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北小城故事】夜間動物園、嘟嘟車遊蘭娜古城５日 25200 元
全 程：

天數

出發日期-時間

抵達日期-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1天

2015/12/08-09:45

2015/12/08-13:05

TPE/CNX

威航

ZV009

第5天

2015/12/12-14:55

2015/12/12-19:55

CNX/TPE

威航

ZV010

★ 特色介紹：

～北方玫瑰之城-清邁～
提起泰國清邁，一定會有不少人會想到潑水節熱鬧的氣氛。其實除了潑水節，泰國
第二大都市－－清邁，也是泰國史上第一個獨立國--藍納泰(Lanna Thai)王朝的首
都、宗教、文化及貿易中心，因此保有了許多的文化遺產，又有「北方玫瑰」之美
稱。與黏膩濕熱的曼谷相較之下，這裡顯得格外舒爽宜人，以她美麗的山光水色深
深吸引外來的人們。
～金三角神秘傳奇-清萊～
清萊府是泰國最北的府城，距離曼谷約 830 公里，它的北部和東北部與緬甸、寮國
為鄰。由於清萊位於湄谷河與 3 座小山丘的天然屏障之間，靠近邊界的戰略位置，
成為一個極重要的通商與貿易中心。清萊以「金三角」名聞天下，這個位於泰國、
緬甸和寮國三國交界地帶的山區，曾以其高海拔「罌粟種植區」而聞名於世，這裡
早期是罌粟花和製造鴉片的大本營，如今經過政府的指導，山地村民以改種果樹和
其他經濟農作物。現在的清萊，則以其動人心魄的景緻和峰頂寺廟、山區部落民族
的奇異風情著稱於世，優美的風光和雄偉的廟宇，也吸引著無數遊客的青睞。
～長頸族姑娘～
泰北旅遊行程中最引人矚目的奇景之一，來自一個專門種植稻米、茶樹及煙草的山
居部落地區----喀倫族族群（Pa Dong Karens）的住居地。部份的喀倫族姑娘從小時
候便以銅飾來「加長」她們的脖子，她們將銅飾纏繞在脖子上，她們將銅飾纏繞在
脖子上，一圈又一圈，變成一個銅環，銅環纏繞的次數越多，姑娘們便相信越能表
現外在美，增加魅力。一般「能耐」的女人，可以在脖子上纏到廿圈以上的銅環
呢。

★【湄登大象學校四合一】：綠野先蹤騎大象＋叢林竹筏遊河＋懷古坐牛車＋大象
表演
叢林之旅四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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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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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乘坐竹筏
（每個竹筏可載 6 至 7 個人）來一趟難忘了竹筏遊，觀賞寧靜的山谷河川，及周圍
叢林美景。坐牛車是昔日鄉下農家的交通工具，隨著時代的進步已早被淘汰和遺
忘，但在這裡您可看到或親自享受時光倒流，體驗一下鄉間的牛車之旅，您會感到
格外的新奇有趣。
★最神秘的少數民族村落：脖子愈長愈美的【長頸族】，此族群的族人已日益稀
少，故更顯現出它們的特別。
★金三角長尾船遊湄公河：位於泰緬寮三國交界之金三角，其主要以出毒品而聞名

於世，並搭乘【長尾船遊湄公河】，觀看兩岸人民生活情形.聆聽導遊細訴金三角毒
王昆沙的傳奇故事，揭開金三角的神秘面紗！
★龍坤藝術廟：亦稱(靈光寺) Wat Rong Khun 偉大的佛教藝術殿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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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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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室建築充滿傳奇色彩的雙龍寺：亦稱(素貼寺) Wat Parthart Doi Suthep 不可錯過
的清邁重點寺廟，它是一座神像遺址，觀其金碧輝煌，寺內供奉佛祖腳印之真跡。

