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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萊 柚樹花園温泉Spa度假村(Teak-Garden-Spa-Resort) 或PHUFA WAREE普發瓦里

酒店或清萊（Rimkok Resort Hote)或同級 
 柚樹花園温泉 Spa 度假村(Teak-Garden-Spa-Resort)。網址

http://teakgardenhotel.com/main.php?p=home 
當您來訪清萊時，柚樹花園温泉 Spa 度假村所提供的優質服務與高品質住宿將帶給您賓至

如歸的享受。 這家 3 星級飯店離機場僅有 1. Km 的路程，交通方便。 對於喜歡冒險的遊

客來說，清萊國際機場, 明萊王紀念碑, 婆坤蒙加力紀念碑再合適不過了。  
共有 78 家房間可供客人選擇，全部都給人以安靜典雅的感覺。 在繁忙的一天過後，不妨

到飯店的熱水浴缸, 室外游泳池, 兒童游泳池, 花園放鬆一下自己。 專業的服務與豐富的

特色活動盡在柚樹花園温泉 Spa 度假村。 

 
  Rimkok Resort HoteL。網址 http://www.rimkokresorts.com/ 
清邁標準五星 HOLIDAY 假日或 EASTIN TAN 或 KHAM MON LANNA RESORT 黃

金山城渡假村或 DUSIT PRINCESS 或 IMPERIAL MAEPING 或 MOUNTAIN CREE 
RESORT 或同級 

  holiday inn hotel 飯店(原喜來登飯店)。網址

http://www.holidayinn.com/hotels/us/en/cnxcm/hoteldetail?_requestid=448418 
位於清邁 的范圍之內、交通方便，清邁假日飯店已成為當地旅遊的最佳落腳點。 因為離

市中心僅 2.0 Km 的路程，離機場也只有 4.0 Km 的路程，這間 4 星級飯店每年都會接待大

量的旅客。 這家飯店氣氛閒適安逸，而且離市區 Rajavej 醫院, 山頂冒險, 慧慧蘭納溫泉等

景點僅數步之遙。此外，這裡的所有客房配有各種舒適的房內設施。許多房間甚至還提供

了 WiFi, 按摩浴缸, 禁菸房, 空調, 書桌來滿足客人的需求。 飯店的娛樂設施相當齊全，

包括健身房, 桑拿三溫暖, 室外游泳池, 按摩。 想在清邁尋找舒適又方便的飯店，就一定

要考慮清邁假日飯店，能帶給您賓至如歸的感覺。 

入住清萊 2晚+清邁標準五星２晚。寶格麗人妖秀。獨家贈送泰拳擂台搏擊。養身舒活 SPA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lemeridie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1950
http://www.rimkokresorts.com/


2 
 

 
 EASTIN TAN。網址 http://www.eastinhotelsresidences.com/eastintanchiangmai/ 

 
 KHAM MON LANNA RESORT 黃金山城渡假村。網址

http://www.khammonlannaresort.com/ 
 DUSIT PRINCESS。網址 http://www.dusit.com/dusitprincess/chiangmai/ 
 IMPERIAL MAEPING。網址

http://www.imperialhotels.com/imperialmaeping/default-en.html 
 MOUNTAIN CREE RESORT。網址

http://mountaincreekresortchiangmai.com/index.php 
 

 
★安排各位『乘坐竹筏漂流』（每個竹筏可載 6 至 7 個人）來一趟難忘了竹筏漂流泛遊，觀

賞寧靜的山谷河川，及周圍叢林美景。 
★湖畔皇太后花園:為了報答皇太后恩德而命名的湖畔皇太后花園，園中一年四季開著美麗

的花朵五彩繽紛，其中紅色的花朵是皇太后最喜愛的。 
★龍坤藝術廟(白廟):此廟是由泰國著名藝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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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頭蛇和幽冥世界之神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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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廟也成為旅遊的『新地標』。 
◆美人村：號稱全世界最大的家庭工業，世界傳承的獨門絕技，工藝師傅沿襲著世代相傳

技藝，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手繪紙傘等藝術品。 
◆長頸族：是多年前由緬甸逃難到來的巴東族人(PA-DONG)、族裡的習俗，銅環一直不斷

的往上加、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雙龍寺：素帖寺又名雙龍寺，建於 1383 年，是清邁最重要也最顯著的地標，可俯看整個

