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尊享】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三國遊丨新加坡市

+馬六甲市+吉隆坡+曼谷+芭提雅+沙美島 11天9晚遊  

    

產品資訊 

團號 SINBKK11   

出發城市 新加坡市 Singapore City   

目的地城市 曼谷 Bangkok 途經地點 

馬六甲市 

Malacca、吉隆坡 Kuala 

Lumpur、曼谷 

Bangkok、芭提雅 

Pattaya、沙美島 Koh 

Samet 

行程天數 11 天 9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8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949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899 = 2899 

【10天】燃油附加費:1 x 50 = 50 

兩人入住：$21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449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2199 = 4398 

【10天】燃油附加費:2 x 50 = 100 

    

出發班期 

 週五出發  

四人成團  

03/31/2023、04/07/2023、04/14/2023、09/29/2023、11/17/2023、11/24/2023、12/15/2023、12/22/2023、12/2

9/2023 出發的班期，需加收$80/人旺季加收費。  

    

產品特色 



【出行無憂】優秀中文導遊帶團，景點門票、小費一價全含，三餐全包（兩次接送機日除外），零購物，100%

純玩高品質團。 

  

  

【品質住宿】入住當地五星級酒店，沙美島特別安排一晚四星沙灘度假酒店。 

  

  

【花園城市】新加坡必打卡的地標—

魚尾獅公園，酷似榴蓮的濱海藝術中心，濱海灣花園內的網紅超級樹，歷史悠久的唐人街，集主題樂園、熱帶

度假村、自然公園和文化中心於一體的聖淘沙島。 

  

  

【馬來雙城】歷史悠久的馬六甲市，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泰神秘】近距離觀賞東南亞首個真正的人妖歌舞表演秀；享受傳統泰式古法足部按摩；觀看一場刺激緊張的

泰拳格鬥賽。 

  

  

【泰網紅】火車與商販完美合作而享譽全球的美功鐵道市場；因玻璃棧道可360度全方位俯瞰曼谷美景的新晉網

紅景點—王權雲頂大廈玻璃觀景台；重新開放的網紅夜市—The one Ratchada 夜市。 

  

  

【泰好吃】獨享浪漫夜色與遊輪晚餐：乘坐昭披耶公主號 (ChaoPhraya Princess) 

遊輪欣賞夜幕下湄南河以及河畔的地標美景，享用船上美味的自助餐，各種泰國美食、海鮮燒烤、麵食等，現

場更有爵士樂歌手駐場，遊客也可以伴隨著音樂翩翩起舞。精彩海灘邊晚餐：邊品嘗美味大餐邊欣賞精彩絕倫

的火棍表演。環境優美的森林餐廳：在郁郁蔥蔥的森林和潺潺流水中享受正宗泰國美食。享用米其林海南雞油

飯+薑汁豆花或龜苓膏，豐富的海鮮自助烤肉餐和各類正宗的泰式餐。 

【泰好逛】21 

號航站樓購物中心彙集六大都市主題，大牌、潮牌、數碼、美妝都在這裡；位於曼谷市區的王權免稅店，各類

品牌應有盡有。 

  

  

【泰必去】保持著泰國昔日水上集市風貌的『丹嫩沙多水上集市』，曼谷王朝的象徵『曼谷大皇宮和玉佛寺』

，泰國著名的王家寺廟之一『鄭王廟』，泰式鄉村風格的『東芭樂園』，擁有醉人沙灘、別致美景的『沙美島

』。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新加坡樟宜機場 (SIN)； 

免費接機時間：11:00、15:00、19:00、22: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

匯合時間，逾時不候。 

    

離團地點 

曼谷素那萬普機場 (BKK)； 

詳情請見最後一天內容。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新加坡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自行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花園城市新

加坡。 

夜宿飛機上，三餐自理。 

溫馨提示：部分航班抵達新加坡為兩天後，請以您實際預定的機票為準。 

 

    

    

Day 2 抵達新加坡市 

全天   

今天我們將抵達新加坡市，導遊將在機場等候您的到來，接到您後將安排您前往酒店入住休息，為接下來的美

妙旅程養精蓄銳。 

免費接機機場：新加坡樟宜機場 (SIN) 

免費接機時間：11:00、15:00、19:00、22: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

匯合時間，逾時不候。 

三餐自理 

 

    

晚上   

酒店：Orchard Hotel Singapore 或 同級 

    



    

Day 3 新加坡市市區 - 汽車 - 馬來西亞馬六甲市 

全天   

在酒店享用自助早餐後，我們將遊覽新加坡市區的標誌性景點：魚尾獅公園、伊莉莎白公園、國會大廈、榴槤

藝術中心、牛車水唐人街、濱海灣花園。隨後，前往哈芝巷感受不一樣的異域風情，接著來到非常有特色的土

生華人博物館。在中式餐廳品嘗新加坡特色美食後，我們將驅車去美麗的聖淘沙島，這是新加坡的世外桃源，

與現代大都市相呼應。結束新加坡的行程後，我們將前往馬來西亞馬六甲市，一路上幾乎都能看到一望無際的

綠油油的棕櫚樹林，棕櫚樹生機盎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就是聞名世界的馬來西亞棕櫚叢林。在馬六甲享

用娘惹特色餐後，夜遊馬六甲。抵達後進行歐洲風情之旅，前往馬六甲古城門、荷蘭紅屋坊、聖保羅教堂舊址

，雞場街，觀賞馬六甲海峽船隻繁忙穿梭的景象後，入住酒店。 

  

行程安排： 

新加坡市區 → 魚尾獅公園 → 伊莉莎白公園 → 國會大廈 → 濱海藝術中心（30分鐘）→ 

牛車水唐人街（30分鐘）→ 哈芝巷（30分鐘）→ 土生華人博物館（30分鐘）→ 新加坡特色午餐（60分鐘）→ 

聖淘沙島（60分鐘）→ 馬來西亞馬六甲市 → 

歐洲風情之旅（40分鐘，麻六甲古城門、荷蘭紅屋坊、聖保羅教堂舊址、雞場街、馬六甲海峽） 

 

