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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航班：國泰港龍航空    

★★出發日期 : 2018年 12月 13 日  星期四  

 

 

 

 Wintree City Resort（溫特里市度假酒店）。 

Wintree City Resort 4 星級飯店位於清邁（Chiang Mai）昌浦區（Chang Phueak district），

交通便利。距離 Kad Suan Kaew 購物中心 1.6 公里；距離白象門市場（Chang Puak 

Market） 1.8 公里；距離昌浦門（Chang Puak Gate） 1.9 公里；距離寧曼商圈（Nimman 

Haemin） 2 公里；最近的機場為清邁國際機場（Chiang Mai International Airport），距

離 5 公里。客房均設有平面衛星電視、熱水壺、休息區、書桌，獨立衛浴內附淋浴設

施、免費盥洗用品和吹風機。館內供應歐陸式／自助式早餐此地區為騎自行車的熱門

地點，飯店亦提供自行車／汽車租賃服務。館內接待櫃檯為 24 小時開放，工作人員

可隨時提供協助。另提供免費 WiFi 、室外游泳池、健身中心、餐廳、花園、露台和

商務中心，並備有報紙可供住客閱覽。昌普是自然風光、休閒、居民友善的絕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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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mperial Mae Ping Hotel（帝國美平酒店） 

The Imperial Mae Ping Hotel 酒店位於清邁（Chiang Mai）中心，距離夜市（Night Bazaar）

有 5 分鐘的步行路程，提供奢華的 spa、游泳池、帶電視的典雅客房以及覆蓋各處的免

費 WiFi。 Mae Ping Imperial 酒店每間典雅的客房均擁有現代裝飾，享有花園景/泳池景，

設備齊全，配有迷你吧和有線電視。私人浴室配有免費洗浴用品和浴缸或淋浴。客人

可以在健身中心鍛煉身體，或在 spa 享受按摩服務。酒店提供汽車租賃服務和免費停車

場。旅遊諮詢台可以安排觀光活動。酒店提供各種餐飲場所，包括供應泰國和國際美

食的 Mae Ping Coffee Shop & Restaurant 餐廳以及供應中餐和粵菜的 Gold Leaf 餐廳。 

Imperial Shabu Shabu 餐廳供應日本料理和蒸汽火鍋。 Imperial Hotel Mae ping 酒店距離清

邁火車站（Chiang Mai Railway Station）有 5 分鐘車程，距離清邁國際機場（Chiang Mai 

International Airport）有 10 分鐘車程。 
 

 

 

 

 

 

 

 

 

 

 

 Teak Garden Resort, Chiang Rai（清萊柚木花園度假酒店） 

Teak Garden Spa Resort 距離清萊機場(Chiang Rai Airport)2 公里，提供免費的機場往返班

車服務以及公共區域內的免費無線網絡。酒店擁有帶私人浴室設施的寬敞客房。 

Teak Garden Resort 酒店設備齊全的客房裝飾著木地板，配有空調、有線電視和迷你吧。

客房還提供浴袍和吹風機。您可以在室外游泳池放鬆身心，或在躺椅上享受陽光。酒

店還擁有 Spa，提供泰式按摩和其他身體護理。 Teak Garden Spa Resort, Chiang Rai 酒店

的餐廳供應本地和西式美食。您還可以在客房的私密空間內用餐。度假村的其他服務

包括行李寄存設施、汽車租賃和洗衣服務。度假村距離清萊市中心(Chiang Rai City Centre)

和夜市 10 公里。度假村的對面是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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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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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邁嘟嘟車黃昏古城之旅：看著古城牆的磚瓦，仍能遙想當時王城的輝煌時光。坐

上具有獨特的交通工具，經過古城牆廣場、護城河、傳統水果街…，來趟別具風味的 

 

 

 

 

 

 

 

 

 

 