清邁市及鄉間景緻。 
◆清邁觀光夜市：可自由參觀選選購富有泰國傳統特色的手工藝品、服飾、皮包、日用品…
等，還有各式泰國小吃應有盡有，讓您回味無窮！ 
◆清萊玉佛寺：佛曆 1977 年，在一次雷電射擊佛寺內一座佛塔時，發現佛塔中隱藏有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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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佛，據記載此尊玉佛供奉至今亦歷經 221 年了！ 
◆寶格麗人妖秀 VIP 座：清邁 2014 年才剛開幕的大型人妖秀場- Chiang Mai Cabaret theatre-
還特別升等 VIP 座位,讓各位貴賓可以近距離欣賞人妖的美艷喔!誰說清邁夜間很無聊的!有
了這個大型秀場,可讓各位貴賓的夜晚更充實喔! 
◆養身舒活饕宴三合一：泰國古式按摩 60MIN+芳香精油按摩 30MIN+腳底舒壓按摩

30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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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安排(四站) ：珠寶、燕窩、乳膠、土產。 
●特別說明：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

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

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溫馨提醒：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以上

或行動不便之貴賓，須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航空公司 班  機 地  點 時  間 

去程 港龍航空 KA 433 高雄－香港 11:25 / 12:55 
 港龍航空 KA 232 香港－清邁 15:20 / 17:20 

回程 港龍航空 KA 233 清邁－香港 15:40 / 19:25 
 港龍航空 KA 450 香港－高雄 22:05 / 23:30 

 
第一天  高雄香港清邁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泰國第二大城市─清邁。【清邁】泰國第二大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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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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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XXX 午餐 機上享用 晚餐 娜麗雅中華料理 

住宿 CHIANGMAI GRANDVIEW HOTEL 或 LOTUS PANG SUAN KAEW HOTEL 或

FURAMA 或 Lani Chiang Mai Hotel 或同級飯店 
 
第二天  清邁－【大象學校：大象繪畫、騎大象】－少數民族部落【參觀獨特的長頸族、

大耳族】－叢林竹筏漂流記－清萊玉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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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給各位貴賓來一趟趣味之旅 
★【大象學校】大象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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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可愛大象自由隨性揮瀷表演獨創的繪畫天份。隨後準備征服最.最.
最.最…【兇猛的野獸】－大象!將您親身體驗騎大象絕妙的情趣，騎乘牠翻山越嶺涉溪水

悠遊於叢林之中!體會古代皇帝用以代步坐騎大象，品味越野情趣，可讓你深刻感受大自然

的洗禮!此乃是人生一項難得又絕妙的回憶。 
★午餐後前往參觀【少數民族部落: 長頸族、大耳族村】，您可見到大耳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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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安排各位『乘坐竹筏漂流』（每個竹筏可載 6 至 7 個人）來一趟難忘了竹筏漂流泛

遊，觀賞寧靜的山谷河川，及周圍叢林美景。 
★【清萊玉佛寺】由佛曆 2420 年至今已歷經百多年，現已是第十一任住持，寺內並有佛教

學校，供大小僧侶就讀及修行，環境非常清幽。清萊府的玉佛寺，從在泰國古時代便是清

萊府之重要寶剎，佛曆 1977 年，在一次雷電射擊佛寺內一座佛塔時，才發現于佛塔中隱藏

有一尊玉佛，據歷史記載，此尊玉佛隱藏在清萊府。玉佛寺佛塔中久達四十五年，發現後，

先請往南邦府供奉三十二年，再請至清邁府供奉八十五年，寮國永珍二百二十五年，最後

由節基皇朝第一世皇從寮國永珍恭送往曼谷大皇宮內之玉佛寺供奉至今亦歷經二百二十一

年了，成為全國萬民所最崇高之敬仰！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象園自助餐 晚餐 木藝園泰式風味餐 

住宿 清萊~柚樹花園温泉 Spa 度假村(Teak-Garden-Spa-Resort)  或 PHUFA WAREE 普發

瓦里酒店或清萊（Rimkok Resort Hote)或同級飯店 
 
第三天   金三角坐船遊湄公河 (上寮國島 )－金三角鴉片博物館－美塞邊界 (自費

THB.1700 元上大其力城或 THB.1200 皇太後行宮+匯巴杠寺(清萊觀音寺))－湖畔皇太后

花園 
早餐後，搭車 隨後前往參觀舉世聞名的【金三角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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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於此處搭乘

長尾船遊覽湄公河，觀看兩岸人民生活情形，在此您可上寮國島。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lemeridie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1950
http://www.rimkokres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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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參觀【鴉片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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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休息日將安排鴉片之家博物館)。 
★接著到泰緬邊界最熱鬧的城鎮【美塞】看著緬籍男人穿著紗籠，女人把東西頂在頭上行

