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華欣 5 日(含稅、無購物) 

出發日期:10/30、11/20、12/11、01/15、02/19、03/26、04/30、05/21、

06/18   售價:26,600 元 

 
華欣七岩  位於泰國曼谷西南方向，距離曼谷 195 公里，行車約 3 個小時，是遠離塵囂的海邊渡假中心，更

是傳說中美麗的海濱天堂。在這裡處處可見中高階層人士們的海邊小屋和高級渡假別墅，過去華欣曾是泰

國皇室的避暑勝地，也是自 1920 年代以來，達官顯貴最常造訪的地方。 

曼古-2013 年獲選萬事達卡集團全球最佳旅遊城市超越倫敦、巴黎、新加坡與紐約.是你值得一去再去的旅

遊城市 D Varee Diva Kiang Haad Beach Resort  經典復古華欣風格 

拷汪皇宮→《安娜與國王》周潤發所飾演－拉瑪四世。非常鍾愛此地的靈秀氣息，因此將行宮建於山頂。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含船)→最有味道之百年水上市場.許多電影拍攝指定之場景 

華欣夜市→觀光客必去景點-好吃好逛好玩 

六世皇愛與希望之宮→國王為心愛的王妃所建之夏宮，充滿愛意 

巧克力莊園(含一杯無酒精飲料) →漫步於此彷彿來到歐洲小鎮別有一番風情 

爆笑鐵支路→保證別處沒有. 

華欣威尼斯(含船)→華欣全新景點，在這裡有威尼斯最有名的運河，含 gondola(宮都拉)遊船 

亞洲夜市→獲選觀光客票選曼谷必去十大景點之一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想去哪就去哪毫無拘束





 







2013 年開幕，名顯又獨特的經典復古風格的度假村 D Varee Diva Kiang Haad Beach Resort 提供最好的環境，

讓您遠離塵囂。為使客人感到賓至如歸，D Varee Diva Kiang Haad Beach Resort 盡一切努力提供最優質的服

務和最優良的設施。飯店共有 74 家房間可供客人選擇，全部都給人以安靜典雅的感覺。飯店的娛樂設施

相當齊全，包括室外游泳池, 健身房/健身設施。飯店坐擁良好的地理位置，步行可至海灘地區及華欣市場

村 Market Village。 

國際連鎖五星 Radisson Blu 雷迪森布魯酒店 

Radisson Hotels & Resorts 來自美國於全球 59 個國家合共擁有超過 430 間酒店，是全球數一數二的豪華酒店

集團，blu 又是其中的最高等級。2014 年 5 月 1 日開幕的 Radisson Blu Plaza Hotel Bangkok，坐落於曼谷市心

臟地帶 ASOKE 區(BTS 及 MRT 交會處)，Terminal 21 航站百貨只在咫尺之間。美式現代化的五星級

Radisson Blu 酒店配備有 290 間舒適的酒店客房。乾淨的線條，溫暖的色調，鮮豔的色彩和閃亮的城市景緻

的交融創造一個輕鬆的氛圍，可以幫助您的會議或觀光一整天後放鬆身心。在雷迪森廣場酒店在曼谷提供

客房內的設施，如寬敞的辦公區，免費高速無線上網和 24 小時禮賓服務和客房服務和利維膚沐浴產品。

客房內木製地板及當代藝術品創造一個舒緩的室內氛圍。L 形沙發及落地窗、獨立浴缸的舒適的臥室和浴

室之間的適應性透明的分區，坐擁繁華的城市的豪華美景。 

 

搭機參考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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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8-10-30(二) TG637 桃園機場 07:40 曼谷 09:25 

2 2018-11-03(六) TG636 曼谷 17:40 桃園機場 22:10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曼谷→HELLO KITTY HOUSE 下午茶+愛樂威四面佛→Chocolate Ville 巧克力

莊園(含一杯無酒精飲料)   

