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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HIGHLIGHTS：

• 暢遊泰國白沙灘、海景、水上活動(自費)  

 田園騎瑞象、蒂芬妮人妖表演、泰式指壓 

 按摩、東芭樂園文化表演、玉佛寺、大皇

 宮、夜遊湄南河等精華項目。

• 美食：中泰西式自助餐、泰式花園古典舞

 蹈餐、海鮮籃餐、湄南河遊船自助餐等。

• 包含國際機票，酒店，每日三餐，專業

 導遊。

• Visiting the Grand Palace, Floating Market, 
  Tiffany show, Elephant Rides, Nong Nooch 
  Village. River Dinner Cruise.
• Include Int’l air ticket, deluxe hotels, admission,
  breakfast daily, Chinese/English tour guide.  

 

曼谷-芭提雅6天

BANGKOK-PATTAYA 6 DAYS 
After breakfast , take the typical Thai boat to 
visit the Damnonsaduek Floating Market. After 
Lunch, visit the Grandpalace and The Emer-
ald Buddha . Evening Enjoy a romantic dinner 
cruise on the Chao Phaya river , Accompanied 
by melodious music while taking in the sights of 
glittering lights of the river banks .
  

早餐後參觀皮件中心－珍珠魚，為泰國當地
獨有的一種深海魚類，他的皮質可以刷洗、
堅實耐用，自用送人兩相宜！前往東方夏威
夷之稱的度假勝地—芭堤雅。參觀蘭花園及
聰明的猴子摘椰子的絕技，欣賞民俗文化秀
及大象表演。您還有機會體驗叢林騎大象，
騎著富貴象，穿越叢林、翻山涉水，感受古
代皇帝用以代步的交通工具，別有情趣，保
證讓您留下人生難得的回憶，之後為你安排
了2小時泰式古法指壓按摩為你疏筋活骨以消
除旅行之疲勞。

酒店: Crystal Palace Pattaya or similar

Visit the leather center and Snake Farm in the 
morning, After lunch, transfer to the Pattaya ,We 
will be in the Nong Nooch Village for a glimpse 
of Thai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the fancy el-
ephant show . a chance for you to experience 
an elephant rides. In the evening. You will enjoy 
our Thai physical massage .

穿上你輕松的衣衫和帶上美麗的泳衣，早餐
後搭乘快艇前往珊瑚島，島上你可自費參加

乘豪華客機飛往泰國首都曼谷。
Depart Los Angeles for Bangkok.

 

抵達曼谷國際機場，專車接往酒店休息。

酒店: Chaophya Park or similar

Upon arrival, welcome you with the “Super Va-
cation” sign at airport, transfer to hotel.

早餐後前往Ratchaburi的【丹能莎朵歐式水
上市場】，長方形彩色木筏載滿五顏六色水
果、由戴著鬥笠婦女搖槳緩前、錯落在綠色
的運河上，是最接近泰人水上傳統生活型態
的回顧接著前往參觀金碧輝煌的大皇宮。大
皇宮是泰皇朝歷代國王議政，加冕及舉行盛
大慶典的場所，深具泰民族古建築的藝術特
點，它匯集了泰國的建築、繪畫、雕刻及裝
潢藝術的精華。宮廷建築中，瑪哈帕薩宮由
英國建築師設計，外觀融合了歐式的古典與
泰式的幽雅。至於造型優美高雅的莫克帕薩
宮，完美地結合了簡潔與華麗，是泰式古典
建築的縮影。之後前往曼谷眾寺廟的代表-玉
佛寺，這裡是皇室舉行宗教儀式之場地。寺
內佛塔、浮屠林立，在大雄寶殿中供奉一尊
價值連城的國寶玉佛，由整塊翡翠玉所雕刻
而成。每年雨、旱、涼季，泰王都會親手為
佛像更換鑲有寶石的袈裟。參觀完金碧輝煌
的建築，黃昏時分，搭乘湄南河上的豪華景
觀船，享受夜遊湄南河DINNER CRUISE 的浪
漫夜景。

酒店: Chaophya Park or similar

水上活動，有水上摩托車、托曳傘、香蕉船
等。午餐後【特產巡禮】泰國的寶石礦產約
占世界的40%，也是世界紅藍寶石的主產地
與加工區。泰國政府為了保護消費者成立了
JFC與GIA世界珠寶玉石鑒定協會、有此標誌
的寶石公司將受觀光警察及政府相關部門監
督。在陳列琳瑯滿目、名家設計精細的寶石
店里，擁有著絕對的誘惑力。下午可在酒店
遊泳池戲水休息。餐後前往欣賞世界著名的
人妖表演。

酒店: Crystal Palace Pattaya or similar

After breakfast , we will take the speed boat to 
the Coral lsland for one day trip , host of optional 
activities and water Sports . Dinner with  buffet. 
Enjoy the  Lady-boy cabaret show in the fantasy 
Pattaya night.  

早餐後，專車送往機場，飛回美國 。
Morning transfer to Bangkok international 
airport for U.S.A.

      美國 - 泰國曼谷
         U.S.A. - BANGKOK   1 
       曼谷
           BANGKOK   2

       曼谷-水上市場-大皇宮+玉佛寺
       水果市場-夜游湄南河 (早/午/晚餐) 

            FLOATING MARKET - GRAND 
            PALACE - PHAYA RIVER (B/L/D)

3        芭雅堤 - 珊瑚島 - 泰國特產巡禮
       蒂芬尼人妖秀  (早/午/晚餐)

        PATTAYA - CORAL ISLAND   (B/L/D)
5  

      曼谷-皮件中心+蛇園-東芭樂園
      象園騎象-泰式古法按摩 (早/午/晚餐) 

          BANGKOK  - NONG NOOCH VILLAGE 
          ELEPHANT CAMP (B/L/D)
         

4

團費不包括 / 注意事項：
※ 燃料費和機場稅。
※ 其他城市出發或停留其他國家，請來電查詢。
※ 小孩(12歲以下)不佔床位, 大人價的80%。
※ 司機與導遊小費建議每人每天＄8。

Excludes / Remarks:
※ Tax and fuel surcharge.
※ Other gateways or stopover other countries, 
     please call for details.
※ Child under 12 who shares room with two
     adults, will be charged 80% of adult price
※ Driver & tour guide’s tips at $8 per day per person.

       芭堤雅-曼谷機場-原居地  (早餐)

            PATTAYA - U.S.A. (B))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