走的情形。您更可(自費 THB.1700)過中緬邊境前往緬甸大其力城，將安排您搭乘當地三輪

車，前往緬甸寺廟，導遊將會詳盡的為您介紹該廟的歷史，接著前往當地市集，琳瑯滿目

的異國貨品，將令您流連忘返。或【另建議自費：THB1,200/PAX─萊東皇太后行宮+匯巴

杠寺(清萊觀音寺) 】 
★【湖畔皇太后花園】 居民們為了報答皇太后恩德而命名的湖畔皇太后花園，園中一年四

季開著美麗的花朵五彩繽紛，其中紅色的花朵是皇太后最喜愛的。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酒店自助餐 晚餐 雲園中式合菜或國香園中式合菜 

住宿 清萊~柚樹花園温泉 Spa 度假村(Teak-Garden-Spa-Resort)  或 PHUFA WAREE 普發

瓦里酒店或清萊（Rimkok Resort Hote)或同級飯店 
 
第四天  清萊－龍坤藝術廟(白廟)－土產店－清邁－美人村/手工藝村 HANDICRAFTS 
VILLAGE:+ 品嚐冰糖燕窩一人一碗－精彩市區觀光:嘟嘟車遊 (建都三王紀念像＋大

塔寺＋水果街)－清邁觀光夜市 NIGHT BAZAAR 
★【龍坤藝術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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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頭蛇和幽冥世界之神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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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到土產店休息站!讓各位在此盡情選購伴手禮.尤其是清邁腰果!
特別香甜..下隨後返回清邁市。接著安排每位貴賓品嘗冰糖燕窩一人一碗。 
★【美人村】(亦稱泰國手工藝中心 HANDICRAFTS VILLAGE )也是泰國北方的傳統手工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lemeridie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1950
http://www.rimkokres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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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重鎮。號稱全世界最大的家庭工業 (Home lndustries)，世界傳承的獨門絕技，工藝師 
傅沿襲著世代相傳技藝，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泰絲、綿織品、木雕、銀器、瓷器、漆器、手

繪紙傘等藝術品琳瑯滿目、既實用又精緻。除了適合做為餽贈禮物與紀念品外，這些獨樹

一格的手工藝品還可以佈置家庭，粉裝室內，讓您的家室增添一分藝術氣息。 
★前往【嘟嘟車精彩蘭納古城之旅】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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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之一的帕刑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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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接著前往泰旅局推廌購物景點【清邁觀光夜市 NIGHT BAZAAR】展開一段精心為

嘉賓安排清邁最大的 NIGHT BAZAAR 夜市探訪；您可盡情的大肆採購伴手禮，還有各式

泰國小吃，如您的胃腸夠強的話，可品嚐一番！將讓您流連忘返、回味無窮！在熱鬧喧嘩

的街道上，渡過一個異國城市暖暖的夜。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假日花園自助餐 晚餐 彬彬咖哩螃蟹+烤鴨餐(餐標 350 泰銖) 

住宿 
HOLIDAY 假日 或EASTIN TAN 或KHAM MON LANNA RESORT黃金山城渡假

村或 DUSIT PRINCESS 或 IMPERIAL MAEPING 或 MOUNTAIN CREE RESORT
或同級 

 
第五天  清邁－珍寶苑－乳膠枕加工廠－養身舒活饕宴(泰式指壓約 60分+油壓約 30分
+腳底按摩約 30 分三合一)－木雕小鎮－歐陸精品街:NIMMANHAEMIN－品嚐泰國有

名的皇室甜點芒果糯米飯－獨家安排寶格麗人妖秀 VIP－獨家贈送泰拳擂台搏擊 
早餐後★前往【珍寶苑】參觀有金氏記錄認可世界之最珠寶展示中心；有各式各樣精美珠

寶，可為自己或親朋好友安心選購，內還有 
★【乳膠製品展示中心】最新大型乳膠產品系列展示商場，您可於賣場中尋覓您心目中舒

適睡眠的乳膠床墊或枕頭與各式健康乳膠製品，其間有各式尺寸大小提供您最佳的選擇， 
保證令您目不暇給，驚喜連連！ 
★接著前往【養身舒活饕宴三合一】泰國古式按摩 60MIN+芳香精油按摩 30MIN+腳底舒壓 
按摩 30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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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精、氣、神上無限舒暢的助益。(16 歲以下小孩不含按摩因擔心

骨骼還在成長階段) 
★接著前往【木雕小鎮】泰國北部盛產柚木也是傢俱設計跟藝術木雕的地方!!清邁的木雕

小鎮則是專賣傢俱跟木雕製品的集中地，整個區域分為五大區約有數百家商店，不管是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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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木櫃、燈飾等傢俱，或者吊飾、擺飾品、玩具等，應有盡有，且價格便宜，其中木雕