    

上午   

魚尾獅公園 Merlion Park 

魚尾獅公園坐落於浮爾頓一號隔鄰的填海地帶，是新加坡面積最小的公園。知名的魚尾獅像就坐落於此，這個

矗立於浪尖的獅頭魚身像是新加坡的標誌和象徵。它後面還建有一座小魚尾獅像與之相伴，與大魚尾獅呼應，

從口中噴射水柱。 

 

濱海藝術中心 Esplanade - Theatres on the Bay 

濱海藝術中心的建築外觀酷似新加坡人最愛的一種熱帶水果 

“榴槤”，因而本地人愛把這座藝術殿堂昵稱為"“榴槤”。風景如畫的濱海灣畔，佇立著璀璨亮麗的新加坡國家藝

術殿堂，日夜不休地呈獻世界級水準的精彩好戲與藝術演出。 

 

牛車水 Chinatown Singapore 

歷史悠久的牛車水是新加坡的唐人街，據說因為當時沒有自來水，這裡的居民要靠牛車運水而得名。如今，牛

車水是新加坡華人聚集的地方，也是遊客來到新加坡必看的文化景點之一。在這裡你可以聽到中國方言，品嘗

純正的風味美食，買到傳統的唐人日用品，感受新加坡迷人的中華文化和歷史。即便你對牛車水的小商品興趣

不大，也不應錯過這裡的風味小吃。除了牛車水大廈和麥士威路美食中心，吃貨們還往往喜歡前往Smith街，每

當夜幕降臨，Smith街便禁止車輛通行，變成一條美食街，在這裡可以找到美味的本地美食。 

 



濱海灣花園超級樹 Supertree Grove - Gardens by the Bay 

濱海灣花園是新加坡的新地標，由濱海南花園、濱海東花園和濱海中心花園組成的城市花園帶。花園內擁有18 

棵樹形結構擎天大樹，被稱為超級樹（Supertree），通過垂直結構設計展示的熱帶攀緣植物、附生植物和蕨類

植物，製造令人驚歎的元素。"超級樹"上種植了200多種來自於世界各地的熱帶植物，總數達到16.29萬棵，仰頭

看這些巨大的原型樹冠充滿了未來視覺感受。 

 

哈芝巷 Haji Lane 

哈芝巷曾經是一條兩旁矗立著戰前房屋的空蕩街道，如今大批本土設計師和年輕創業者的進駐已使這條舊巷重

獲新生。不少設計師和創業者在這裡開設了許多頗具個性的精品時裝店，專門出售各種具有新加坡本土風情的

時尚配飾和物品。現在，哈芝巷內牆壁上的塗鴉使得整個街道透露出藝術區的風格，幾乎每個小店都被裝修得

五彩斑斕，每面牆都滿滿的是色彩絢麗的塗鴉，隨手一拍都非常得有質感。 

 

土生華人博物館 Peranakan Museum 

土生華人博物館設在一所漂亮的舊校舍內，這所學校就是建於 1912 

年的道南小學，是海峽殖民時期創立的第一所現代化福建學校。這所舊校舍現已被列為國家古跡。毋庸置疑，

土生華人博物館是瞭解土生華人文化遺產的必去之處，博物館擁有精美的文物和有趣的展覽，為您展示新加坡

充滿活力的土生華人社群以及其歷史。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中式餐廳品嘗新加坡特色美食 

    

下午   

聖淘沙島 Sentosa 

聖淘沙被視為新加坡旅遊與娛樂業的璀璨明珠，是集主題樂園、熱帶度假村、自然公園和文化中心於一體的休

閒好去處！一踏上這座島嶼，您便能在眾多的景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歷史和文化的重現、晝夜不眠

的娛樂、鬱鬱青蔥的環境、修剪齊整的花園、音樂噴泉等。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麻六甲特色餐娘惹餐 



    

晚上   

馬六甲古城門 Porta De Santiago (A Famosa) 

馬六甲古城門是一座西歐式的古代建築物，深厚的城牆，闊大的拱門，城門之上有粗獷的圖案，頂端還有一個

長形的小拱門，是馬六甲的象徵。聖地牙哥古城門最早是一個葡萄牙式禮拜堂，為紀念施洗者聖約翰而建。所

以又有一個名字叫做聖約翰堡壘。荷蘭人在18世紀將其重建為堡壘，使其成為防禦馬六甲古城的重要堡壘。 

 

荷蘭紅屋 Stadthuys 

荷蘭紅屋位於荷蘭廣場的中心，開始修建於1650年，這裡據說原為教堂，後改為市政府，現在是麻六甲博物館

，藏有馬來、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歷史文物。紅屋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地方，映入眼簾的是厚厚的紅色磚牆

，看起來厚厚的硬質木門，寬闊的石質臺階，紅屋的建築風格極為鮮明，同時它也是東南亞最古老的荷蘭建築

物！紅牆白磚，明豔的紅色在蔚藍天空的映襯之下更具麻六甲風味，也為這座小城增添了幾分與眾不同的童話

般的色彩。麻六甲紅屋也當之無愧成為了麻六甲的地標性建築之一。 

 

聖保羅教堂 Church of Saint Paul, Malacca 

聖保羅教堂建於1521年，為葡萄牙人所建。1670年荷蘭人佔領麻六甲後，將教堂用作城堡，今天在外牆上仍可

見到不少子彈孔。聖保羅教堂建在聖保羅山頂，教堂前豎立有一座白色的神父雕像，雕刻得非常逼真，奇特的

是雕像唯獨沒有右手。此外，在此眺望遠處的麻六甲海峽也是件愜意的事情。 

 