飯店介紹【IMPERIAL MAE PING HOTEL】
不論是觀光或商務旅遊，帝國美平飯店也是到訪清邁的理想住宿之選。 這間 4 星級
酒店離機場僅有 10 km 的路程，交通方便。 相信帝國美平飯店的周到服務和一流設
施會讓您此行終生難忘。 兒童看護服務, 商店, 酒店/機場接送, 行政樓層, 髮廊是部
分讓帝國美平飯店在本市酒店中脫穎而出的原因。
共有 371 間房間可供客人選擇，全部都給人以安靜典雅的感覺。 酒店設有眾多娛樂
設施，例如：按摩, spa, 室外游泳池, 游泳池（兒童）, 健身中心/健身設施，都是放
鬆身心的最佳選擇。 入住帝國美平飯店是來清邁旅遊的明智選擇之一,酒店氣氛閒
適，遠離喧囂，非常適合放鬆身心。
【HOLIDAY INN CHIANG MAI HOTEL】
位於風景優美的查洛姆恩地區，從清邁假日飯店可俯瞰清邁，是享受 culture,
restaurants 的絕佳選擇。離市中心僅有 2.0 Km，遊客可以盡情領略市區內的迷人風
景。這家飯店氣氛閒適安逸，而且離市區萊德查維特醫院, 山頂冒險, 慧慧蘭納溫泉
等景點僅數步之遙。清邁假日飯店的一流設施和優質服務能確保提供客人一個愉快
的住宿。 飯店的特色服務，包括咖啡店, 酒吧, 停車場, 保管箱, 餐廳。每家房都可感
受到清邁假日飯店的獨有風格。客人還可盡情享受可提供相連房間, 禁煙房, 衛星頻
道/有線電視, 燙衣板, 獨立用餐區。 飯店設有眾多娛樂設施，例如：按摩, 桑拿 (三
溫暖), 健身房/健身設施, 室外游泳池，都是放鬆身心的最佳選擇。 清邁假日飯店地
理位置優越，能為客人提供一流服務。
【Rimkok Resort Hotel】
坐落於清萊 Amphoe Mueang 的中心地帶，Rimkok 是遊覽清萊的最佳下榻飯店。 在
這裡，旅客們可輕鬆前往市區內各大旅遊、購物、餐飲地點。 Rimkok 的周到服務和
一流設施會讓您此行終生難忘。 飯店擁有一系列特色服務，例如：池畔吧, 兒童看
護服務, 會議設施, 旅遊服務, 洗衣服務/乾洗。 迷你吧, 吹風機, 冷氣, 衛星頻道/有線
電視, 電視等一流的客房設施幫助您掃除一整天的疲勞。 飯店設有眾多娛樂設施，
例如：室外游泳池, 按摩, 花園，都是放鬆身心的最佳選擇。 Rimkok 是來清萊探索
城市魅力，放鬆身心的理想住處。
☆☆團體備註☆☆
▲採購行程：珠寶 、 燕窩 、甜甜屋土產店、乳膠品店、蛇園
▲本優惠報價是以雙人入住一房計算，沒有自然單人房，若單人報名需補單人房差。
▲本行程報價僅適用持台灣護照旅客，不收泰籍人士。學生、會議參展團及外籍人士報價另
議。
▲所有活動如不參加均無法退費，亦不可轉讓。
▲6 人成團，外站需合車，10 人以上(含)派台灣領隊隨行服務。

▲12 歲以下小孩不佔床人妖秀無座位(亦不退費)。
▲16 歲以下小孩不可參加 SPA 或按摩(亦不退費)。
▲為團體操作，不接受 JOIN TOUR、不接受脫隊。

簽證資料【泰國觀光簽證準備資料】：需２個工作天
1.護照正本-須具六個月以上有效期。(落地簽要七個月以上效期)
2.二吋彩色白底近照１張-六個月內近照。(學士照不收)
※附註：照片一定要大頭，同護照規格相片，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 3.2-3.6 公分。
3.中華民國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１份。
4.職業別攔。
5.聯絡地址(中文及英文)~請填身份證上所列之地。
6.聯絡電話（住家及行動電話），如未成年者需填入監護人之手機聯絡電話。辦事處地址：
台北市松江路 168 號 12 樓
【落地簽證說明】
★泰國可辦理落地簽，但等候時間較長(約需 1-3 小時左右)，非必要請在台灣先辦理
★辦理落地簽者本身，需另有兩萬泰銖等值之現金才可辦理
★如團體客人辦理落地簽証者，因防止擔誤其它旅客之行程權益，本公司將會派專人及車另
外接機，此費用將由客人支付，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第 1 天 台北／清邁─雙龍寺(含纜車)－嘟嘟車遊蘭娜古城(建都三王紀念像+大塔寺+水果街)─
泰式指壓二小時