【HELLO KITTY HOUSE 下午茶】位於曼谷最熱鬧十字路，外

有香火旺盛的四面佛和穿梭在購物中心的遊客，但在裡面享受

到的卻確是一種歡樂氣氛。世界級的 HELLO KITTY 極受人們

歡迎。他以獨特的手法打造了一個歡樂又時尚的泰式風情。

【四面佛】位於愛侶灣--凱悅大酒店的角上，人稱“有求必

應”佛，該佛有四尊佛面，是香火最旺的佛像。神像供奉在高

約 4 米的花崗岩神龕內，全身金碧輝煌，4 面分別代表慈、

悲、喜、捨，8 手分別手持佛珠、法杖、法輪、金露瓶、法鏡

等法器.參拜四面佛一般要有以下祭品：12 柱香，4 支蠟燭，4 串花，拜四面佛要拜足四面，先由正面

開始拜祭，順時針轉一圈，每面 3 枝香，1 枝蠟燭，1 串花。記緊參拜後要還神，以謝神恩，除了以香

燭、花串、木象還神外，有的更會請附近的舞蹈員表演還神舞。 

【Chocolate Ville 巧克力小鎮風情餐廳】巧克力小鎮風情餐廳是仿造典型歐洲的建築物，有花店、麵包

店、紀念品店、蔬果店、碼頭等。園內搭配著令人舒服的背景音樂，感覺好像在遊樂園玩耍的歡樂氣

氛。 Chocolate Ville 巧克力小鎮風情餐廳位於曼谷市，所有建築均仿歐式設計而成，漫步於此彷彿來到

歐洲小鎮別有一番風情，是秒殺底片的好場景。 

餐點 早  

中 HELLO KITTY 下午茶 餐標 250 銖/人 

晚 海鮮燒烤吃到飽+啤酒無限 

http://hellokittyhousebangkok.com/
http://hellokittyhousebangkok.com/


夜宿  HI RESIDENCE 或 HIP 或 X2 同級 

第 2 天 曼谷→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含船)+ Mae Klong 爆笑鐵枝路→天空之城(拷汪皇宮+纜車)→華

欣夜市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泰國最道地的水上交易市場，兩岸

擠滿了賣觀光藝品的商家，河面上亦擠滿了賣觀光客的各式藝

品船或是各式農作水果船等，各式工藝品、木雕、水果、鮮花

船來來往往好不熱鬧。無論從那各角度觀賞這趟水上之旅，長

方形彩色木筏載滿五顏六色水果、由戴著斗笠婦女搖槳緩前、

錯落在綠色的運河上，這是東方威尼斯起源，也是歐美中外人

士旅泰指標，是最接近泰人水上傳統生活型態的回顧。 

【Mae Klong 鐵枝路菜市場】每天朝六晚六，八班火車不定時

經過。街市小販擺賣的地方，正好是在火車的路軌之上。每當火車來時，鐵道旁的小販慢慢的收拾著

自己的攤位，而行人也慢慢的找了地方躲起來，都很有默契的各自找到位置，等火車經過後，大家又

將攤販推出來到鐵軌上。算是一大奇觀。這種事在台灣根本無可能會發生，但泰國人無乜所謂，所以

鐵路局不理，小販們也無所謂，當做運動吧！ 

【華欣】歷代泰國皇室渡假之勝地，全長 70 多公里的海岸線，依舊維持著原始風貌。 

【拷汪四世皇宮】拉瑪四世王的行宮，抵達後搭乘纜車登山，俯視這充滿靈氣純白高雅之建築。四世

王是泰國的天文、科學之父，他在碧武裡建立此夏宮，把歐式、中式及泰式的建築特色融為一體，更

加顯現出東方民族的文化精髓。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道地泰式香濃家鄉味 餐標 300/人 