雞場街 Jonker Street 

雞場街是馬六甲的唐人街，是麻六甲的中心，也是一個多姿多彩值得一逛的好地方。街道兩旁多為兩層樓房，

屋樑頗高，並有騎樓，均有百年以上歷史。而向大街的門楣上，都嵌有諸如“同發”、“豐順”、“豐捷”等字，這是

祖先遺留下來的當年的店號，由此人們可聯想到昔日商業街市的繁華景象。中心街道聚集了許多出售服裝和手

工藝品的店鋪和餐館，這裡的知名餐館有中華茶室、Jonker 

88、古城雞飯粒、地理學家咖啡館等等。每逢週五和週六，這條街就變成了熱鬧的Jonker 

Walker夜市，到處都是兜售食物和小飾品的攤檔。 

 

馬六甲海峽 Strait of Malacca 

馬六甲海峽是位於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島之間的海峽，因沿岸有馬來西亞古城馬六甲而得名。海峽西北端通往

印度洋的安達曼海，東南端連接南中國海，現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3國共管。海峽處於赤道無風帶，全年

風平浪靜的日子很多。海峽底質平坦，多為泥沙質，水流平緩，是參觀馬六甲不可缺少的景點。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Melaka, an IHG Hotel 或 同級 

    



    

Day 4 馬六甲市 - 汽車 - 吉隆坡 - 汽車 - 雲頂高原 

全天   

早餐後，我們將乘車前往馬來西亞新的行政中心布城，又名太子城。太子城是馬來西亞人理想中的首都，所有

的政府辦公大樓以首相府為中心集中在這裡，包括首相辦公大樓、水上清真寺、太子橋、太子湖、濕地廣場等

建築。水上清真寺是一座建在水面上的粉紅色的建築，也是住在太子城中心的人們每天禱祰必到之地，女性必

須穿上粉色長袍才可入內。隨後我們將前往國家皇宮、馬哈迪故居、國家清真寺和國家英雄紀念碑。午餐後，

我們將前往被稱為印度教聖地的黑風洞，打卡最ins的網紅彩虹梯。之後，乘巴士或纜車前往素有“南方蒙地卡羅

”之美譽的雲頂高原，這裡是馬來西亞最大、最著名的的娛樂中心和避暑聖地。晚餐後，入住酒店。 

  

行程安排： 

馬六甲市 → 太子廣場（40分鐘，首相大樓、水上清真寺、太子橋、太子湖、濕地廣場）→ 

國家皇宮（外觀，15分鐘）→ 馬哈迪故居（20分鐘）→ 國家清真寺（15分鐘）→ 國家英雄紀念碑（20分鐘）→ 

黑風洞彩虹梯（30分鐘）→ 雲頂高原（60分鐘） 

  

03/01/2023起出發的班期，行程如下： 

行程安排： 

馬六甲市 → 太子廣場（40分鐘，首相大樓、水上清真寺、太子橋、太子湖）→ 國家皇宮（外觀，15分鐘）→ 

國家清真寺（15分鐘）→ 國家英雄紀念碑（20分鐘）→ 黑風洞彩虹梯（30分鐘）→ 享受印度拉茶+印度煎餅 → 

雲頂高原（60分鐘） 

 

    

上午   

太子廣場 Putra Square 

太子城，是馬來西亞的新行政首都，占地廣達4,932公頃，距離吉隆玻僅25公里，是馬來西亞未來城市的領航者

；被規劃發展為馬拉西亞的“智慧型花園城市”。太子廣場鋪地的圖案、顏色、風格與建築取得了和諧的呼應，

中央的噴水池花團錦簇，周邊高高飄揚的是代表著馬來西亞十三個州的旗幟，非常鮮明地展示了馬來西亞這個

年輕國度的特色。 

 

粉紅清真寺 Masjid Putra (Putra Mosque) 

粉紅清真寺是一座仿造摩洛哥卡薩布蘭卡的哈桑清真寺而建的寺廟，，占地面積5.5公頃，是馬來西亞最大的清

真寺。由於粉紅清真寺主體建築有四分之三建在水上，因此又被稱為水上清真寺，可同時容納一萬多人做禮拜

。粉紅清真寺可謂是滿足所有的少女心了——

不光外表是柔美的粉紅色，它的造型也非常優美，大量使用玫瑰大理石建成，式樣與裝飾類似沙烏地阿拉伯麥

加城的三大清真寺，美麗、經典。 

 



太子橋 Putrajaya Bridge 

太子橋全長四百三十五米，是連接政府和混合發展區的主要道路，也是連接布城獨立廣場和城市的大道。它的

設計靈感來源於伊朗伊斯法罕著名的Khaju 

大橋，遠遠望去，就像一艘揚帆起航的大船。這裡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站在橋上，遊客可以欣賞美麗的湖景

。 

 

太子湖 Putrajaya Lake 

太子湖又名布城湖，起著給城市降溫的作用，是一個面積達到六百多公頃的人工湖。湖水的水質非常好，符合

全國乃至國際水上運動的規格。它現在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各種水上運動活動的場地，包括一級方程式賽艇錦標

賽和亞洲獨木舟錦標賽。 

 

馬哈迪故居 Mahathir's Birth Place 

馬哈迪爾從1981年起任馬來西亞首相直到2003年，長達22年。在他執政期間，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顯著，貧困

率大幅度降低，被譽為“馬來西亞先進發展之父”。其故居位於吉隆玻市區的一個小山坡上，是一棟兩層樓房。

周圍綠樹環繞，花草繁茂，環境清幽。故居室內裝修古典精緻，上下大約有二十多個房間。特別值得觀賞的是

會客廳等處陳列的各國領導人贈送的工藝禮品和馬哈迪爾本人的收藏品，其中有中國的唐三彩、清代官窯瓷器

等。 

 