今日搭乘客機，飛往泰國第二大城市─清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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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特別安排各位貴賓下列精采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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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您：雙龍寺每逢週末及泰國假日，上山設有交通管制，遊覽車不能上去，
團體若有卡到，將必須改坐雙排車上山或行程前後調整。
【嘟嘟車遊蘭娜古城】來趟古城之旅，起點：從古城三王銅像開始坐上嘟都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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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坐上嘟嘟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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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嘟嘟車之旅。
【泰國古式按摩】泰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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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您： 16 歲以下小孩無法安排按摩，因擔心骨骼還在成長階
段。
住宿：HOLIDAY INN CHIANG MAI HOTEL 或 IMPERIAL MAE PING HOTEL 或 DUSIT PRINCESS CHIANG MAI 或 EASTIN
TAN HOTEL CHIANG MAI (SUPERIOR)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 X：

晚餐 O：黑森林泰式套餐(四人一套)或
RIVER MARKET 泰式套餐(五人一套)

★第 2 天 清邁－湄登大象學校：綠野先蹤騎大象、叢林竹筏遊河、懷古坐牛車、 參觀大象表演
─少數民族長頸族－清萊

【MAE TAENG ELEPHANT CAMP 大象學校四合一】給各位貴賓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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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安排各位乘坐竹筏（每個竹筏可載
6 至 7 個人）來一趟難忘了竹筏遊，觀賞寧靜的山谷河川，及周圍叢林美景。接著坐牛車，
牛車是昔日鄉下農家的交通工具，隨著時代的進步已早被淘汰和遺忘，但在這裡您可看到或
親自享受時光倒流，體驗一下鄉間的牛車之旅，您會感到格外的新奇有趣。
【少數民族部落：長頸族】您可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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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RIMKOK RESORT HOTEL 或 KHAMTHANA HOTEL CHIANG RAI 或 TEAK GARDEN SPA RESORT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象園內(自助餐)

晚餐 O：金鳳餐廳或 RIMKOK 中式餐

★第 3 天 清萊─金三角坐船遊湄公河(含上寮國島)─金三角鴉片文史館(新館)─美塞邊界(自費
大其力 THB1500 元)─湖畔皇太后花園 (PS：金三角鴉片文史館新館每週一休館，將改由鴉片博
物館替代

【金三角坐船遊湄公河(含上寮國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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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上寮國島，觀看兩岸人民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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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塞邊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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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大其
力 THB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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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畔皇太后花園】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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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RIMKOK RESORT HOTEL 或 KHAMTHANA HOTEL CHIANG RAI 或 TEAK GARDEN SPA RESORT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SILAMANEE 酒店自助餐或(美
塞)鳳明餐廳中式餐

晚餐 O：雲園餐廳中式餐 或 RIMKOK
中式餐

★第 4 天 清萊玉佛寺－龍坤藝術廟(外觀拍照)－清邁－乳膠品店、品嚐冰糖燕窩每人一碗－毒
蛇研究中心－NIGHT SAFARI 夜間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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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坤藝術廟(外觀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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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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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膠品、燕窩展示中心】天然橡膠床墊和枕頭採用純天然橡膠製造而成，柔韌性強，透氣
度高。散發人體產生的熱量，不吸收水分產生潮濕發霉，塵蹣不易沾染，十分適合易過敏體
質。乳膠平均給身體各個部位最貼切的支撐，讓您輕鬆入眠，人體不易失衡，達到休息的最
高效果。本店專為各大休閒按摩中心、飯店、家庭生產製造，兼顧高品質和易照料的特性。
各位貴賓可在此盡情選購!接著安排每位貴賓品嘗冰糖燕窩一人一碗。
【毒蛇研究中心（研究所 snake farm）】以前專為皇室家族獨攬的機構，故到現在也被大家