遊古城新體驗。 

★ART IN PARADISE 3D幻覺藝術畫廊：清邁第一座超酷的 3D幻覺藝術館。博物館於 2013

年 7 月 12 日開館，建館者是韓國人 Mr. Jang Kyu Suk，館內的作品是由韓國國家前十

的職業畫家創作的，並一起建造了這座幻想中的博物館。館內展出的多數為 3D 效果的

作品，一幅幅畫在牆上，栩栩如生，幻覺藝術能讓參觀者有機會接觸並和圖畫融為一

體，讓人信以為真，就如同人在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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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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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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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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XXX 午餐 機上享用 晚餐 王府帝王宴+椰子每人一顆 (餐標泰銖 350) 

住宿 Wintree City Resort  

 

第二天  清邁－湄登大象學校【綠野先蹤騎大象、參觀大象表演、竹筏、牛車(價值 

THB 120)】－少數民族部落【參觀獨特的長頸族(價值 THB 500)、大耳族】 

        －清萊－ 龍坤藝術廟(白廟) 

★【MAE TAENG ELEPHANT CAMP 大象學校】

來一趟叢林之旅四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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瀷表演獨創的繪畫天份。隨

後將您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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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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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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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頭蛇和幽冥世界之神祗 )、大象及傘等形

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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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班  機 地  點 時  間 

12/13 港龍航空 KA433 高雄－香港 11:20 / 12:55 

 港龍航空 KA232 香港－清邁 15:35 / 17:35 

12/18 港龍航空 KA233 清邁－香港 11:20 / 15:00 

 港龍航空 KA454 香港－高雄 16:40 / 18:10 

第一天   高雄  香港  清邁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象園內自助餐 晚餐 雲園中式合菜 

住宿 TEAK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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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萊玉佛寺】，在 1991年泰國王室為了慶祝王太后 90歲生日，依照原來玉佛的式

樣，採用加拿大青玉，運往中國北京雕刻，成為目前在清萊玉佛寺的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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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寮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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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前往泰緬邊界最熱鬧的城鎮～【美塞】。和緬甸相隔一條河，由一座橋連接兩國，此

鎮民風純樸，令人感到十分親切，使人渾然忘卻身處泰國（邊境關卡開放任由泰緬二

國人民自由進出，您可在此觀看男人著沙龍，女人把物品頂在頭上，進出邊界作小買

賣的情景）。隨後經過中緬邊境前往緬甸大其力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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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屋博物館(黑廟)】此為當地藝術家 Thawan Duchanee 所設計建造的，其實它並

非一般寺廟，只是其建築的外觀與寺廟相似且以黑色為主題所以簡稱為(黑廟)，其間

展示各地收集而來的動物皮、骨骸，牛角，雕塑等鮮活生動的動物標本，與號稱【天

堂的白廟】相比，【地獄(黑廟) 】”的規模顯然要大得多。在一片芳草地森林之中，

錯落有緻的土地上，佈著多座原木結構的泰式廟宇，全數以黑色為基調。與白廟相比，

黑廟更稱不上是寺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更像是一座博物館，而創造者 Thawan 先

生設定的展覽主題是地獄及死亡。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RIMKHONG 餐廳 晚餐 清萊喜來樂中泰式餐廳 

住宿 TEAK GARDEN  

 

第三天  清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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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屋博物館(黑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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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清萊─皇太后行宮+御花園─美斯樂─精緻泰舒服泰式指壓 2小時 

 

再至有中國城鎮之稱的【美斯樂】又稱 (和平的山丘)，此乃異域一書中反共救國軍之

根據地，國民黨第 93師遺民聚居地， 居民以種茶、果樹為生且保留著中國人的生活。

接著參觀【泰北義民文史館】，館內分成三館: 《戰史陳烈館》館內展示了釵 h當年反

共救國軍的紀錄照以及整個異域的故事。《英烈紀念館》此館為緬懷先烈與夫剿匪抗戰

將士殉國之札情 A 供奉先烈牌位，俾使忠烈英靈永垂千秋，於此緬懷忠烈時，益發思

古幽情而肅然起敬。《愛心陳列館》此館成列戰後軍隊無法回祖國而滯留邊界，成為沒

有國籍的難民，在這裡經泰國政府與各界善心人士的幫助下，住的方面、飲水、道路﹑ 

電火基本上都已解決，並且有農場﹑牧場﹑學校、醫療院等設施，改善貧困的生活。

展示難民的一些生活照片，並盼望能喚起大家的注意與關懷。 

特別安排各位貴賓享受★【泰國古式按摩】（小費自理），消除疲勞。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PLUB PLA自助餐 晚餐 
木藝園泰式風味餐 (餐標泰銖

