍廟。歷史可比清萊著名的黑廟、白廟還要久遠哦！對於黑廟、

白廟這類藝術遊覽聖地來講，清邁藍廟就像藝術化的偉大佛教廟宇！在藍天白雲下的藍廟更加的雄偉壯

麗，而黃昏時更增添了一股神祕的氣息，就像一座色彩豐富的美麗圖畫盡收您眼底。 

森林度假村：享受飯店設施及芬多精 Sibsan Resort & Spa Maeteang 渡假酒店位於 Amphur Mae Tang，被熱

帶花園所環繞，提供豪華的別墅，整個飯店結構都是很結實的柚木所構成的，很有泰式風情。每間房均

配有免費無線網絡連接和平面電視。其他設施包括一個室外游泳池和一個 spa 中心。酒店還擁有一個設備

齊全的健身房和圖書館。整體來說飯店散發著悠閒及放鬆的氛圍，儼如深山裡的村莊，一所所小屋被樹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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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oyuan-airport.com/
http://www.t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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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包圍，加上游泳池，遠眺風景如畫，不時更會有大象經過，絕對能讓住客有一個寧靜、特別、放鬆的

假期。 

★鑒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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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X  （午餐）綠圃餐廳中式合菜 B.250  （晚餐）度假村餐廳泰式風味餐(4-6 人/桌)B.650 

住宿： Sibsan Resort & Spa Maetaeng, Chiangmai  或同級旅館 
 

第 02 天 
清邁～湄登大象營(騎大象、坐牛車、大象表演、長頸族村)～(車程約 3.5 小時) 

龍坤藝術廟(白廟)～鐘塔廣場～清萊夜市 
 

 

湄登大象學校： 

給各位貴賓來一趟叢林之旅三合一，首先來到大象學校於此參觀工作人員在訓練大小象的工作的情形。 

★大象表演：參觀工作人員在訓練大小象的工作的情形並觀看他們所安排的精彩大象表演，大象現場作

畫表演，欣賞可愛大象自由隨性揮灑表演獨創的繪畫天份。 

★體驗騎大象：絕妙的情趣，穿越叢林，體會古代皇帝用以代步座騎大象，品味越野情趣，此乃是人生

一項難得又絕妙的回憶。 

 

★牛車體驗：牛車是昔日鄉下農家的交通工具，隨著時代的進步已早被淘汰和遺忘，但在這裡您可看到

或親自享受時光倒流，體驗一下鄉間的牛車之旅，您會感到格外的新奇有趣。 

★長頸族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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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坤藝術廟(白廟)：由泰國名藝術家–查仁猜師父,花五年多時間所建泰國風格的龍坤藝術廟，裡面的藝

術精品全都是查仁猜師父及其徒弟們所創造出來的；廟堂外觀裝飾鏡子碎片，山形窗則裝飾著 Nagas、大

象及傘等形狀。內部有查仁猜師父手繪的巨幅佛像壁畫。此廟結合傳統與現代創作的藝術塊寶，展現泰

國國寶級藝術家的創意，也是此地的新地標。 

車遊鐘塔廣場：鐘塔自 2009 年落成以來，就成為了清萊市區最醒目、最金碧輝煌的地標。白天，全部以

金黃色打造的鐘塔在陽光照射下閃耀著奪目的光彩，到了晚上，投射燈自下而上照射在塔身之上，呈現

出一種靜謐莊嚴的氣氛，特別的是每天晚上約 7 到 9 點整點，這裡都會上演聲光秀，搭配清萊之歌的音

樂背景，鐘塔會隨著燈光幻化成不同顏色，也是清萊這個城市另外一種特別的蘭娜風情。 

清萊夜市：走進清萊夜市，您會發現怎麼跟您印象中的夜市不同?沒錯!在清萊夜市不如國內夜市未分門別

類，清萊夜市對於衣物、紀念品與手工藝品都是以區塊劃分，您不會在所購得的衣物上聞到不屬於衣物

的氣味，您更可以在散策之餘體驗到屬於清萊人隨興的生活模式。當然當您逛累了的同時夜市外也有通

體舒暢的按摩店值得您探訪與體驗。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象園自助餐  （晚餐）河畔泰式餐 B.500 

