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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 

 航空公司 航班 進出機場 時刻表 飛行日 

Day 1 中華航空 CI833 桃園／曼谷 07：20／10：00 天天飛 

Day 5 中華航空 CI836 曼谷／桃園 17：05／21：45 天天飛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一天 桃園 曼谷 華欣 拷汪宮-華欣車站-華欣夜市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航班飛往曼谷機場。 

◎【拷汪宮 Klai Kangwon Palace】  

白色皇室建築由拉瑪四世在 1859 年所建，融合天主教的圓頂、中古世紀古堡的長廊、英國維多利

亞的花園扶梯和中國的風水格局。在 60 年代，當時的泰皇拉瑪四世即「國王與我」中之君王，非

常鍾愛這裡山陵的靈秀氣息，於是將行宮建於山巔之上，而有「山中之城」之稱。 

●【華欣夜市】位在 Decha Nuchit Road 的華欣夜市，沿街叫賣的小吃跟服飾攤位很多，且華欣

漁港海鮮一流，體型大到 20幾公分的大頭蝦，來這一定要嗑海鮮，還有不能錯過的當地特產-鳳梨，

美味多汁。另外「IL GELATO ITALIANO」冰淇淋被大家稱為「手工愛的冰淇淋」，是飄洋過海娶了

泰國愛人，並定居下來的義大利人所開，店裡五顏六色手工冰淇淋，最適合一同享受好滋味。 

★【華欣百年火車站】： 

華欣最具歷史的景點－華欣車站，華欣火車站是泰國最老的火車站之一，擁有悠久的歷史，更有泰

國最美的火車站之稱。這座 1911 年完成的火車站，從門扇、窗櫺、屋頂到售票口，完全採用柚木

來打造，並大量運用泰國傳統建築中的鮮豔色彩所構築而成，紅白對比的色彩也讓火車站成為華欣

最醒目的地標。1968 年曾經重新整建的火車站內部，還有一個泰皇拉瑪六世時代，為了歡迎皇室

訪問華欣所建造的皇家等候區，基本上火車站並沒有設剪票口，任誰都可以輕鬆入內，也因此成為

觀光客來到華欣最愛攝影留念的地方，惟有這個皇家等候區有所限制，一般遊客只能在外欣賞。 透

露著沉靜風霜的古老火車站述說著百年故事，讓人有如時光倒流的感覺!! 

 

 

餐 食 早／溫暖的家   午／迎賓樓泰式風味餐   晚／Chaolay Hua Hin 泰式海鮮料理 

旅 館 華欣 InterContinental Hua Hin Resort 或 Hyatt Regency Hua Hin 同級 

 
 

第二天  

旅遊行程:自由活動－愛與希望之宮－HUAHIN HILLS VINEYARD 酒莊(含三杯試飲)+騎大

象- The Vanezia Hua Hin 華欣小威尼斯 

高球行程: Black Mountain Golf Club 或 Spring Field Gol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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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希望之宮】於 1923年時期，癡情的泰王拉瑪六世於華欣靠海邊的地點，建立了【愛與希望

之宮】，希望蓋此宮讓皇后休養，目的在於期望能生下兒子，但終究未能得償宿願。全宮的建材使

用泰國柚木，是以 1080根土柱支撐的 16棟採高腳屋方式建造的宮殿，清涼通風。宮中格局仍保留

著當年皇室書房、國王與皇后寢室、客廳、客房、佛堂等規畫，廳房之間以長形走廊對稱方式隔開，

互不干擾，中間園地遍植熱帶花卉，海風拂來，讓人有種遺世獨立的感覺。 

◎【Hua Hin Hills Vineyard】 

曾經在洛杉磯、舊金山、紐約、日本、英國、德國、丹麥、法國等地，喝過 Monsoon Valley 系列

葡萄酒嗎?你絕對想不到，它產自泰國的葡萄莊園，而且經營者是位法國人。法國挑剔美食美酒的民

族性，由他手中釀出，東西方激撞出的葡萄酒，值得一試。 當您拉著她的手，漫步在壯闊、油綠

酒莊中，呼吸的是清新中帶有微微香醇酒氣的空氣。連綿不絕的葡萄田被群山環繞，景致一流，還

為您安排試喝小杯紅、白葡萄酒。 

◎【The Vanezia Hua Hin 華欣小威尼斯】 

The Vanezia Hua Hin是華欣全新景點，以威尼斯建築為主體，結合購物與娛樂的購物商城。園區

裡可以看見多座威尼斯的地標性建築：聖馬可廣場、鐘樓、總督府等等，甚至打造了 200公尺的威

尼斯運河，還可以搭乘貢多拉船遊河，華麗的威尼斯風格在華欣重現 

 