馬來西亞國家清真寺 National Mosque of Malaysia 

馬來西亞國家清真寺位於吉隆玻市中心，是公認的馬來西亞伊斯蘭教的標誌，也是東南亞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與其它傳統的採用半圓拱頂的清真寺不同，國家清真寺的主禮拜廳覆蓋著像雨傘折疊一般的16角星形藍色屋頂

，它讓整座建築都充滿了濃濃的現代感。屋頂由49個大小圓拱組成，最大的圓拱直徑45米，呈18條放射星芒，

代表馬來西亞13個州和伊斯蘭五大支柱。寺內經堂、走廊、圖書室等的裝潢和式樣都與麥加的三大清真寺相仿

，每逢星期五主麻日，虔誠的教徒們便湧向這裡做祈禱。 

 

國家英雄紀念碑 National Monument (Malaysia)  

國家英雄紀念碑位於吉隆玻市中心，在湖濱公園對面，靠近吉隆玻火車總站和國家清真寺。建造於1966年，是

為紀念為國犧牲的烈士而建的。石碑被一汪清澈的水圍繞著，碑下還有很多當地人敬獻的紅色小花環，錯落有

致的擺放著。碑身上刻著“1914-1918、1939-1945、1948-1960”的字樣。1914-1918、1939-

1945這兩個時期分別是一、二次世界大戰，1948-

1960則是馬來西亞的內戰，在馬來西亞歷史上稱之為“非常時期”。碑上銅鑄的碑文是陣亡者的姓名，四面都不

一樣。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骨茶特色餐 

    

下午   

黑風洞 Batu Caves 

黑風洞距離吉隆玻以北，是一處擁有一系列洞穴與寺廟的石灰岩山丘，也是印度以外的印度教聖地之一。黑風

洞是亞洲洞穴生態系統發育最全面的一處，有“馬來西亞大自然奇觀”“石灰岩的夢世界”之譽。馬來西亞的標誌性

旅遊景點，這裡有 272 級超級ins風的彩虹樓梯，是最新的火爆必打卡景點。 

 

雲頂高原 Genting Highlands 

素有“南方蒙地卡羅”之美譽的雲頂高原是馬來西亞新開發的旅遊和避暑勝地，這裡山巒重疊，林木蒼翠，花草

繁茂，空氣清新怡人。這裡有馬來西亞唯一的合法賭場，有獲得吉尼斯世界紀錄的“世界最大的酒店”，有超過8

0家零售商店和86家餐廳，有多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娛樂設施。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農家餐 

    

晚上   

酒店：Pullman Kuala Lumpur City Centre Hotel & Residences 或 Putrajaya Marriott Hotel 或 Dorsett Grand Subang 

Hotel 或 同級 

    

    

Day 5 吉隆坡 - 飛機 - 泰國曼谷 

全天   

早餐后，我們將前往占地 8.2 公顷的独立广场，在此你可以看到有一柱高達 100 

公尺的旗杆，馬來西亞獨立時的第一面旗幟就在此旗杆上首度飄揚。隨後，我們將參觀馬來西亞的最高建築雙

峰塔。午餐後，我們將送您前往吉隆坡國際機場，搭乘航班前往泰國曼谷，開啟泰蘭德之旅。 

  

行程安排： 

吉隆坡 → 獨立廣場（15分鐘）→ 雙峰塔（30分鐘）→ 搭乘航班從吉隆坡國際機場(KUL) 

飛往泰國曼谷素萬那普機場(BKK)（請自理機票費用，飛機上無導遊） 

  



03/01/2023起出發的班期，行程如下： 

行程安排： 

吉隆玻 → 獨立廣場（15分鐘）→ 雙峰塔（30分鐘）→ 茨廠街&BOOKXCESS（90分鐘）→ 

午餐後搭乘航班從吉隆玻國際機場(KUL) 飛往泰國曼谷素萬那普機場(BKK)（請自理機票費用，飛機上無導遊）  

  

吉隆坡國際機場(KUL)：請預定16:00以後起飛的航班； 

泰國曼谷素萬那普機場(BKK)：免費接機時間是19:00、22:00。 

請參照此要求預定合適的航班。 

 

    

上午   

吉隆坡獨立廣場 Independence Square (Kuala Lumpur) 

綠草如茵的吉隆坡獨立廣場是對馬來西亞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地方。1957年8月31日，馬來西亞脫離英國統治而

獨立。現在，升旗地點矗立著一支高100英尺的旗杆，位於廣場的南端，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都會到此欣賞這根

旗杆，以紀念這個歷史時刻。旗杆的下麵有歷任首相的照片。整個廣場不大，欣賞旗杆的同時，你也不妨找個

蔭涼的地方坐下來，安安靜靜地欣賞一下周圍的建築物。獨立廣場周圍的建築可謂是包羅萬象，從英國都鐸王

朝樣式的建築，到伊斯蘭建築，再到公會教堂。他們與遠處的摩天大樓交相輝映，仿佛訴說著殖民時期的種種

往事。 

 

吉隆坡雙子塔 Petronas Towers 

國家石油公司雙子塔是吉隆玻的標誌性城市景觀之一。大廈位於吉隆玻市中心，高452米、共88層，一對一模一

樣大廈並肩聳立，中間有棧橋相連，設計靈感來自於伊斯蘭教教義。目前雙塔的一座是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

辦公用，另一座是出租的寫字樓，在第40與41層之間有一座天橋，方便樓與樓之間來往。從吉隆玻市內各處都

很容易見到這座大廈。大廈非常壯觀，就像兩座高高的尖塔刺破長空。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晚上  晚餐 

自理         

 

    

晚上   

酒店：Swissotel Bangkok Ratchada 或 Somerset Rama 9 Bangkok 或 Avani Sukhumvit Bangkok 或 同級 



    

    