350) 

住宿 TEAK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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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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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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IN PARADISE ~ 3D 幻覺藝術畫廊】，清邁第一座 3D 幻覺藝術館，這座超酷

的博物館彙集了許多 3D 圖畫作品。博物館於 2013 年 7 月 12 日開館，建館者是韓國人

Mr. Jang Kyu Suk，館內的作品是由韓國國家前十的職業畫家創作的，並一起建造了這

座幻想中的博物館。館內展出的多數為 3D 效果的作品，一幅幅畫在牆上，栩栩如生，

幻覺藝術能讓參觀者有機會接觸並和圖畫融為一體（即“互動藝術”），讓人信以為

真，就如同人在畫中。不管怎樣，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特色，你喜歡哪個區就到那兒

去擺個酷姿勢，可以隨意拍照留念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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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清萊─清邁－雙龍寺(含纜車)－ ART IN PARADISE ~ 3D 幻覺藝術畫廊－  

         SHANGRILA香格里拉下午茶(價值 THB 450)－精彩市區觀光(嘟嘟車遊:建都 

         三王紀念像＋大塔寺＋水果街)－清邁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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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邁夜市】位於清邁最熱鬧的昌康路（ Chang Klan Road ）是泰國旅遊清邁行程

必去的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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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這裡更被規劃為週六日的夜市街區，吸引大批旅客前往朝聖，沒到

過清邁夜市，就等於沒來過清邁！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LOTUS PSK 自助餐 晚餐 River Market (餐標 550泰銖) 

住宿 The Imperial Mae Ping Hotel  

 

第六天   清邁─機場香港高雄 

早餐後整理行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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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xxx 
住宿 溫暖的家 

 

1. 泰國行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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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元左右  

2. 叢林騎大象：每次付馴象師約泰銖 50 元左右  

3. 馬車遊棕天：每次付馬夫約泰銖 50 元左右  

4. 與人妖拍照：每人每次約泰銖 50~100 元  

5. 行李小費：一間房間一次約給行李人員泰珠 20 元  

6. 床頭小費：一間房間(2 人)每天約給泰銖 20 元 

 

  請備：身份證影本、２吋半身照片２張、護照(效期要 6 個月以上) 

    ※ 護照應備基本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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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 : 2018年 12月 13 日  星期四 

  團費 : NT$ 36,000 元整   付現金 -800 
 

 含:  司機導遊領隊小費 (不含騎大象按摩床頭行李等等小費) 

     泰國簽證費 

     佳里/小港來回接送費 

     以下自費表所含之自費項目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fun/chiangmai/market.html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dining/famous/info2.html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index.html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index.html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fun/chiangmai/market.html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fun/chiangmai/market.html
http://thailand.ggogo.com/tour/dining/famous/info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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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項目及價格】 

項次 項目 每人價格/THB 備註 

1 長頸族 500 本報價已含 

2 皇太后行宮+御花園 1,000 本報價已含 

3 叢林騎大象(30 分) 600 本報價已含 

4 竹筏漂流+牛車鄉間瀏覽 600 本報價已含 

5 遊覽老撾金三角木棉島(上寮國島) 700 本報價已含 

6 嘟嘟車遊覽古城 500 本報價已含 

7 泰式傳統按摩(2 小時) 1000 本報價已含 

8 美斯樂 1,000 本報價已含 

9 香格里拉下午茶 450 本報價已含 

10 ARTS IN PARADISE 3D 藝術畫廊 500 本報價已含 

 合計:  NT6850  

11 美塞(進大其力城)  1700  

12 叢林滑索(Flight Of The Gibbon) 22 站 2200  

13 夜間動物園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