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邁美食饗宴 超值輕旅行五日 
【全程 NO SHOPPING】 

泰國第二大城市清邁，亦是鄧麗君最鍾愛的城市，更曾獲選 Trael+Leisure雜誌 2016

年全球最佳旅遊程是第二名。作為蘭納王國的故都，散發著迷人的古典氣質。氣候涼

爽，四季百花爭艷，是東南亞著名的避暑旅遊勝地，被稱為《泰北玫瑰》。 

超熱門旅遊景點及夜市美食一次全到位，暢遊清邁景點、體驗體驗當地獨有的特殊文

化。 
 



 
 
 
 

【清邁溫崔城市度假村(WINTREE CITY)】 

酒店地理位置優越，毗鄰 Nimmanhaemin Road 購物區和 Maya Shopping Mall 購物中

心，可以輕鬆前往享用美妙的蘭納美食並探索當地購物體驗。為了享受夜生活，酒店提

供前往夜市的免費班車服務。 

酒店供有 168 間客房和復式套房融合了現代、豪華和蘭納文化，提供舒適的床和設備齊

全的客房設施。酒店全天營業的餐廳，提供國際，中式和泰式自助餐。 
 

【清邁富麗華酒店(Furama Chiang Mai Hotel)】 

坐落於中央商務區的外圍、清邁的北部，典雅的 17 層樓四星酒店，鄰近政府辦公處、知

名的清邁大學和城市娛樂地帶。所有客房布置皆融入了別緻而現代的泰式風格，加以清

邁多元的文化，提供您在清邁住宿齊全的設備與設施。在每一間客房內均可一覽素帖山

或充滿活力城市的全景風

貌。 

 
   

飯 店 介 紹 



 

【古廟巡禮】 

  藍廟、打銀廟、素帖孝(雙龍孝)、參與供僧儀式 

【美食饗宴】 

  Riverside 河濱餐廳(遊船晚餐)、蘭納帝王晚餐 

【動物零距離】 

  湄登大象學校、夜間動物園 

【清邁泰好逛】 

  瓦洛洛市場 Warorot、清邁夜市(Night Bazaar)、週六夜市、週日夜市(草根市集)、尼

曼商圈 

 

【巡禮泰傳統～車遊蘭娜古城】 

來趟古城之旅，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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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著名孝廟之一的「帕刑孝」，經過古城的西門(花園門)，順著護城河往南方向前進，到

達城堡區停車拍照或品嘗水果；續帶您經過南門，清邁南門傳統市場，再次進入古城，

到達大塔孝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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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之旅。 

 

 



【湄登大象學校 MAE TAENG ELEPHANT CAMP】 

☆騎乘大象：享受古代貴族騎象出遊的感覺，體驗翻山涉水，幾分驚險刺激的鄉野情趣。 

☆大象學校：精彩大象表演，現場作畫表演，欣賞可愛大象自由隨性揮瀷表演獨創的繪

畫天份。 

☆乘坐竹筏：觀賞寧靜的山谷河川，及周圍叢林美景。 

☆牛車之旅：親自享受時光倒流，體驗一下鄉間的牛車之旅。 

 

 

 

 

 

 

 

 

 

 

 

 

 

 

 

 

 

 

 

 

 

 

 

 

 

 

 

 

 

 



 

航 程 航空公司 航 班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去 程 長榮航空 BR-257 桃 園 清 邁 07:15 10:30 

回 程 長榮航空 BR-258 清 邁 桃 園 11:30 16:30 

 



 

第一天 桃園清邁錯覺藝術館瓦洛洛市場寶格利人妖秀(夜間

VIP)渡假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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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孙，寶塔林立，護城河水清見魚游，碧波盪漾，煞是宜人。 
 

【錯覺藝術館(Arts In ParadiseE)】世上最大 3D 藝術館（又稱「天堂藝術」），

是清邁首間幻覺美術館，由韓國人 Jang Kyu Suk 投資 6000 萬泰銖建立並

運營。該新建的 3D 藝術館，共三層，規模堪稱世界最大，擁有逾 130 幅 3D

牆上繪畫，其中亮點包括陸地動物、海底世界、滅絕動物、沙漠，以及舉世聞

名的法老墳墓。館內的繪畫有創造性、富想像力、色彩絢爛多彩，以互動的藝

術形式發散遊客思維，激發大眾想像力。 

【瓦洛洛市場（Warorot Market）】位於古城的東北邊，是清邁最大的市集

也是清邁的唐人街，建築風格與曼谷的唐人街類似。瓦洛洛市場分為三層樓，

水果、拌手禮、美食、便宜的衣服、包包應有盡有。當中最受歡迎的當然是清

邁特產，炸豬皮、泰北香腸、水果乾、香草茶等。 

早期瓦洛洛市場是皇室的火葬場墓園，直到西元 1909 年 Dara Rasmi 公主返

鄉後決定將皇家火葬場及墓園搬移至松達孝。隔年治理清邁的國王(第八任國

王)將此地規劃為市場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有了瓦洛洛市場這個稱號。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珍寶餐廳烤鴨風味+烤乳豬 (餐標 350)   