華欣建議球場 

【Black Mountain Golf Club】 

於 2007年開幕之黑山高爾夫球場，整體特色以岩石為 主，群山環繞，風景優美，除此之外，球場

保留許多自然的小河，增加球場擊球的難 度，而草地如地毯般柔軟，加上距離長、白色發球台總

長為 6091碼，不僅可以盡情發揮球技，更可欣賞 美麗風光，讓人回味無窮。黑山球場 2009年舉

辦的黑山名人賽，對於華欣地區來說不僅是重要的職業賽事。也讓更多人見識到了黑山球場的出色

品質與擊球樂趣，更讓黑山球場在 Asia Golf Monthly 評選亞洲最佳錦標賽球場時，獲得第四的成

績，這也是泰國球場中最高的名次。 

【Springfield Royal Country Club】 

此球場由 Jack Nicklaus 設計，這球場分為兩部分，打球風格成強烈對比。對講求集中和判斷力的

球友，可選擇微微起伏的球道，沿著精心佈置的沙坑和障礙到達果嶺。另一選擇則要求長距離才到

達果嶺。在會所您可欣賞整個球場的迷人景緻亦可在奢華之處享受悠閒。 

餐 食 早／飯店內用  午／Chom Talay Hua Hin 泰式海鮮料理  晚／By the sea 泰式晚餐 

旅 館 華欣 InterContinental Hua Hin Resort 或 Hyatt Regency Hua Hin 同級 

 

第三天 華欣 曼谷~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Asiatique 河畔夜市 

今日在享受完飯店早餐後，將前往曼谷～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 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 讓

我們也搭船緩緩滑行，水上市場一直是泰國觀光特色之一，木筏載滿五顏六色水果，各式工藝品、

水果、鮮花船來來往往，船隻交錯間一聲聲親切招呼，這就是泰國水上人家的生活景象。 

【ASIATIQUE 觀光夜市】： 

曼谷新開幕湄南河濱大型觀光夜市 ASIATIQUE，前身是泰國五世皇朝代相當重要的港口，它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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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泰國和歐洲各國貿易、促進經濟繁榮的功臣之一，然而隨著時代轉變、物換星移，這裡也成了人

煙稀疏的廢墟，但現在這個港口有了新的生命力，建築採用傳統與現代，保留昔日倉庫外觀與模樣，

每天 17:00開始~到 24:00，超過 1500家精品店和工廠直營商店，無論是紀念品、傳統時尚服飾、

配件、紡織布料、美食街、小吃攤…等等應有盡有、一起為 ASIATIQUE綻放新的光彩。 

餐 食 早／飯店內用  午／火山燒蝦  晚／Asiatique Baan Khanitha 泰式料理 

旅 館 曼谷 希爾頓千禧酒店 Millennium Hilton Bangkok 或 東方文華 同級 

 

第四天  

旅遊行程: 廚藝學校－四面佛－暹邏商圈逛品牌創意逛街購物 

高球行程: Thai Country Golf Club 

今天早上我們將學習如何製作正宗的泰國菜喔！下午將展開曼谷市區參觀～ 

★【SOMPHONG THAI COOKING SHCOOL 廚藝學校】抵達溫馨暖色調的廚房 Somphong Thai 

Cooking School，老師將帶您到傳統市場認識食材，您會發現這裡隱藏著許多似曾相識的食物，卻

又叫不出名字！近 4小時的 5道泰式料理設計，是老師的獨門絕招，簡單、好記，讓您在歡樂玩耍

中，就完成了滿桌的佳餚！今日午餐即為品嚐自己親手做的美味佳餚～ 

●【四面佛廣場】四面佛是印度婆羅門教的主神、泰國各地的主要信仰，祭拜時用鮮花、香燭和木

象，也有幾名少女在神前跳傳統的祭神舞，以回謝神願。無論是求財或婚姻都很靈驗，也是港台明

星們的最愛。神像全身金碧輝煌，四面佛四個面，象徵四種不同的意義： 

正面求平安.福慧 (慈)、左面保生意.事業 (悲)、右面祈發財.富貴 (喜)、後面盼愛情.婚姻 (捨) 