稱呼為“泰國皇家毒蛇研究中心”，現在的研究中心已公開作為泰國最重要的旅遊項目之
一。毒蛇研究中心全世界有三個地方：泰國、.巴西、印度(孟加拉)，因為只有這些地方才會
有金剛王眼鏡蛇。蛇有分陰毒(七孔流血) ,陽毒(全身發黑)，被金剛王眼鏡蛇咬傷,最快 3 分鐘
內就斃命, 而且會全身發黑,同時七孔流血。泰國被稱為毒蛇的寶庫，出產的蛇類非常多。研
究所附近的毒蛇場內飼養著大量活生生的毒蛇，數千條毒蛇分門別類，飼養在設備良好的玻
璃房內。房內保持適於蛇類生存的濕度和溫度。眼鏡蛇、蝮蛇、金環蛇、銀環蛇等數十種毒
蛇，或盤形環狀在地上休息，或攀在樹上，居高臨下，悠然自得，遊客們可以在此看到專門
人員抽取蛇毒的示範表演，還可觀賞各種毒蛇專家示範空手捉蛇的精彩表演。在表演區旁有
個面積不大的演講室，是專門講解毒蛇於蛇毒的知識、泰國蛇藥和出售蛇藥的地方，房間不
大，但很幹凈，講師每個都自稱教授來自北京、廣東、香港等地的醫學工作者。房間內陳列
櫃上擺放的八種用蛇制成的蛇藥，這些泰國蛇藥用金剛王眼鏡蛇的蛇毒、油、蛇鞭、蛇血、
蛇膽等制成的蛇藥，能起到治療各種疾病的功效。
【夜間野生動物園(NIGHT SAFARI)】此一園區是泰國第一個在夜晚還能夠觀賞野生動物的
動物園，園內分為東區(NORTH ZONE)，搭乘遊園車前進 213 公里路線近距離觀看兇猛野生
動物如獅子、狼、黑熊、黑豹、鱷魚、馬來熊 …等『肉食性動物』。南區(SOUTH ZONE)，
一樣搭乘遊園車前進 243 公里路線近距離觀看兇猛動物如長頸鹿、猩猩、河馬、袋鼠、梅花
鹿、班馬、犀牛..等『草食性動物區』，步行區(WALKING ZONE)全長 12 公里路線環繞著美
麗的天鵝湖，湖中還有定時的水舞秀，徒步中可觀賞近 400 多種『珍奇禽獸』。園區還有
(自費買)飼料喂食動物區、(自費)騎馬區、PHOTOCENTER (自費)抱動物照相館..等。園區一
年比一年更豐富更好玩，園區不斷的增加新活動，2012 年更添加了『SAFARI DANCING
&CABARETSHOW~人妖歌舞表演』。
住宿：HOLIDAY INN CHIANG MAI HOTEL 或 IMPERIAL MAE PING HOTEL 或 DUSIT PRINCESS CHIANG MAI 或 EASTIN
TAN HOTEL CHIANG MAI (SUPERIOR)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PLUB PLA(自助餐)

晚餐 O：新珍寶餐廳烤鴨餐(團體 10 人
以下無法提供烤鴨，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第 5 天 清邁－清邁新景點 ARTS IN PARADISE 趣味 3D 動漫藝術畫廊─珍寶苑－清邁／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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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分為 8 個區，分別是海底世界、動物世界、遠古恐龍區、超現實主義區、古
典藝術區、蘭納文化區、泰國文化區、古埃及區——開門就是神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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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寶苑】泰國的礦產以寶石為最多，產量約佔世界的 40％，也是世界上紅寶石及藍寶石
及黃寶石的主產地之一，在政府進出口珠寶免關稅的支持下，已成全世界上購買珠寶最優勢
的市場國家，也成各國旅客重點旅遊必到之處，而全世界老祖宗們有致一同深信，紅寶石祈
求愛情～威嚴，藍寶石祈求權力德望，黃寶石祈求正～偏財，白寶石祈求福氣又安康，希望
此次的清邁之旅能讓旅客們得到所需要的運氣，才不枉此行。 接著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
北，結束難忘泰北風情之旅。
住宿：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CNX HILL 或假日花園自助餐

晚餐 O：機上享用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