晚餐：王府泰式帝王宴+椰子每人一顆 (餐標 400) 



住宿：WINTREE CITY 或 FURAMA 或同級 

第二天 藍廟 WAT BAN DEN 湄登大象學校【綠野先蹤騎大象、參觀

大象表演、竹筏、牛車】古式按摩 渡假村/酒店 
 

【藍廟】本名叫做 Wat Ban Den(班頓孝)。建於佛歷 2437 年，因為外表的主

色調為藍色被當地人稱為藍廟。歷史可比清邁著名的黑廟、白廟還要久遠哦！

建築風格融合蘭納和緬甸風格，藍廟與白廟的純色打造不同，它在藍色調的基

礎上又添加了粉、綠、紫等色彩鮮艷的雕塑。對於黑廟、白廟這類藝術遊覽聖

地來講，藍廟就像藝術化的偉大佛教廟孙！在藍天白雲下的藍廟更加的雄偉壯

麗，配上精美繁複的木質雕刻與閃閃發光的金箔，其絢麗的色彩真的就像一個

美妙的海底世界。 
 
 

 

 

 

 
 

【湄登大象學校(Mae Taeng Elephant C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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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觀看他們所

孜排的精彩『大象表演』，大象現場作畫表演，欣賞可愛大象自由隨性揮瀷表

演獨創的繪畫天份。你可自費購買香蕉、甘蔗犒賞辛苦表演的大象們喔!!也可

以購賣一張天才大象明星的繪畫，為保育大象盡一份心力囉!!隨後將您親身體

驗『叢林騎大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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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體驗農家樂『坐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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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賓們別忘了！ 在您享受歡樂時光的同時，記得給與為您辛苦服務的象夫、
牛車夫及船夫的一些實質上的鼓勵吧 



【古式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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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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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16 歲以下小孩無法孜排按摩，因擔心骨骼還在成長階段。 
 

早餐：飯店內      午餐：象園自助餐    晚餐：THE GOOD VIEW 

住宿：WINTREE CITY 或 FURAMA 或同級 

 

第三天 供僧活動(可自由參加) 清邁農夫市集(Jing Jai Market)尼

曼商圈(文青潮街)雙龍孝(素帖孝)打銀孝週六夜市

渡假村/酒店 
 
【供僧活動】泰國是禮佛國家，對僧侶敬重之極，故此在社會上的地位非常重

高，當地人一般認為向僧侶施贈生活用品和糧食(稱為布施)是一種功德，儲起

的功德越多福報就越大。在清邁這個孝廟之城當然不例外，每天清晨6時左右，

古城區的僧侶都會聚集在清邁門附近布施，不妨也感受一下這個傳統習俗。 

※泰國僧侶不可以直接接觸女性，否則僧人的道行便會化為烏有，女性供僧時

請謹記留意。 

※因應個人宗教信仰，採自由參加方式，可參加供僧活動亦可純拍照參觀。請

於領隊通知之時間、地點集合搭車前往~~ 

清晨化緣步驟(過程都要求脫鞋赤腳，神態莊重，精神集中，不苟說笑，不得

嬉笑輕佻)： 

 預先準備供僧物品(供僧沒有葷素忌，糯米飯、餅乾、飲料、湯等食物皆可) 

 僧侶會在大街小巷裡穿梭化緣 

 把佈施食物放入到僧侶的托缽中 

 脫掉鞋子、雙手合十並跪下，閉上眼睛許個願。 

 靜靜聆聽僧侶為您誦經祈福。 

 