住宿： Grand Vista Hotel Chiangrai  或  The Mantrini Chiang Rai  或  Phowadol Resort & Spa Chiangrai  或  The 

Heritage Chiangrai  或同級旅館 
 

http://www.gogo88.com.tw/
http://www.sibsanresort.com/
http://www.grandvistachiangrai.com/
https://www.mantrini.com/en-gb
http://www.phowadol.com/
https://heritagechiangrai.com/
https://heritagechiangr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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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 天 
清萊～金三角國家公園(船遊湄公河+寮國島)～鴉片文史新館～聖獅公園～(車程約 3.5 小時)

清邁～泰式指壓(全程 2 小時) 
 

 

金三角國家公園：乘長尾船遊覽湄公河，觀看兩岸人民生活情形，含上寮國島參觀；順路探訪清盛

古城，後繼前往泰、緬、寮三國領土相銜接的地方，以湄公、美塞兩河的交匯，成為自然國界。 

鴉片博物文史館新館：此館展現了鴉片的來歷，非法毒品的衝擊，並提供給學者研究及探討，深具教育

意義。“金三角”這三個字本身就會讓人聯想起此處是鴉片及海洛英的量產地，毒品的製造、毒品的交

易、邊界、內戰、軍隊、警察及走私。在 1988 年，斯里娜加琳達皇太后(當今泰皇之先母后)，在泰國最

北部開始發展“DOI TUNG”計畫，力求改善泰國金三角居民的生活，結束他們對罌粟花謀生的依賴。幾

年後，皇太后，又進行另一個計畫，就是教育人民鴉片在金三角及世界各地的來歷以及幫助人民參與抗

戰非法犯賣毒品。目地是要讓所有的人了解麻醉性藥物及非法毒品。這不只是住在金三角國界人民所要

面臨的嚴重問題，也是世界各地人民所該關注的問題。 

聖獅公園(含遊園車+每人一瓶礦泉水)：以休閒、旅遊為特色的農場，面積超過 3000 英畝。農場的入口處

有一隻五公尺高的金色聖獅，造型很可愛，週邊就是好大一大片草地，讓由遊客以不同的角度與姿勢留

影，在這裡可以看到最美麗的泰北田園風光。公園一望無垠的園區內根據地勢的高低不同分為花園、果

園、茶園、養殖場、稻田、湖泊等多個不同區域，還圈養了幾隻長頸鹿和斑馬；在這裡，遊客既能欣賞

到上百個品種的熱帶花卉，品嘗生態有機的水果蔬菜，也能跟園區內的各種動物嬉戲打鬧。 

 

聽說很多日本的知名煎茶和台灣烏龍茶，其實都是從這裡生產的！還有不少的泰國連續劇在此取景喔！

其中，深受台灣歡迎，到現在還經常在電影台上播出的泰國電影下一站說愛你，劇中知名的男主角 Ken，

他先前所拍攝的蜜色死神(Majurat See Nam Pueng)電視劇，那美麗的茶園場景，就是在這裡拍攝的。 

HEALTH MASSAGE 泰式指壓(全程約 2 小時)：泰國古式按摩與中醫的推拿相近，經常按摩穴位也會舒筋

活絡，特別安排近兩小時的療程使你強身健體而且神清氣爽，讓您在精采刺激的一天活動後可以有完全

放鬆自己愛護自己的享受！ 

註：16 歲以下小孩無法安排按摩，因擔心骨骼還在成長階段。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RIMKHONG 泰式料理 B.250  （晚餐）謝桐興中式料理饗宴 B.500 

住宿： Wintree City Resort Chiang Mai  或  Novotel chiang mai  或  Holiday Inn Chiang Mai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 04 天 
清邁～雙龍寺～遊蘭娜古城之旅(建都三王紀念像、大塔寺、水果大街)～網紅甜點店(冰淇淋每

人一份)～1 號尼曼商場～馬雅百貨～清邁 
 

 

雙龍寺(單程上行電梯)：為素貼山上著名的佛教避暑勝地，此廟座落在海拔 1053 公尺的高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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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們