Day 6 曼谷 

全天   

曼谷是泰國的首都，佛教寺廟一步一座，有 

“佛教之都”的美譽。來到曼谷，從早到晚都逛不停的特色市集一定是不可錯過的打卡景點。第一站將要前往泰

國的第一個水上市場——

丹嫩沙多水上集市。集市迄今已有百年歷史，許多熱門的影視電影如《007》《唐人街探案》《澳門風雲》等都

曾在這裡取景。接著乘車前往泰國十大靈驗佛寺之一的樹中佛寺，老樹緊緊環抱著樹中寺，寺廟與自然環境完

全融為一體。之後前去打卡另一個特色市集——

美功鐵道市場，市場裡的攤位都沿著鐵道擺放，每天火車到站時提前響鈴，鐵道兩邊的攤販就把簾子和攤位收

起來，讓火車通過，合作天衣無縫。隨後前往曼谷最新網紅打卡點，目前泰國最高的大樓——

王權雲頂大廈，乘坐電梯登上觀景台體驗這裡的玻璃棧道，僅限刺激之下更可俯瞰曼谷美景。 

  

行程安排： 

丹嫩沙多水上集市（2小時，含木槳船）→ 樹中佛寺（20分鐘）→ 

美功鐵道市場（30分鐘，含一站的火車票）→ 王權雲頂大廈玻璃觀景台（60分鐘） 

 

    

全天   

丹嫩沙多水上集市 Damnoen Saduak 

丹嫩沙多水上集市位於曼谷市西南方，是少見的依然保持著泰國昔日水上集市風貌的集市，有超過百餘年的歷

史，很多電影曾在這裡取景，其中尤其出名的要屬《007》系列中的一部了。這裡至今仍有當地的老百姓生活在

依水而建的水上屋內，商家基本上都是夫妻店，終年在河流上做生意。在兩岸熱帶樹木茂盛的運河裡，載有蔬

菜、水果、小商品的船在狹窄的水道裡穿梭。船上，當地的勞動婦女們戴著獨特的草帽，大聲地吆喝叫賣。來

這裡的遊客基本上都會選擇乘坐小船遊覽集市，體驗一下船上購物的樂趣。當然在岸上的廊棚裡走動也是另外

一番體驗，廊中也有小販賣水果。如果看中了船上小販賣的食物，可以打招呼讓他們靠岸。 

 

樹中佛寺 Wat Bang kung 

樹中佛寺又名邦昆寺，位於曼谷65公里外的安帕瓦府，是座被400多歲的老菩提環抱於懷中的寺廟，屬於自然生

長，無人為干預。除老菩提外，其實寺廟周圍是有很多樹木，盤根錯節相互纏繞在一起，保護著這座寺廟。寺

廟雖被大樹所包圍，失去了金碧輝煌的外表，僅剩的也只有殘垣斷壁，但是寺廟內的佛像，卻依舊莊嚴祥和。  

 

美功鐵道市場 Mae Klong Market 

原本平平無奇的小火車，卻因為一條特殊鐵路的存在，從而成為了一處享譽世界的“網紅景點”。 

吸引著全球各地的遊客前來遊玩打卡，想要親身探尋其中的魅力所在。而這個地方便是泰國的美功鐵道市場，



一處建立在鐵道之上的另類菜市場。在寬度不足2米的空隙之間，火車卻要從中穿行而過，而且周邊還遍佈著琳

琅滿目的各種攤販，成為享譽全球的網紅景點原因所在。 

 

王權雲頂大廈玻璃觀景台 Mahanakhon Skywalk 

自正式對公眾開放起，王權雲頂大廈玻璃觀景台的人氣便急速上升，已成為熱門網紅打卡地之一。從一樓可以

乘坐直升電梯，50秒左右即可登上78層，高達314米的觀景台會讓你眼前一亮，觀景台還有一段玻璃棧橋，站在

上面可以360度全方位俯瞰曼谷。踏上用高清玻璃安全材質打造成的全透明玻璃棧道，仿佛懸掛在半空中，帶著

激動的心情，您會發現原來腳下是如此繁華的曼谷美景！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Kuan Danmen 泰式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湄南河遊船(ChaoPhraya Princess) 海鮮自助餐：乘坐昭披耶公主號 (ChaoPhraya Princess) 

遊輪欣賞夜幕下湄南河以及河畔的地標美景，享用船上美味的自助餐，各種泰國美食、海鮮燒烤、麵食等，現

場更有爵士樂歌手駐場，遊客也可以伴隨著音樂翩翩起舞。 

    

晚上   

酒店：Swissotel Bangkok Ratchada 或 Somerset Rama 9 Bangkok 或 Avani Sukhumvit Bangkok 或 同級 

    

    

Day 7 曼谷 - 汽車 - 芭提雅 

全天   

早餐後，我們將前往曼谷市中心著名的大皇宮，它是泰國保存完美、規模旁大且富有民族特色的王宮，彙集了

繪畫、雕刻和裝飾藝術的精華，是曼谷旅遊不可錯過的打卡景點。泰國三大國寶之一的玉佛寺位於大皇宮東北

角，是泰國王族供奉玉佛像和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寺內有玉佛殿、先王殿、佛骨殿、藏經閣、鐘樓和金塔，

以精美生動、裝飾奢華的尖頂裝飾、建築裝飾和回廊壁畫三大特色名揚天下。隨後，我們將前往位於泰國湄南

河西岸的鄭王廟，鄭王廟占地面積很較大，僅次於大皇宮。之後，我們將離開曼谷，乘車前往芭提雅觀看絕美

的人妖表演，享受華麗的劇場和專業的歌舞演帶給您的視聽盛宴吧！ 

  

行程安排： 



曼谷 → 大皇宮/玉佛寺（90分鐘）→ 鄭王廟（60分鐘）→ 乘車前往芭提雅 → 

蒂芬妮人妖秀（45分鐘，VIP座位） 

  