【農夫市集(Jing Jai Market)】Jing Jai Market 的有機農市 Farmers Market 逢

星期六、日在一個固定的有蓋場地舉行，是清邁小農將時令農產品作販售或製

作食物銷售。而文青市集 Rustic Market 每個星期日出現，地點就在農夫市集

旁邊的空地走文青風格，有擺賣創意手作雜貨，甚至有理髮檔和 live band。 

市集內貨品種類多元化，主要包括：生鮮食物、水果、蔬菜、日雜用品、服裝

鞋帽、清邁傳統銀飾、棉紡織品、禮品、五金器具、木材製品、手工藝品、書

籍、圖卡、文具、現磨咖啡、糕點糖果、熟食、飲料等。 

 
【尼曼商圈】在一條條的巷弄之間，有著各式各樣的餐廳和特色咖啡廳隱身其

中，再加上些漂亮的精品服飾店和熱鬧的酒吧，新潮與傳統的混和。尼曼路是

由北往南的一條馬路，北端與 HuayKaew 路相接，往右邊則是單數巷的 1 巷

(Soi 1)、3 巷(Soi 3)...垂直的發展，左邊則是雙數巷的 2 巷(Soi 2)、4 巷(Soi 4)

下去，最南邊連接到清邁大學。 

 尼曼路 1 巷(Soi 1)：精品服飾店、小豬木雕店、玩味十足(特色傢俱)、MIX Restaurant 

& Bar。 

 尼曼路 3 巷(Soi 3)：Guu Fusion Roti & Tea(特色甜點)、Ristr8to - Specialty 

coffee(人氣咖啡店)、Minimalist(雪紡圍巾) 

 尼曼路 5 巷(Soi 5)：添好運茶餐廳、Librarista (結合圖書館和咖啡廳)、Healthy B Caf

é（以健康為宗旨的咖啡廳） 

 尼曼路 7 巷(Soi 7)：Kao Soy Nimman（改良式泰北黃咖理麵） 

 尼曼路 9 巷(Soi 9)：Wawee Coffee（泰北非常有名的咖啡連鎖店）、RUSH BAR、 

 尼曼路 11 巷(Soi 11)：Memo Niaman 水果冰淇淋、 

 

【雙龍孝(WAT PARTHART DOI SUTHEP)】又稱素帖孝，是不可錯過的清邁

重點孝廟，它是一座由白象選址皇室建造，充滿傳奇色彩的廟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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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供奉舍利的福地，白象隨意遊蕩，便在雙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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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護，所以稱作

雙龍孝。是清邁人一生一定要去參拜一次的孝廟，其位置可以居高臨下俯瞰整



個清邁市，是素帖山上著名的佛教避暑勝地。 

※註：雙龍孝--自 2014 年 9 月起，每逢週末及泰國假日，上山設有交通管制，

遊覽車無法行駛，團體若有卡到，將孜排搭乘雙排車上山或行程前後調整。 

【素攀孝(Wat Sri Suphan)】又稱銀孝。建於 1502 年，因為有一座全銀器打

造的佛殿而聞名，2004 年開始打造，從廟名、告示牌、路標、佛座、天花板、

牆面、地板等，都是用銀和錫，純手工一敲一槌所打造而成。這座全銀色的佛

殿，只有裡面供奉的佛像不是銀色，晚上在燈光照射下，銀殿顯得更為美麗。 

【週六夜市】這條清邁的 Wualai road(挖來街)也就是有名的打銀街，整條路

上幾乎可聽到打銀聲，帄時是馬路但在週六的時候會進行封街，從下午

1700-2300 整個約一公里長街道擺滿了各種攤販，有吃、有喝、有衣服、有

飾品、有工藝品、有創意小物….等，多到你看到眼花撩亂、買到手痠、走到

腳斷，買的超過癮! 

 

 
 

 

 

 

 

 

 

 

 

早餐：飯店內      午餐：向日葵港式料理飲茶自助餐 (餐標 400)   晚餐：謝桐興中式

餐+烤乳豬 (餐標 500) 

住宿：WINTREE CITY 或 FURAMA 或同級 



第四天 嘟嘟車精彩清邁古城(蘭納古城)之旅(嘟嘟車遊:建都三王紀念

像＋大塔孝＋水果街) 半日自由活動集合共用晚餐後前

往夜間動物園晚上可自行至酒吧或夜市享受清邁夜間生活

娛樂 
 

【清邁古城】建於 1296 年，呈四方形，每邊城牆長約 1.5 公里，至今仍保留

著部分老城牆和完整的護城河。作為清邁的老城區，它不僅是泰國重要的文化

遺產之一，也可以說是清邁最令人著迷的地方。古城的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有

城門，其中東邊的塔佩門（Tha Pae Gate）保存得最為完好，也是古城的一大

地標，連接清邁新城的沿河地區和老城區。西門通往綠樹成蔭的清邁大學及素

貼山。  

遊覽清邁古城的最佳方式是漫步，或租一輛腳踏車前往各處的孝廟都很方便，

還能鑽進大街小巷中去感受綠蔭蔥翠的老城區及當地人的生活。如果你著迷於

孝廟的歷史、文化和建築，清邁古城是不容錯過的旅行地。不妨沿著

Ratchadamnoen 路走一走，可以逛到許多孝廟，而清幽的孝院環境還會給你

帶來些許清涼。  

 