為了怕讓人搶走，便決定將舍利放在白象上，由白象選擇一處可以建寺供奉舍利的福地，白象隨意遊蕩，

便在雙龍寺的現址趴下，人們就建了舍利塔，又由於山路兩旁有兩隻金龍守護，所以叫《雙龍寺》。 

註：雙龍寺每逢週末及泰國假日，即會設有交通管制，無法使用遊覽車入內，若逢管制期間，則改換乘

http://www.gogo88.com.tw/
http://www.wintreecityresort.com/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4F8-%E8%AF%BA%E5%AF%8C%E7%89%B9%E6%B8%85%E8%BF%88%E5%AE%81%E6%9B%BC%E8%B7%AF-journeyhub-%E9%85%92%E5%BA%97-/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4F8-%E8%AF%BA%E5%AF%8C%E7%89%B9%E6%B8%85%E8%BF%88%E5%AE%81%E6%9B%BC%E8%B7%AF-journeyhub-%E9%85%92%E5%BA%97-/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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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排車上山，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蘭娜古城之旅：從古城三王銅像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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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護城河往南方向前進，到達城堡區停車步行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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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娜古城之旅。 

網紅甜點店(冰淇淋每人一份)：來到清邁絕對不能錯過時下最火紅的冰淇淋店。除了手工冰淇淋外，店內

的裝置藝術與大型人偶，更是讓人相機快門停不下來的喀喳喀喳按，讓我們一同來感受不一樣的青邁吧。 

1 號尼曼商場：集合了藝文、娛樂、餐飲、購物為一體的商場新寵兒，進駐品牌有 Butterfly、Panpuri、Outfit 

of the Day 等時尚潮牌，也引入了知名美食品牌至美食區，如 Fin Seafood、Som Tam Udon 等等林立許多品

牌名店，One Nimman 更打造了 One Street Food Market，標榜在一條街就能體驗五十多種知名餐廳，將所

有泰式有名的餐飲品牌聚集於此，從美味的泰國道地菜餚、甜品、小吃等那可是應有盡有，快來清邁體

驗截然不同的購物風潮吧! 

馬雅百貨： 

★HERB BASICS 護膚品牌：到泰國怎能錯過選購當地 CP 值高的芳療(香)產品呢?標榜天然成分占比高於

化學成分的護膚品牌包含洗髮精、護手霜、香皂、按摩用精油等，尤其有以防蚊液最為出名，如果您也

有興趣，在這裡可千萬別錯過喔! 

 

★DHARA DHEVUI 法式平價甜點：您可自費前往消費這家高貴不貴且多元化的法式甜點，有 Tiramisu、

Cantaloupe、Eclair，當然這麼多種類中最受到歡迎的則是馬卡龍，口味也不外乎是泰式奶茶、芒果糯米飯、

茉莉花、香茅與榴槤口味最具泰國特色的，想當然爾也可以做為手信，讓您的親朋好友們也可以感受到

法式甜點的無窮魅力。 

 

★NARAYA 曼谷包：您再也不需要在各景點的周圍尋找款式不齊全的曼谷包囉!在馬雅百貨裡一應具全的

款式，讓您細細挑選。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創意有機料理 B.550  （晚餐）音樂景觀餐廳 B.600 

住宿： Wintree City Resort Chiang Mai  或  Novotel chiang mai  或  Holiday Inn Chiang Mai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 05 天 清邁～機場／桃園 

 

 

專車前往機場，搭乘客機返回台灣，結束難忘泰北清邁五日之旅。 

註 1：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當地交通狀況為準。 

註 2：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

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機上輕食   

住宿： 溫暖的家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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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6 長榮航空 BR257 桃園機場 07:25 清邁機場 2020/01/26 10:35 

2020/01/30 長榮航空 BR258 清邁機場 11:35 桃園機場 2020/01/30 16:35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 43800 元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20,000 元) 

費用說明 

【團費包括】 

1.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2.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車資。 

3.新台幣$200 萬履約責任險+意外險醫療新台幣$20 萬 

4.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5.國外導遊、司機、領隊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 

 

簽証說明 (A)有護照（六個月以上）報價已含簽證費 

(B) 泰國簽證 請準備 

1.護照正本 

2.身份證雙面影本 

3.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彩色 6 個月內近照相片（頭頂至下巴需 3.2-3.6 公分，不可戴眼鏡）2 張 

舊護照 

未滿 18 歲須附監護人身份證正本 

未滿 14 歲無身分證者請附戶籍謄本一份 

 

http://www.gogo88.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