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秘境爽泰度假海鮮 BBQ』吃到飽 5 日 
★泰國祕境～西昌島 Koh Sichang（熱播泰劇《愛與罰》和《彩像島女孩》拍攝地、

泰國人拍攝婚紗照聖地）：位於是拉差(Siracha)外海，一個距離曼谷僅僅 100 公里

的小島，可別小看這名聲不響亮的島嶼，她可是被英國的 The Guardian 旅遊網站

列為「世界十大蜜月島嶼之一」，與菲律賓長灘島同等級。這裡沒有擁擠的遊客，沒

有城市的喧囂，您可以在這里安靜地享受浪漫的情調生活。西昌島距離最近的陸上

行政區是拉差區約 12 公里，島上居民約 5000 多人，占地約 17.3 平方公里，從曼

谷市區到搭船碼頭只需要 90 分鐘左右，比起華欣的三個半小時，沙美島的 3 小時都

要來的近!!!芭提雅距離西昌島很近喲，不喜長途跋涉，想尋求寧靜與和平的，那麼

西昌島是不二選擇。 

 

 

 



 

 

 



 

 

 



 

本行程使用之飯店皆為四星+五星(保證入住一房一廳)之高級飯店，推薦飯店如下: 

春武里推薦飯店 

 

  



芭達雅推薦飯店 

 
芭達雅推薦飯店《精選 VILLA系列兩晚》 

入住房型可能為一大床之房型。 

 



曼谷推薦飯店 

 

 

 

【航班使用】(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航空公司 起程地 轉停城市 抵達地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長榮航空 BR-201 桃園機場 直飛 曼谷 10：20 13：05 

長榮航空 BR-202 曼谷 直飛 桃園機場 15：10 20：00 

長榮航空 BR-212 曼谷 直飛 桃園機場 12：10 16：45 

或 

航空公司 起程地 轉停城市 抵達地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833 桃園機場 直飛 曼谷 07：20 10：00 

中華航空 CI-831 桃園機場 直飛 曼谷 09：20 12：00 

中華航空 CI-834 曼谷 直飛 桃園機場 11：15 15：55 

中華航空 CI-832 曼谷 直飛 桃園機場 13：40 18：20 

 

航 班 資 訊 



 

 

 

第 一 天 

桃園機場／曼谷→The Baristro at Sriracha 純白質感咖啡館（網紅

打卡熱點、特別安排店長推薦 Black Coconut 椰子咖啡一杯）→孤

島神廟→日式飯店 Oakwood Hotel～飯店內 ONSEN 日式溫

泉、48樓 SKY BAR 無酒精飲料一人一杯、保證入住一房一廳

海景房 

今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團體櫃台，為您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

華噴射客機飛往有佛之國度之稱的泰國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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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aristro at Sriracha 純白質感咖啡館（網紅必打卡熱點、特別安

排店長推薦 Black Coconut 椰子咖啡一杯）】以走純白簡約風格又有質感的
咖啡館和民宿，受到一眾泰國文青喜愛，從清邁的總店開始，在泰國各
地已陸續開設了六家風格不一的分店，而距離曼谷最近的一家則是在席
拉差。店主也很了解年輕客群熱愛拍照打卡的心理，每一家分店都會有
一個獨特的角落供大家拍照，最代表 The Baristro at Sriracha 的是
一台放在室外的薄荷綠復古福斯休旅車，每逢到了節假日想和休旅車合
照還需要耐心等待呢。 
 
【孤島神廟】歷史悠久古老的一座廟孙，雖不是說特別的大但是據說有

許多的台灣人每年專程來這裡許願與還願(聽說很靈喔)，寺廟裡供俸的

是四面佛 ，記得如果您有來這裡許願記得要還願喔!!  
 