 



【嘟嘟車精彩清邁(蘭納)古城之旅】孜排各位貴賓乘來趟古城之旅，起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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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廟之

一的帕刑孝，經過古城的西門（花園門），順著護城河往南方向前進，到達城

堡區停車拍照或品嘗水果，再經過南門，清邁南門傳統市場，再次進入古城，

到達大塔孝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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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嘟嘟車市區觀光之旅。 

※註：搭乘三輪車，請旅客自費車夫小費，每台泰銖 50。 

 

【夜間動物園】位於素貼山下，是泰國最大的動物園。動物園利用肉食動物喜好夜晚

活動的特性，開闢了夜間遊覽項目，坐上觀光車，可以近距離觀察獅子、老虎、熊、野

狼等動物，會是一次難得而又刺激的經歷。  

建議在日落前抵達動物園，進去後先繞著天鵝湖在美洲虎小徑走一圈，可以看到優雅美

麗的白天鵝、淘氣好奇的浣熊，甚至還有美洲獅等動物。  

之後返回大門口去觀看老虎秀，除週三外每天 17:30-18:00、19:30-20:00 各有一場，週

五、週六和節假日 20:30-21:00 多加一場。另外，晚上六、七點左右還有人妖歌舞秀，

十分熱鬧。  

接下來就是夜間遊園的重頭戲了，需要乘坐觀光車去看動物。觀光車分為泰語解說和英

文解說兩種，其中英文版的出發時間為 18:50、19:30、20:30、21:30 和 22:00。上車前

可以買一些切好的蔬菜、水果，每份 30 泰銖，屆時可以用來喂動物。  

看完夜行動物出來，還能看到精彩的鐳射水舞燈光秀，給你的動物園之行畫上圓滿句號。 

 

 

半日自由活動(敬請自費、自行前往) 

A. 返回酒店內休息並享用飯店內的下午茶 

B. 自行前往古城區舒壓按摩或 SPA (推薦：Health Lanna Spa、Oasis Spa) 

C. 自行前往古城區或河畔區享用下午茶和美食 (推薦：Fern Forest Café、

Into the Woods Café、Iberry Garden、SP Chicken) 

D. 自行前往古城區或尼曼商圈購物 (推薦：Maya 百貨、清邁大學商圈、清邁

量販超市) 