溫馨提示： 

1. 如果泰國皇室有重大活動或皇室活動時，大皇宮不對外開放。 

 

    

全天   

大皇宮 Bangkok Grand Palace 

大皇宮位於曼谷市中心，緊靠湄南河，是曼谷王朝的象徵，是旅遊者去泰國的鍾愛之地。皇宮由一組佈局錯落

的建築群組成，是暹邏式風格，彙集了泰國繪畫、雕刻和裝飾藝術的精華。這裡是保存規模相當壯觀、富有民

族特色的王宮，現仍用於舉行加冕典禮、宮廷慶祝等儀式活動。大皇宮建築群有22座，主要建築是4座具有特色

的宮殿和1座玉佛寺。四座宮殿分別是武隆碧曼宮、阿瑪林宮、節基宮和律實宮，從東向西一字排開。 

 

玉佛寺 Temple of the Emerald Buddha (Wat Phra Kaew)  

玉佛寺位於曼谷大皇宮的東北角，是曼谷的標誌，是泰國旅遊必到之地，歷代王族都在這裡舉行重要的儀式。

像泰國這樣的佛教國家，宗教歷來就是和王權不分家的，而玉佛寺也就是大皇宮的一部分，是泰國所有寺廟中

崇高的代表。玉佛寺占整個大皇宮的四分之一，寺內建築宏偉堂皇，金玉璀璨，融泰國諸佛寺特點於一身，是

泰國國內最大的寺廟。當你進入這座寺廟建築群時，會看到一些有6米高、身穿戰衣的讓人生畏的雕像。這些雕

像就是夜叉，他們是保護玉佛免受邪靈侵犯的守衛。你還可以看到一些描繪《拉瑪堅》史詩的壁畫。臺階上美

麗的鍍金半人半獅像（Apsonsi），其職責也是守衛寺廟。供奉稀世珍寶玉佛像的玉佛殿共有40根四角型立柱，

並在廊下裝飾有112尊鳥形人身的金像。殿裡很寧靜，充滿了香火的氣味。玉佛由整塊翡翠雕琢而成，由玻璃蓋

保護，上有多層華蓋，基座相當高。此玉佛通體蒼翠，經歷過多次戰火的劫難，是稀世之寶，直到1784年泰國

國王才迎請玉佛至玉佛寺供奉，可謂命運多舛。 

 

鄭王廟 Wat Arun (Temple Of Dawn) 

鄭王廟，位於曼谷湄南河西岸的雙子都市吞武裡城，建于大城王朝，是泰國有名的王家寺廟之一。鄭王廟是紀

念泰國第41代君王的寺廟。據說當時鄭王從大城到達吞武裡的時候，正值黎明，因此鄭王廟又名黎明寺。寺院

入口處有巨型守護神石像，首先進入的就是主殿所在的庭院，院門上的裝飾都很漂亮，色彩斑斕，兩側佇立著

兩根高高的龍柱。院落中有大象的銅像，院子的兩旁還擺放著一些具有中國明朝時代人物特徵的石雕像。出了

主殿庭院後，朝靠近湄南河岸走就可以到五座佛塔所在的方形庭院。與普通泰式的小乘佛教尖頂佛塔不同，鄭

王廟內的一大四小佛塔的頂部都是粗頂。位於中心的主塔為79米高的婆羅門式尖塔——

巴壤塔，底座和塔身均呈方表，層數很多，面積逐層遞減，顯得古樸而莊重。外面裝飾以複雜的雕刻，並鑲嵌

了各種彩色的陶瓷片、玻璃和貝殼等。 

 

芭堤雅蒂芬妮人妖秀 Tiffany's Show Pattaya 

芭堤雅蒂芬妮人妖秀成立於1974年，是東南亞首個真正的人妖秀表演，在2011年世界十大歌舞秀評比中層榮獲



第四名，成為芭堤雅必看的表演類景點項目。演出內容健康風趣，人妖表演者歌舞俱佳，是全家大小一同體驗“

泰”特色的好去處。富麗堂皇的蒂凡尼劇院可容納1000餘人，流光溢彩的舞臺、高科技的燈光音響設備、華麗的

服裝，再加上美豔動人、技藝精湛的人妖表演者，帶給你視覺和聽覺的雙重享受。整個演出的時間大約為70分

鐘左右，展示了世界各地的風情，尤以東方色彩為主。無論是鄧麗君的經典老歌，或是周傑倫的新潮流行歌曲

，都能使你在異國找回家鄉的親切感。人妖表演者還會身穿清朝服飾表演美輪美奐的宮廷舞。當然，還有迎合

日本和韓國甚至歐美觀眾的特色表演。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上味餐廳泰式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海鮮自助BBQ（含軟飲） 

    

晚上   

酒店：Mytt Hotel Pattaya 或 同級 

    

    

Day 8 芭提雅 

全天   

快快整裝出發，跟隨我們一起前往東芭樂園開啟愉快的探索之旅吧！東芭樂園是一個泰式鄉村風格的休閒兼度

假公園，您不但可以在園內漫步，參觀植物園內的奇花異草，還可以欣賞到精彩的民俗表演。除了吃喝玩樂，

來到泰國怎麼能不體驗一把”馬殺雞”呢？Health Land 

水療按摩養生館在當地頗具知名度，按摩師都持專業證書上崗，來一場足部按摩，體驗古老的泰式按摩手法。

隨後出發前往Terminal 21自由逛街。Terminal 

21是以航站樓為主題的商場，每層都有一個城市主題，且每層都有所在城市特有的標誌性建築，不出商場就可

以解鎖各種拍照場景，滿足您想拍拍拍的願望！當然，看一場泰拳表演，悠閒漫步芭提雅熱鬧非凡的步行街，

也是不容錯過的體驗。 

  