【ONSEN 日式溫泉】「在印象中氣溫只有熱、很熱和夭壽熱的泰國泡溫

泉！？」聽在某些人的耳裡可能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不過這間位
於 Oakwood Hotel Onsen 溫泉就是特地從北碧府 Wat Wangkanai 附近的

天然泉水池運送來這的，溫泉池泡起來的溫度很適中，即使在泰國這樣

子高溫炎熱的都市也覺得泡得很舒服。 
 

 

行 程 內 容 



【48 樓 SKY BAR 無酒精飲料一人一杯】夜幕低垂，在微風徐徐的空中，

遠眺璀璨春武里夜色，霓虹燈火宛如雲河，這樣一頓獨一無二的的感受。

每晚更有現場歌手演唱，悠揚的歌聲配上徐徐海風南洋的夜晚令人陶醉。 

餐  食 

（早餐）機上套餐（午餐）醉心泰式風味餐(200)（搭乘 CI831/BR201

飛機上午餐）（晚餐）海景泰式海鮮風味餐（每桌加送可樂 2瓶+礦泉

水 1瓶+啤酒 2瓶）(400) 保證活海鮮 

住  宿 
Oakwood Hotel and Residence Sri Racha(保證入住一房一廳海景房)

或同級 

第 二 天 

Oakwood Hotel→春武里碼頭（渡船約 30 分鐘）→泰國祕境～

西昌島（熱播泰劇《愛與罰》和《彩像島女孩》拍攝地、泰國

人拍攝婚紗照聖地）：嘟嘟車遊覽【石本頭公廟、母子斷崖海景、

五世皇柚木行宮遺址公園(贈送泰式奶茶一杯+小餅乾)、金沙灘

（玩轉香蕉船 15 分鐘、游泳圈、沙灘躺椅）】→搭船返回飯店

梳洗→芭達雅→泰國古式按摩（約 2 小時）→泰國史詩、少年

KAAN的奇幻冒險之旅（KAAN SHOW） 

【石本頭公廟】因為西昌島主要以漁業維生的關係，漁民出海捕魚總是
要祈禱平安歸來賺大錢，所以島上佛寺特別多，但有趣的是，早期這裡

有很多華人，所以寺廟上都到處都有中文字，感覺來到澎湖還是台灣的

小琉球。更吸引人的是寺廟擁有的風景，站在這個觀景台上，俯瞰整個
西昌島。各式各樣的漁船漂在遠處的海上，五顏六色層層疊疊的房屋錯

落在岸邊，樹木花草圍繞在身旁，多麼心曠神怡。 

 
【母子斷崖海景】坐在涼亭眺望日出日落海景的好地方，來這拍照絕對

逼格爆表。 
 

【五世皇柚木行宮遺址公園】小巧而精美的行宮是拉瑪五世花園，1893
年因為法國人佔領西昌島而被遺棄，這行宮已經在 1982年拆遷搬到曼谷

舊國會大廈旁。現在這裡還保留著歷經風霜的宮殿。海景、樹木、歷史

故居，可以說是愛與希望之宮的縮小版。人文與自然在這裡交匯，因此
很多泰國人也喜歡在這裡拍攝婚紗照。 
 

【白色柚木情人棧橋】整座棧橋以柚木打造，再以白漆粉刷。棧橋從碼

頭延伸到海上，白色的柚木加上海天一色海洋背景，這個場景可真超級
浪漫，更是泰國最夯 IG網紅打卡處喔。 

 



【百年柚木海景咖啡屋】這個咖啡屋的前身，可是五世皇避暑的行宮。

整座建築由柚木所打造，保留百年前的設計，現在開放讓觀光客入內，

點杯清涼飲品，面對著寬闊的海景，多麼浪漫愜意。 
 

【金沙灘 THAM PHANG BEACH（玩轉香蕉船 15分鐘、游泳圈、沙灘躺椅）】

這裡是海洋饋贈給人們的自由之所。零散的人們在海裡游泳，小孩在沙
灘上玩耍，海鳥在天上追逐海浪，時不時還有溫和可愛的小狗在沙灘上

撒歡。 

 
【泰國古式按摩（約 2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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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提醒】１６歲以下小朋友團費不贈送按摩項目，因此恕無法轉讓
或退費，特此說明！ 