E. 自行前往塔佩國際泰拳體育館欣賞泰拳秀 



【舒壓放鬆 SPA】 

【Health Lanna Spa】位在泰國清邁古城的中心。您可以感受到真正泰北傳統文化（蘭

納王國文化）的氣氛，還能夠體驗到正宗的泰北蘭納王國的養生保健項目。 

水療中心設有 20 間貴賓房，37 位貴賓保健護理床位，另外設有 75 張按摩床位，分男女

賓客更衣區域。可以通過水流按摩浴缸和蒸汽三溫暖來進行壓力緩解和精神放鬆，也可

以通過延長項目時間達到更好的保健效果。 

【Oasis Spa】知名的連鎖 Spa 店，體驗一下地道的泰式 Spa：獨特的芳香精油在身體暈

開，按摩全身，放鬆肌肉，緩解疲勞，滋潤每一寸肌膚。輕輕地閉上眼睛，想像自己輕

鬆愉悅的在一間芳香四溢的房間內，感受大把精油灑在肌膚上，頭背肩頸，甚至步行千

里的足底，都交給專業的按摩師，任其用輕柔指法做舒緩按摩。 

【優閒下午茶】 

【Fern Forest Café】由私人豪孛改建而成，隱身清邁古城內，茂密植被裝飾環繞，彷彿

身處雨林之中，特別悠閒寧靜。白色獨棟建築上頭爬滿青綠藤蔮，戶外種滿蒼翠繁茂的

植物和錦鯉池。店主人擁有自家咖啡園，咖啡品質受到良好控管，現煮咖啡奶泡打得細

膩，無論黑咖啡或拿鐵都很出色。 

【Into the Woods Café】以著名百老匯歌劇《Into the Woods》(魔法黑森林)命名的 Caf

é。店內充滿木造裝潢、動物擺設、及牆上壁畫透露的森林氣息。店主因喜歡童話故事，

在曼谷住了一段時間後回到清邁開了這間 Café，將夢想和興趣融入事業。店內的招牌咖

啡同樣稱作「Into the Woods」，表面鋪着一圈圈的蜜糖，乍看很像《小熊維尼》故事會

出現的飲品。 

【Iberry Garden】於 1990 年創立，第一間店在清邁創立，陸陸續續到現在，泰國已經

擁有 15 間分店，每間的裝潢風格都不太一樣，變成是泰國很適合熱門的知名冰品店。

iberry 最有名的就是手工冰淇淋！冰淇淋口味多達 50 幾種，如果想要看有什麼口味先到

官網瞧瞧。 

【SP Chicken】店家提供烤肉和泰國料理，而招牌菜當然是 SP CHICKEN 的烤雞。雞肉

加入蒜片同烤，外皮香脆而不油膩，雞肉卻仍是油潤多汁。 

【瘋狂購物趣】(FREE  SHOPPING) 

【Maya 百貨】於 2014 年開幕，位於尼曼商圈的心臟地帶，集所有好吃、好逛、好買，

旁邊還有手作市集，同時也是清邁最有年輕活力的百貨公司。 

【清邁大學商圈】清邁大學北邊、交通繁忙的 Huaykaew Road，從 MAYA 百貨公司開

始，陸續興起許多商城、商圈，目前以 MalinPlaza 為中心的清邁大學商圈最為成熟，海

港概念城則是新興的購物商場。 

【清邁量販超市】BIG C 就如同台灣的大潤發、家樂福、愛買之流的大賣場，不僅有大型

超市，同時結合各類餐廳、服飾與藥妝店。清邁的 Big C 位於清邁機場南方，距離較距離。 

沿著 Hangdong Road 同一條路上，有知名連鎖大賣場 Tesco Lotus。古城北方也有一家

Tesco Lotus，遊覽北邊傳統市場時，也可順道前往拜訪。 



【週日夜市】位於清邁舊城區的中心點，以塔佩門（Tha Phae Gate）為起點，沿著拉查

當農恩路（Ratchadamnoen Road）及附近的幾條岔道，延伸約 1 公里。市集有很多小

吃：涼米線、糕點、炸春捲、海鮮炒飯、烤雞腿、烤雞蛋餅、烤肉串及各式水果冰沙、

古早椰奶冰淇淋等。手工藝品也相當多，無論是做工細緻、顏色豔麗的香甹雕花，還是

造型獨特或畫有複雜花紋圖案的漆木盒子，都是送禮、自用兩相宜的佳品。也會有藝術

表演，偶戲、舞蹈、音樂為大宗，是否給予小費完全自主。週日市集的一大特色就是，

這裡的每一個地方，每一處角落，都是市集的一部分，甚至包圍了幾座孝廟，不妨進去

看看，這是完全不同的體驗。 

【清邁夜市(Night Bazaar)】位於清邁最熱鬧的昌康路（ Chang Klan Road ），在這裡

能買到價格優惠的手工藝品，富有少數民族與泰式傳統風情的服裝飾品，如十字繡的衣

物、手工編織的包包、染上五顏六色的泰絲，都是清邁夜市必買的物品。 

【酒吧喝一杯】 

【Myst Maya】位於 Maya 購物商場頂樓賞景帄台旁，為上下二層的圓頂造型建築。Maya

頂樓規劃成酒吧聚集的戶外廣場 Nimman Hill，Nimman Hill 聚集數間特色酒吧，然成

為清邁型男靓女的聚集地。Myst Maya 除了室內 Live Band 區域之外，外面還有一大塊

的露天座位區。另一個最大特色則是提供豐富多樣化、令人眼花撩亂的調酒飲品，是一

間噱頭十足的酒吧。 

【WARM UP CAFÉ】在 Warm Up 能享受三種不同風格的夜店型態，一區半開放式的 Live 

Band 表演場地，Outside Stage 可選擇坐著聽現場演唱、喝酒聊天、用餐品嘗佳餚。另

一區為單純的用餐聊天座位區 Lounge Room。往內走就是名符其實的夜店區域 Main 

Room，也有樂隊的現場演唱，氣氛更 High。店內除了啤酒、雞尾酒、烈酒外，也有一

般的軟性飲料、果汁。 

※建議準備好護照 copy 備查用 

【泰拳秀】泰拳是泰國的國粹，亦是刺激的武術格鬥，兩個人在擂台上各不相讓、互相

角力，不惜受傷流血，為觀眾獻出最努力的表現。 
 
早餐：飯店內  午餐：Holiday Inn 飯店自助餐 (餐標 250) 晚餐：黑森林泰式餐 (餐標 500) 