傢俱因為別具特色，許多五星級飯店也到此訂購。外國遊客很多在此下單裝櫃運回國內裝

飾或販賣。當然您也可以自行設計請他們量產喔。 
★接著前往【NIMMANHAEMIN 貴婦街】到清邁一定要到 NIMMANHAEMIN 那條街走

走，年輕女生都很喜歡那一帶。這幾年泰國生活居家設計當道，在清邁這些洋溢泰國年輕

創意的飾品、服裝、家具就聚在這裡，尤其一巷(SOI1)是一家連著一家的精品生活雜貨店，

是這一區血拚的主要巷弄，由於東西多是設計師作品、且標榜泰國製造，價格都偏高。除

了生活雜貨，這條街也有很有風格的咖啡館、SPA 館、按摩店與餐廳。在此為各位貴賓安

排泰國著名皇室甜點芒果糯米飯 (兩人一份) 讓各位品嘗到泰國人的國名小吃，這種滋味

在其他國家都吃不到的。 
★我們將安排各位貴賓前往清邁【2014 年才剛開幕的大型人妖秀場- Chiang Mai Cabaret 
theatre-還特別升等 VIP 座位】讓各位貴賓可以近距離欣賞人妖的美艷喔!誰說清邁夜間很

無聊的!有了這個大型秀場,可讓各位貴賓的夜晚更充實喔! 
★接著觀賞【獨家贈送泰拳擂台實戰格鬥】這裡是清邁唯一泰拳真打實鬥戰場，擂台上的

雙方拳手都是一等一的拳手，這裡沒有偽裝的演打而是真真實實的單打獨鬥。只有最強者

為勝者也只有勝者為當場拳王，在這裡您可以感受到正宗的泰拳猛打及觀眾呼叫的熱鬧氣

氛。讓您實地臨場觀看感受泰拳搏擊的精彩與刺激，享受臨場吶喊加油的震撼。泰拳是泰

國的傳統搏擊技術，特點是可以在極短的距離下，利用拳、肘、膝、腿進行攻擊，是一種

非常注重實用性的武術。 拳手通常從小時候開始培養，每天練習八小時，其中包括各種體

能、重量、反應、技巧的訓練，有些訓練方法相當艱苦，例如受訓者將兩手高舉，教練會

用旋踢踢受訓者的兩脅；或者用拳衝打，藉以訓練拳手的抗打能力；另外有人直接使用鋼

棒打擊手臂和小腿，來訓練骨頭的堅硬程度。泰拳擂台技術主要包括拳法、肘法、膝法、

腿法等。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向日葵港式飲茶(餐標 200 泰

銖) 晚餐 寶玉中式合菜(餐標200泰
銖) 

住宿 
HOLIDAY 假日 或 EASTIN TAN 或 KHAM MON LANNA RESORT 黃金山城渡假

村或 DUSIT PRINCESS 或 IMPERIAL MAEPING 或 MOUNTAIN CREE RESORT
或同級 

 
第六天  清邁－雙龍寺(含纜車)－機場香港高雄 
早餐後★前往【雙龍寺含纜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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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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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素帖山雙龍寺，每逢週末及泰國假日，上山道路常設有交通管制哨，遊覽車

不得上山，團體若有於周末或國定假日上山參觀遊覽，須改成坐泰國獨有雙排車上山，造

成不便進請見諒整理行裝，帶著您滿滿的行囊，豐富美好的記憶，前往清邁國際機場，搭

乘客機，返抵高雄，結束此次泰北清邁難忘度假之旅!!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中式合菜 晚餐 機上享用 
住宿 溫暖的家 

【自費項目及價格】 

出發日期 : 2017 年 8 月 17 日 (四)  
團費 :  NT$  29500 元  (不含證照費用、司機、導遊、行李等小費)                                         
 
※ 應備基本資料 : 
1.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三 張 、退伍令…… NT$ 1,400 

 
 

 

選項 自費項目 每人價格/泰銖 
1 遊覽緬甸大其力 1700 
2 遊覽老撾金三角木棉島 700 
3 皇太後行宮+匯巴杠寺(清萊觀音寺) 1200 
4 叢林騎大象（半小時） 600 
5 竹筏漂流+牛車鄉間遊覽 600 
6 長頸族 500 
7 嘟嘟車遊覽古城 500 
8 夜間動物園 1000 
9 泰式傳統按摩（兩小時） 600 
10 叢林滑索（Flight  Of  The Gibbon ）22 站 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