 

【泰國史詩、少年 KAAN 的奇幻冒險之旅（KAAN SHOW）】由泰國傳統神
話文學啟發，將泰國民間故事、動作、電影特效、舞台表演、高科技技

術融為一體，結合震撼的聲光效果與國際水準的投影技術，創造出逼真

的奇幻景觀，為你呈現一場聲勢浩大的表演！整個表演沒有一句對白，
有的只是咿咿呀呀和身體語言，但大家都會明白故事大概是說什麼。 

 

餐  食 
（早餐）飯店享用（午餐）泰式風味餐(250)（晚餐）咖哩螃蟹泰式風

味餐（250） 

住  宿  SN CONNX HOTE或 PARAGON GRAND RESORT 或 CK RESORT或 同級 

第 三 天 

芭達雅－爽泰渡假莊園 8 合 1(遊覽度假莊園+泰國文化表演+

傳統泰服體驗+船遊水上人家+騎大象+搭乘馬車+水燈許願祈

福+潑水體驗) －乳膠寢具展示中心－四方水上市場(含舢舨

船) 

【爽泰渡假莊園 8 合 1】2018 年全新開幕的泰式莊園，您將感受到泰國

全新的景象，獨特的泰國文化氛圍和地道的生活方式。同時，您還可以

領略泰國六個地區超過 400000平方公尺土地上獨具一格的風土人情。濃

濃泰國風就是莊園帶來的感受，特別安排享用美味泰式料理、泰式傳統

服裝體驗，以及船遊水上市場，再來體驗泰國特有節慶宋干節與水燈節，

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還有可愛大象和馬車等著貴客蒞臨，這麼特別的旅

遊經驗，就是要讓您上傳照片打卡，羨煞親朋好友！ 

 



【乳膠寢具展示中心】橡膠是泰國重要的經濟植物之一，在觀光內不僅

能瞭解橡膠與乳膠的區別外，也對於您的身體健康、睡眠品質有一定的

幫助，枕頭、床墊，經久耐用，無毒，放鬆頸肩部肌肉、血管，給予頸
部和頭部最好的睡眠支撐，促進睡眠，提高睡眠品質，還可以防蟎抗菌，

滿足不同體重人群的需要，緩衝人體壓力，良好的支撐力能夠適應各種

睡姿。枕頭/床墊，經久耐用，無毒，放鬆頸肩部肌肉、血管，給予頸部
和頭部最好的睡眠支撐，促進睡眠，提高睡眠品質，還可以防蟎抗菌，

滿足不同體重人群的需要，緩衝人體壓力，良好的支撐力能夠適應各種

睡姿。 
 

【四方水上市場(含舢舨船)】結合農村文化藝術元素，融合鄉村文化木

雕風格的複合式水上市場，佔地 36800 平方公尺。有別於傳統丹能莎朵
歐式水上市場的長途拉車距離及其物價都以外國人價位喊價，四方水上

市場對觀光客而言不但更具特色，所售物品的價格也都是以泰國人當地

的售價，非常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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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泰式水上建築在迂迴的河道上，旅客可自費搭乘手搖