住宿：WINTREE CITY 或 FURAMA 或同級 

 

第五天 清邁/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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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邁五日遊能讓您留下最

美好的回憶。 

 

早餐：飯店內     午餐：機上享用     晚餐： 溫暖的家 

※圖片僅供參考，實際以現場為 



註 1：本行程於當地將因天候狀況及飯店 BOOKING 順序及交通狀況等因素，於當地做

微幅的順序調整，但所有行程保證全部走完，敬請貴賓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

確資料為準。 

 
出國旅遊小費的給予不僅僅是禮貌，更是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由於國外大多數

的服務業從業人員為無底薪制，「小費」即成為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當您「使

用」過他們周到的服務後，請給予適當的「報酬」，才不失為一位有禮的世界公民！ 

以下為建議小費，敬請參考：請以紙鈔為宜(因為泰國人認為硬幣是給乞丐的) 

▲古式按摩：您可視按摩師的服務品質或專業水準而彈性給予，約泰銖 50~100 元左右。 

▲叢林騎大象：每次付馴象師約泰銖 50 元左右。 

▲與人妖拍照：每人每次約泰銖 50~100 元。 

▲行李小費：一間房間一次約給行李人員泰銖 20 元。 

▲床頭小費：一間房間(2 人)每天約給泰銖 20 元。 

 
》觀光簽證需準備資料： 

▲護照正本，需 6 個月以上效期。若辦理落地簽證，需 7 個月以上效期。僑居身份者，

需有效之入出國許可。 

▲二吋彩色白底大頭近照 1 張（6 個月內近照，照片頭頂到下巴需於 3.2-3.6 公分，審查

很嚴格，每人需提供兩支不同的電話號碼 ）。持大陸護照需 3 張。學士照不收。 

▲中華民國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 1 份。持大陸護照需影本 3 份。 

▲請注意！泰國可辦理落地簽證，辦理落地簽者本身，需另備有一萬泰銖等值之現金才

可辦理，但等候時間較長(約需 1~3 小時左右)，若非必要請在台灣先辦理。 

『如團體客人辦理落地簽証者，因防止擔誤其它旅客之行程權益，本公司將會派專人

及車另外接機，其費用約為 3000 泰銖(曼谷市區），此費用將由客人支付，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綜合事項】 
■【時差】與台灣時間慢一個小時    ■【電壓】220 伏特、50Hz、雙孔圓形與三孔扁型
插座 
■【貨幣種類】泰國貨幣以泰銖(Baht)為單位，1 銖為 100 沙丹(sating)。紙幣有

10,20,50,100,500 銖，銅質硬幣有 20、50 沙丹二種,銀質硬幣有 1、2、5 銖三種。 
■【氣溫參考】泰國屬熱帶氣候，全年三季分明：三月至五月為夏季，六月至九月是陽光

充沛的雨季，十月到翌年二月為清涼季節 。泰國的常年氣溫在 19~38 之間，帄均
氣溫約 28 ℃，四季如夏，年帄均溫雖高，但還是建議您隨身攜帶一件輕便薄外套，
以防冷氣房及山區的涼意。 

■【電話】 
1.人在<台灣>，打電話到泰國：台灣國際冠碼(002)＋泰國國碼(66)＋當地區域號碼＋
電話號碼 



2.人在<泰國>，打電話回台灣家中：泰國國際冠碼(001)＋台灣國碼(886)＋台灣區域
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3.人在<泰國>，用台灣的電信公司打泰國當地手機： 開機後直撥泰國當地收機號碼
即可 

■泰國觀光局：http://www.tattpe.org.tw/Main/Main.aspx  
 
註：遇上述酒店客滿時，將以其它同等級酒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提醒您：泰國大多數酒店房內，均無提供吹風機的設備，若您有使用上的需要，建議您
最好自行攜帶，以免造成您生活上的不便。(泰國電壓 220V，請自帶轉換器) 

http://www.tattpe.org.tw/Main/Main.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