晚 逛夜市請自理 

夜宿  DVAREE HUAHIN 或 IBIS 或同級 

第 3 天 華欣→華欣復古百年火車站→愛與希望之宮(每周三休館)→華欣「往日情懷」（Plearn Wan）

飄台灣味的懷舊小村→威尼斯 The Venezia(含貢多拉遊船)→ 愛的冰淇淋 

【華欣火車站】踏入這紅白色的木火車站，恍如時光倒流。其

主體建築，不管是門或窗或屋頂，以至山牆、售票窗口等，都

是柚木建構，白色的木牆、簡單而有力地支撐著山頂型的紅屋

頂，整體保養很好，洋溢濃濃的懷舊感。在候車站旁有一個精

緻的獨立候車間，以欄柵圍起，是泰王抵達華欣時的御用皇家

候車間，裡面的陳列只供遊客站在欄柵外參觀，禁止入內，但

可看到座椅是一條條被歲月磨得光滑的原木，讓人想像出當年

的候車情況。 

【六世皇愛與希望之宮】六世皇為了寄望愛妃為他生個小王子，雖未能如願，但留下來的這座宮殿卻

成了永遠的懷念。此座建築以 1080 支土柱支撐而起的１６棟木製高腳宮殿，且由長廊連接延伸至海

濱。 

【往日情懷（Plearn Wan）】復古懷舊風格兼具環保概念的懷舊小村。這裡是兩層木造的樓房，使用的

材料是用被泰國學校淘汰不用的舊木材，暗紅棕的顏色有自然質樸的古風。這共有 60 家很有特色的店

家，很像台灣早期的雜貨店、冰果室、美容院、童玩店、糖果店、麵店黑白切，時裝店等等。 大門有

還有「餉當」兩個字的當鋪，藥局裡有賣各種西藥，也有一罐罐中文標籤的中藥；小吃店還有「杭菊

花茶」的鐵製造舊的茶桶，可以看出早期中國移民在此所經營的各種生意，成為華欣歷史的一部份。

「往日情懷」還有一間 2 層樓的特色小旅館，共有 20 間房，房間內的裝潢也是懷舊風，還有復古造型



的小檯燈、梳妝台、沙發，浴室的洗手槽下方設計是龍鳳圖案的瓷臉盆，洗澡要從大水缸裡舀水。 

【The Venezia Hua Hin 華欣威尼斯】是 2013 年 7 月華欣全新景點，在這裡有威尼斯最有名的運河，

gondola(宮都拉)，還有仿造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總督府，鐘塔的建築，羅馬許願池，真是令人驚豔!!!這

裡處處都是照相取景的好地方，還有打份很醒目的街頭藝人。對於喜歡血拼的人，這裡有很多的特色

商店跟露天市集，都可以大大的滿足喔!!裡面商店街的建築設計理念，感覺是摹仿義大利威尼斯的彩虹

Burano 蕾絲島，建築物呈現又多彩又繽紛的，整排的彩色小屋讓人心情愉快了起來。 

【愛的冰淇淋】一位義大利人愛上泰國小姐兩人結婚後為了愛妻定居華欣，開店創製出義大利冰淇淋

是華欣的愛情結晶品，當冰淇淋入口時您將分享到濃厚愛情甜蜜的創意。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超雷海鮮餐 400 銖/人 

晚 聽濤軒泰式風味餐 餐標 450 銖/人 

夜宿  DVAREE HUAHIN 或 IBIS 同級同級 

第 4 天 華欣→華欣聖托里尼遊樂園 SANTORINEE PARK[不含遊樂設施]—瑞士綿羊農莊[不含遊樂設

施]—華欣知名 FN Factory Outlet Hua Hin 名品折扣街 →曼谷 →亞洲最大夜市～亞洲之星

ASIATIQUE(曼谷包掃貨) 