舢舨船，悠遊穿梭在水上五金商貨水果雜項商家，期間或有民俗傳統舞

蹈笙歌，木雕藝術敲打聲，好棒的巧思，把泰國傳統文化展現的是如此
多嬌。 

餐  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爽泰園內泰式帝王宴 

（晚餐）海中天百匯海鮮燒烤自助餐+飲料無限暢飲（啤酒暢飲 1小時）

（500） 

住  宿  SN CONNX HOTE或 PARAGON GRAND RESORT 或 CK RESORT或 同級 

第 四 天 
芭達雅－四面佛－閒逛 CENTRAL WORLD 曼谷世貿中心－曼谷

ICONSIAM河岸綜合購物商城－河岸碼頭夜市 

【四面佛】掌管人間的所有事情，故此其四面所求都不相同。四面分別

代表事業、感情、財富及健康。正面求事業、生意，左面求姻緣，右面

求健康，後面求財。另一方面，四面佛四面亦代表慈、悲、喜、捨。凡

是亯眾祈求升天必頇勤修這四種功德。據說四面佛喜歡的花有萬壽菊、

蘭花、玫瑰，故泰國通常用萬壽菊花、蘭花或玫瑰（愛情）去敬拜，分

別以順時針次序祭拜該神四面。還願方式可承諾以七色花、還願舞、還

願舞人偶、木雕大象（依願望大小）等答謝四面神，而亯眾許下的還神

的諾言，一定要清楚仔細，言出必行，意志就一定要堅定。 

正面祈求（功名：學業、事業、仕途等） 

第二面祈求（感情：愛情、人緣、親情等） 



第三面祈求（財富：正財（升職）、橫財（投資、賭博）等） 

第四面祈求（健康：疾病、安全、親友健康等） 

 

【CENTRAL WORLD 曼谷世貿中心】是泰國中央集團(CentralGroup)將原

世界貿易中心(WorldTrandeCen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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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World

於 2007 年初正式開幕後，將是東南亞最大的購物商場。Central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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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 ICONSIAM 河岸綜合購物商城】斥資超過 540 億泰銖打造，於今年

2018 年 10 月開幕，堪稱世界級豪華零售綜合商城。商場內除了有來自
世界各地的名牌精品，商場還招徠泰國 77個行政區之特色小販檔攤，由

小食、凍飲及甜品、熱炒及湯粉，以至特色的土產和手工藝都包括在內。

內更設有人工水道，部分檔攤會設置在船上，宛如一個市內的水上市場
一樣熱鬧。 

 

【河岸碼頭夜市】Asiatique 原先為泰國五世皇於 1900 年所興建的碼
頭，整修後於 2012 年重新開幕，保留了碼頭及倉庫的外觀，規劃為一區

商業區，吸引了眾多特色商家及餐飲業者進駐。河畔夜市有座摩天輪，

是 Asiatique The Riverfront 的地標。在夜市大吃一頓和血拼完之後，
可以搭乘摩天輪好好的看看曼谷的夜景，並為在這裡的夜晚畫下一個美

麗的句點。 

餐  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HOLIDAY INN國際自助餐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  宿 
曼谷優本那沙通酒店 Urbana Sathorn Bangkok（保證入住一房一廳）

或同級 

第 五 天 曼谷－機場／桃園機場 

專車前往蘇汪納蓬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離境手續後，搭機返國，結束

此次令您難忘的泰國之旅。 



餐  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機上套餐（晚餐）溫暖的家 

住  宿 溫暖的家 

 

 

 

 

1.成團人數：此為團體旅遊行程，10 人以上即可成行，並派領隊隨團服務。 

2.訂金金額：機位訂金 NT5,000 元/每人。 

(團體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

辦理退票) 

3.訂金繳交期限：經客服人員確認後 2 天內。尾款繳交期限：出團前七天或

於收到說明會資料之後付清尾款。 

4.證照資料繳交期限：出團前 10 個工作日。護照簽證自理者，出發當天未

帶有效之護照及簽證.....等至機場，導致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

及賠償費用需由旅客自行負責！ 

5.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

旅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並於報名時請告

知您的客服人員。 

6.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

棄，恕不另外退費，也不另行加收費用。 

7.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

順序變更增加餐食本公司不另行加價，如減少餐食，將退回餐費差價，敬請

見諒。 

8.其它：東南亞地區集體遺失護照甚多，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

最好分開存放。 

9.如遇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

行方式之權利。 

10.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

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11.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亯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

一切法條精神依據觀光局公佈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 

為您的旅遊品質把關，值得您的亯賴，也能讓您玩得放心 

願我們專業、親切的服務 帶您們走到地球每一個角落 都能留下歡樂、美麗的回憶 

§旅遊行程可以模仿 ◆ 服務品質難以複製§ 

 

注 意 事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