行程安排： 

東芭樂園（2.5小時，包含觀看民俗表演、觀看大象表演、參觀熱帶植物園）→ Health Land 

泰式古法足部按摩（60分鐘，需現場支付按摩師20泰銖小費）→ 21號航站樓商場自由逛街（90分鐘）→ Max 



Muay Thai 泰拳格鬥賽（40分鐘）→ 芭提雅步行街（60分鐘） 

 

    

全天   

東芭樂園 Nong Nooch Tropical Garden 

東芭樂園是一個泰式鄉村風格的休閒度假公園；園中有水光瀲灩的人工湖，小河繚繞於亭臺樓閣之間，景色如

畫；園中設有文化村，是集中展示泰國民族文化的場所。園內節目主要分為三大部分，泰國民俗表演、大象表

演以及植物園。除了精彩的表演之外，你還可以隨意地在庭園內走走，欣賞一下周圍漂亮的花圃景觀，拋開喧

鬧的人群，感受安逸的氛圍。 

 

Health Land 泰式古法足部按摩 Health Land Foot Massage 

泰國按摩以品種繁多出名，按壓揉擦一應俱全，傳統泰式按摩、足底按摩、精油按摩等……選擇範圍非常廣。但

傳統泰式按摩是來泰國必須體驗的，嘗試過的人皆對於身體在技師手上各種非人體工學的扭轉感到嘖嘖稱奇。H

ealth 

Land是一家大型連鎖水療按摩養生館，在泰國當地頗具知名度，也是來泰旅遊推薦度最高的按摩店，無論是環

境、技術水準還是服務態度都有極高的保障。 

 

21號航站樓購物中心 Terminal 21 Pattaya 

芭堤雅的21號航站樓購物中心，每層都有不同的主題風格，包括巴黎、倫敦、東京、三藩市、義大利和好萊塢

在內的全球6個大都市的主題場景，並在不同樓層展示出各城市的地標：高度超過27米的埃菲爾鐵塔、倫敦穿梭

巴士、相撲雕像、招財貓、金門大橋、威尼斯貢朵拉小船、比薩斜塔等。這裡無論是當地品牌的潮服，還是國

際大牌的服飾，又或是各類數碼產品、美妝類產品，以及眼鏡、首飾等小物件，您都能輕易找到它們的蹤影！

想品嘗美食的朋友，一定不能錯過這裡不同風格的30多家餐廳都挺不錯，大排檔、海南雞飯、泰式豬手飯、冬

陰功湯、泰式紅黃咖喱等全都有，美食性價比高，味道也不錯，一定不會讓您失望的！無論是曼谷，還是芭堤

雅的21號航站樓購物中心，這裡每層不同主題的“衛生間”都是一大特色，愛馬仕奢華風格、義大利賽車風格、

巴黎地鐵風格、日本竹林風格，把“衛生間”也能裝飾為一個拍照合影的好去處，不得不佩服21號航站樓的奇葩

創意。 

 

Max Muay Thai 泰拳表演 

泰拳Muay 

Thai即泰國的一種古老的拳術，殺傷力大。泰拳是一門傳奇的格鬥技藝，是一項以力量與敏捷著稱的運動。主

要運用人體的雙拳、雙腿、雙肘、雙膝這四肢八體作為八種武器進行攻擊，出拳發腿，使膝用肘發力流暢順達

，力量展現極為充沛，攻擊力猛銳。泰拳是發源于泰國，弘揚於世界的搏擊技術，被稱為“八臂拳術”、“八條腿

的運動”、“八肢的藝術”、“八體的科學”。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東芭樂園內自助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提供商場內價值500泰銖代餐劵，您可自行享用心儀的美食。如客人沒有用完500泰銖的餐券或者客人不想用晚

餐，可以直接在商場去兌換為泰銖現金。 

    

晚上   

芭堤雅風月步行街 Walking Street Pattaya 

芭堤雅風月步行街兩旁有各式小吃、酒吧，街上熙熙攘攘，是遊客必經之地。在這裡可以吃到便宜的海鮮大餐

。酒吧中經常有音樂表演、泰拳表演。白天相對冷清，但一到晚上燈火通明，夜夜笙歌，還有很多Lady 

boy在跳舞，招攬遊客，光怪陸離、無奇不有，這裡是個一刻也不寧靜的嘈雜世界。 

 

 

    

晚上   

酒店：Mytt Hotel Pattaya 或 同級 

    

    

Day 9 芭提雅 - 郵輪 - 沙美島 

全天   

今天我們將離開芭提雅，驅車前往羅勇府。抵達碼頭後，我們將乘船前往沙美島。來芭堤雅，一定要來沙美島

，因為這裡是名副其實的“沙美島”。那黃裡透白，麵粉一樣細嫩的海沙，鋪成又長又寬的沙毯，為太平洋鑲上

了金色的花邊；島上那椰子樹、棕櫚樹等構成的熱帶叢林，預示著這無限旖旎的海島風光一定不能錯過。 

  

行程安排： 

芭堤雅乘船前往沙美島 → 入住沙美島酒店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森林餐廳 



    

下午   

沙美島 Koh Samet 

沙美島現在是一個國家自然公園，南北狹長，島的東西由一個小山脈連貫，島上盡是蔥郁的叢林與翡綠的椰林

。島上東岸有多個自然沙灘，而西岸則以日落出名。這裡一年四季氣溫適宜，可全年享受風浪板、浮潛滑水等

水上運動，還擁有芭提雅所沒有的寧靜閒適。這裡不僅有美麗的熱帶風光和海水游泳場，還有那別具特色且價

廉物美的熱帶水果和海鮮品嘗。沙美島因其醉人的海灘而聞名。整個島是一個T形島嶼，很好的海灘位於該島的

東部海岸，大多商業建築也坐落在這個地方。島上較長的海灘塞凱海灘就在這裡，又名鑽石海灘，這裡總會舉

辦各種活動，比如沙灘排球等。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沙美島沙灘度假酒店內特色餐，海灘邊晚餐含火棍表演（天氣原因如下雨無法表演） 