【Santorini ParkCha-Am 希臘風情小鎮】希臘風情的藍白小屋為

建築主題的樂園，這裡 2012 年 5 月 5 日開幕。樂園面積大約

為 10 公頃，總共有好幾個區域：遊樂、休息廣場、餐廳區、

活動區、購物區、表演區及藝術品周末市集。遊樂設施包括摩

天輪、雙層旋轉木馬、 Wallholla 攀岩遊戲、來自新西蘭的

Gmax 和 GMax Swing 等…. 這裡每一樣遊樂設施都是逐項要收

費的。這個遊樂園的誕生對華欣七岩這個皇家渡假勝地真是加

分不少呢。 

【瑞士綿羊農莊】2012 年 6 月 30 日開幕的 Swiss Sheep Farm （瑞士綿羊農場）以歐式鄉村風情為主

題，走進農場可以看見青翠的草坪上布置了許多充滿歐式鄉村氣息的裝置藝術。園區內提供牧草讓遊

客可以貼近羊群，也開放遊客用奶瓶餵食小牛，農場裡瑞士牧野風光的景致，貼近大自然的氛圍，讓

您可以很放鬆的沉浸在悠閒時光裡。 

【FN Factory Outlet】世界和美國過季市場。這裹有來自世界各地及泰國當地知名品牌服飾、皮包、運

動用品、皮鞋專賣店等，GAP,POLO,AMARI,Diesel,Quikselver 等，平均都以 4-6 折的價格出售。在華欣

有名牌打折街之稱，自開幕後便集聚人氣。,喜愛名牌的旅客，不妨在此好好採購一番。 

【Asiatique The Riverfront 亞洲夜市】舊貨倉作為裝潢設計主題，再加上現代與泰國特有建築風格，就讓

原本舊的倉庫增添新風貌。這裡已有數百家商家營業，這裡商家販售的物品很很多元，居家用品、手

工藝品、服飾、飾品、包包鞋子、土特產、零食、泰式餐廳、異國美食….。曼谷包最有名的 NARAYA 

在這裡也有分店，可以血拼曼谷包。這裡也有一些曼谷潮設計師的作品也很吸引走在流行尖端的旅

客。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金沙海鮮餐 餐標 350 銖/人 

晚 逛街自理 

夜宿  Radisson Blu 雷迪森布魯酒店或四面佛帝寶或 SUKOSUL 或同級 

第 5 天 全日自由活動 – 建議您自行前往｛食尚玩家｝推薦：東南亞最大跳蚤市場 CHATUCHAK 札

圖甲假日市集血拼 或 逛街就能環遊世界之 Terminal 21 航站百貨→曼谷→桃園國際機場 



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今日您可以睡到自然醒，悠閒的享

用飯店早餐，餐後您可以在泳池畔、在海灘旁帶本書悠閒的度

過一天，可自行搭乘地鐵前往東南亞最大的週末市場洽圖洽

Chatuchak 尋寶去，這裡可以看到泰國人對這些家居貨品工藝

品雜貨在美感與設計上展露無疑，光是生活雜貨擺飾品就琳琅

滿目令人目不暇給… 或者您可以步行前往 新開幕航站 21 百貨

Terminal 21 Shopping Mall 位於同一棟內～購物、美食、潮流一

應俱全 目前曼谷最熱門的百貨公司【Terminal 21】，這裡可謂

曼谷的平民百貨公司，商品涵蓋多項精品及泰國本地設計師品牌、手工小物、話題泰國美食等，就算

不購物，每一層建築誇張好玩的主題設計，還有登機門前往世界各地時尚都市的概念，也吸引許多喜

愛拍照的旅客前來朝聖。我們衷心期望這次精心策劃的華欣五日遊，能讓您留下美好且難忘的回憶。

於飯店集合後專車抵達機場，隨即在導遊的協助下辦妥出境手續，然後懷著依依不捨的離情搭乘豪華

噴射客機返回溫暖的家。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敬請自理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嚴重告知旅客入境泰國每一人只可攜帶香煙 200 根(超過者每根煙罰款泰珠 200).酒 1 公升.外幣等值

5000 美金 

 泰國政府新規定  即日期麵包車需全員繫安全帶 未繫罰 500/人 司機也須受罰.遊覽車第一排跟最後一

排需繫安全帶. 未繫罰 5000/人 司機也須受罰 5000.旅行社罰 5 萬 

 此行程人數不多，使用九人座之小車，請見諒 

 本行程報價為兩人一室，如有單房入住之旅客需補單房差 5000NT 

 本行程為六人成行即成行之 MINI 團，由於人數不多因此導遊司機小費為每人每天 300NT。 

 本行程為六人成行之 MINI TOUR 均不派領隊敬請見諒。 

 16 歲以下之小孩不論佔床與否，皆不能按摩及 SPA！亦不能退費。 

 小孩不佔床看人妖秀沒有座位。 

 小費說明：導遊、司機服務小費每位貴賓全程＝NTD1500 以視鼓勵。服務小費是各位貴賓給予導

遊、司機等人員之肯定與鼓勵，感謝您的嘉許。 

 泰國是個習慣付小費的國家之一，而付小費是一種禮儀！因此以下提供一些需付小費的地方，讓您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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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人妖拍照：每人每次約泰銖 50-100 元  

◎叢林騎大象：每人每次付馴象師約泰銖 20 元左右  

◎馬車遊棕天：每人每次付馬夫約泰銖 20 元左右  

◎行李小費：一間房間每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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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元 

 國外所有活動若不參加均不可轉讓與退費，請見諒。 

 【飛行時間】：台北/曼谷約 3 小時 30 分鐘。 

 【時差】：台北/曼谷慢一小時時差。 

 【氣候】：泰國屬於熱帶氣候，全年夏季。 

 【電壓】：東南亞電壓多為 220 伏特，必需帶變壓器或轉換插頭才可使用。 



 【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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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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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亞因路邊攤衛生極差，導致團員常拉肚子，請注意！另私人習慣性藥物請自備。另請自備牙

膏、牙刷、戶外拖鞋、短褲、泳衣、泳褲、薄外套。 

 台灣海關規定出境(A)台幣：現金不超過 60,000 元。(B)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旅行支票、

匯票不計)。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泰國海關規定旅客入境時每人可攜帶香煙 200 支.酒 1 公升.外幣等值 5000 美金.如超過 需辦理申報海

關.經查獲未申報重罰(例.每包罰金泰珠 300 以上等等).也會延誤行程 

 泰國移民局規定 8 月 21 日起凡是辦落地簽的客人除需要落地簽證費 護照 回程機票 2 吋近照外 尚需

要酒店確認單，方可辦理。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

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

公司保有變更班機、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