行程小常識：教您參拜四面佛 

首先到一旁的櫃檯買香柱及花環一份，只要 20銖(內有有 3x4=12柱香，四個小花環一根小蠟燭)。

點好香後，從正面的佛像開始順時針拜，一面佛像拜完拿三柱香插上香壇，然後再掛上一個小花環，

依序拜完四個，而小蠟燭則是插在特別想祈求的那一面的香壇上，例如:背面的姻緣佛像，這樣大概

就完成了。 

◎【暹邏商圈逛品牌創意(Siam Paragon、Siam Center、Siam Square)】讓我們走進亞洲最大商

場 Siam Paragon，這複合式餐飲、百貨、精品一備俱全的商場，絕對令您眼花撩亂，還有Siam Center

裡的 Touchable、深受國人喜歡的 Mr.P、幽默會心的 Propaganda、尋找生活靈感的 Loft、英倫居

家品味 Habitat、當地很有名的設計品牌 Flynow、Greyhound、PANTA…，還有還有 Headquarter

的中性、The Oddyssee 的科學少女味衣著…西門町式的小店裡，讓您一次網羅。 

 

曼谷建議球場 

【Thai country club】 

此球場曾經舉辦過 1997 年亞洲本田盃經典高爾夫球賽、1998 年約翰走路巡迴賽，整個球場重新

規劃發展後，將所有細節都做了完整的考量，沒有疏忽任何細節；沿岸的植物是由夏威夷進口栽種；

總長 7052 碼的場地分成五個不同的“氣候區”，每區都有奇獨特的植物及地勢挑戰。 

餐 食 早／飯店內用早餐  午／品嘗自製料理  晚／Laemgate Restaurant 海鮮吃到飽 

旅 館 曼谷 希爾頓千禧酒店 Millennium Hilton Bangkok 或 東方文華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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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飯店  BangKok【Jim Thompson House 金湯普森泰絲博物館】 桃園 

早餐後前往參觀 ◎ 金湯普森泰絲博物館，泰絲可說是泰國重要的產物之一， Jim Thompson 原為

美國人，因非常喜愛泰國還將泰絲工藝發揚光大，後人為了紀念他，特別將他的故居改為博物館並

繼續推廣泰絲，泰絲博物館為典型的泰式建築，內也設有泰絲專賣店以及收藏展示泰絲工藝。前往

機場，飛返台灣。 

 

餐 食 早／飯店內用早餐   午／金湯普森泰絲博物館內用   晚／溫暖的家 

旅 館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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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價說明 

項目 說明 

出發日期 
此報價適用出發時間： 2015/11/01 ~ 2015/11/30 出發 

參考費用

報價 旅遊行程: 

每車出團人數 20大人以上：每人團費NT46,800元 

此報價限以上出發日期出發，若卡連休假日，價格另計。 

費用內含 
 機票：華航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團出團回，其餘使用細則依各航空公司之規定)。 

 住宿：包含四晚飯店住宿（兩人一室，若總人數產生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差）。 

 餐食行程：行程表列之餐食安排及導覽行程。 

 導遊、司機餐食住宿費、出差費與小費(每人每天NT200)。 

 旅行業責任險：500萬契約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保額現制:十四歲以下及

七十歲以上人士投保限額為新台幣 200 萬元整） 

 機場稅、燃料稅(依實際開票的價格為準)。 

費用未含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等）。  

 若指定住單人房，需補房價差。 

 飯店內之床頭小費及上下行李小費。 

 自願參加之自費活動費用。 

 逾重行李費 (每件限 20公斤)。 

 中華民國護照新辦申請工本費(工本費NT1,400)。 

注意事項 

 此報價限持中華民國護照者者參團。 

 若指定住單人房，需補房價差。 

 本公司保留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而行程更改之重新報價之權利。 

 如遇航空公司臨時價格調漲，本公司將適時調整團費價格，團費以正式合約為準。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更改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