    

晚上   

酒店：Sai Kaew Beach Resort 或 同級 

    

    

Day 10 沙美島 - 汽車 - 曼谷 

全天   

今天我們將離開沙美島，返回曼谷。回到曼谷後，我們將首先前往位於曼谷市區的王權免稅店盡情購物，匯集

了眾多世界時尚熱銷品牌，購物空間優雅舒適。晚上，我們將走進泰國夜市必打卡之一的 The one Ratchada。 

  

行程安排： 

沙美島 → 曼谷 → 王權免稅店（90分鐘）→ The one Ratchada 夜市（90分鐘）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泰式餐 

    

下午   

泰國王權免稅店（曼谷市區店）King Power Duty Free Shop 



王權曼谷市區免稅購物中心在曼谷的心臟地段設計精美的園景花園內，其中免稅購物商場占地12，000平方米，

是曼谷顯著的時尚購物勝地。免稅市區店大樓的設計和配套設施，為曼谷市居民和遊客創造了獨一無二的體驗

和享受。主營品牌：Chanel香奈兒；Chopard蕭邦；Hermes愛馬仕；Bvlgari寶格麗；Fendi芬迪；Salvatore 

Ferragamo薩爾瓦多•菲拉格慕；Gucci古馳；Tod’s陶德斯；Bally百利；Emporio 

Armani安普裡奧•阿瑪尼；Dunhill登喜路；Burberry巴寶莉；Coach蔻馳；MontBlanc萬寶龍；Swarovski施華洛世

奇；Hugo Boss雨果博斯；Polo Ralph Lauren拉夫•勞倫等。 

 

The one Ratchada 網紅夜市 

作為深受遊客所青睞的網紅夜市——

拉差達火車夜市，其燈火通明的彩虹帳篷場景曾無數次被刷屏。經過重新整頓開業後的夜市更名為了“The one 

Ratchada”夜市，同時夜市的佈局、裝修也是發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變化。全新的帳篷，全新的營業場所，全新的

攤販……這一切都宣告著拉差達火車夜市的再次回歸。熟悉的街頭，熟悉的煙火氣，再次返回這座“網紅夜市”，

欣賞那唯美的夜景風光，品嘗地道的泰式美食。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品嘗米其林餐廳，享用：米其林海南雞油飯每人1份+薑汁豆花或龜苓膏1份 

    

晚上   

酒店：Swissotel Bangkok Ratchada 或 Somerset Rama 9 Bangkok 或 Avani Sukhumvit Bangkok 或 同級 

    

    

Day 11 曼谷 - 飛機 - 家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結束愉快的旅程，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曼谷素那萬普機場 (BKK)。 

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8: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8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可自行打車前往。 

02/01/2023起出發的班期，從酒店出發的時間將調整為7:00，即我司工作人工員僅早上7:00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

前往機場的送機服務。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八晚當地五星級酒店，沙美島一晚四星沙灘度假酒店； 

  

  

2. 中文導遊服務； 

  

  

3. 行程所含項目用車； 

  

  

4. 一日三餐（新加坡接機日不含餐，吉隆坡飛曼谷當天不含晚餐，曼谷送機當日僅含早餐）； 

  

  

5. 

行程所列景點門票：丹能沙朵水上市場木漿船、美功鐵道市場一站火車票、王權雲頂大廈玻璃觀景台、大皇宮/

玉佛寺、鄭王廟、蒂芬妮人妖表演(VIP座)  、東巴樂園（觀光車+表演）、Health land泰式古法足部按摩、Max 

Muai Thai 泰拳表演。 

 

 

費用不含 

1. 行程中部分午餐和晚餐。 

  

  

2. 往返國際機票、吉隆坡飛曼谷的機票、簽證費及辦理費用等。 

  

  

3. 境外個人消費（包含但不限於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消費）。 

  

  

4.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 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 

2.請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聯繫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

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

您自行承擔。 

3.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4.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5.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6.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7.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8.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相關法律固定，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每晚會產生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

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泰國旅遊相關特殊規定： 

1.泰國寺院是泰國人公認的神聖地方。請在進入佛教寺廟時衣著得體端莊，任何身著短裙、短褲或袒胸露背裝



都將不得入內。在進入到佛堂時，遊客需要脫鞋，並注意不可腳踏門檻。 

2.不要觸及他人頭部，也不要弄亂他人的頭髮。如果無意中碰及他人的頭部，應立即誠懇地道歉。泰國人忌諱

外人撫摸小孩(尤其是小和尚)的頭部，小孩子的頭只允許國王，僧侶和自己的父母撫摸。 

3.泰國人認為人的左手不潔，左手只能用來拿一些不乾淨的東西。因此，重要東西用左手拿會招來嫌棄，在比

較正式的場合，還要雙手奉上，用左手則會被認為是鄙視他人。 

4.腳掌也被認為是不淨的。在入座時，應避免將腳放在桌子上。用腳尖撞人或指人都會被嚴厲地呵斥，也絕對

不能把腳掌沖向佛，坐著時，不要翹起腳和把腳底對著別人。 

5.不能與和尚握手，只能合十致意，女性不能觸碰和尚，如果要奉獻財物，可請男十代勞或直接放在桌上。遇

見托缽化緣的和尚，千萬不能送現金，因為這是破壞僧侶戒律的行為。 

6.在泰國博物館組，野生動物保護組，海關署，泰國政府旅遊局以及泰國大使館，領事館或海外代表辦事處，

都可收到關於外匯管制及管制專案規定的手冊，並告知購買哪些物品，在離境前需向泰國海關的政府機構申請

核准。 

7.在泰國購買體積較大需特別包裝的佛像、古董、藝術品(小型紀念品除外)，一定要先向有關主管機關或商店取

得輸出許可證明，以便在離境時提交海關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