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高爾夫球旅遊】泰國曼谷高爾夫五日三場球 

 

 行程內容   

DAY 1 桃園機場 TPE 曼谷機場 BKK 酒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中華航空櫃台報到辦理登機手續及托運行李，並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泰國。 

 

【曼谷】 

旅遊觀光的重要據點曼谷是個兼具古老氣息和現代風情的東方大城。1782 年由 Chakri 王朝的帝王所建。曼谷目前人口約 700

萬人，湄南河貫穿整個曼谷市，為曼谷市帶來了繁榮與商機，曼谷也因此贏得了「東方威尼斯」的美名。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Swissotel Bangkok Ratchada 或同級 

 

DAY 2 曼谷【Thai Country Golf 18 洞球敘】 飯店 

泰國鄉村球場 

Thai Country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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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飯店早餐    午／球場自理    晚／敬請自理 

 Swissotel Bangkok Ratchada 或同級 

 

DAY 3 曼谷【Muang Kaew Golf 18 洞球敘】或 【Summit Windmill Golf Club 18 洞球敘】 飯店 

曼谷鸚鵡高爾夫 

Muang Kaew Golf 距離曼谷市中心 20 分鐘車程，是泰國保養最佳的高爾夫球場之一。18 洞球場受到精心維護，充滿挑戰性，

在此揮上一桿，可讓您寧心定神，遠離都市的塵囂。球場由 Schmidt-Curley 設計公司全部重新設計，設計師 Lee Schmidt 由

《高爾夫文摘》雜誌票選為業界炙手可熱的建築師之一。 

或 

高峰風車高爾夫俱樂部 

Summit Windmill Golf Club 球場綠油油的球道和高大的棕梠樹讓球場變得費常具有挑戰性，球場同時有夜間照明提供夜晚擊

球活動，這座既刺激又極具挑戰的 18 洞球場舉行過多次世界知名高爾夫球賽，包括 Lexus 國際盃 AGPGA 高球巡迴賽

(1999~2000)、以及泰國名人盃(Thailand Master)第一屆及第二屆比賽。 

 早／飯店早餐    午／球場自理    晚／敬請自理 

 Swissotel Bangkok Ratchada 或同級 

 

 

 



 
 

DAY 4 曼谷【Nikanti Golf Club 18 洞球敘】 飯店 

尼坎緹高爾夫俱樂部 

Nikanti Golf2015 年全新開業，曼谷一條龍全包式服務球場！果嶺費、桿弟費、球車費、餐費、無小費、免費飲料(x 酒)…全包

式服務的 Nikanti 無疑已成為泰國最佳的球場之一！在清新空氣的稻 田中，顛覆傳統前後九洞 In Out 的觀念，創造出 三個環

六：Par3 二洞、Par4 二洞、Par5 二洞的 絕妙組合！草皮綿密的球道、豐富的高度變化、 起伏下坡的果嶺、通過出色的沙坑

&水障礙複合式把守，都是考驗球技與進攻策略的精心設計！ 

 早／飯店早餐    午／球場內用    晚／敬請自理 

 Swissotel Bangkok Ratchada 或同級  

 

DAY 5 飯店 曼谷機場 桃園機場 

今日早晨讓您充分且寧靜地享受飯店提供的精美早餐，一邊回味這次旅行帶給您的歡樂和體驗!爾後將前往國際機場搭乘客機回

到暌別已久溫暖的家，結束這這難忘的旅程！ 

 早／飯店早餐    午／敬請自理    晚／機上用餐 

 

 

 

 

 

 

 

 

 

 

 

 

 

 

 

 

 

 

 



 
 

參考航班表 

飛行日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周一、周二 長榮航空 BR 201 桃園國際機場 TPE 10:20 曼谷機場 BKK 13:05 

周五、周六 長榮航空 BR 212 曼谷機場 BKK 12:20 桃園國際機 TPE 17:10 

 

報價 新台幣 

4 人成團（二人一室） 
37800 元起/人 

球場、飯店價格依淡旺季不同，請來信或來電洽詢。 

 

項目 說明 

費用包含 

＊機票：桃園/曼谷/桃園 經濟艙來回個人機票及所需稅金。 

(實際票價與機位空間已實際訂出後航空公司回覆為主) 

＊住宿：全程使用房型為二人一室。 

＊交通：行程所需之交通費用。(機場-酒店-球場接送) 

＊擊球：行程所列之擊球費用。(含果嶺、一人一桿弟及一人一球車) 

＊餐食：如行程內容所列。 

＊景點：如行程內容所列。 

＊保險：依旅行業管理條例第 53 條規定之履約責任險內含【每人伍佰萬元旅遊責任險及貳拾萬元意

外醫療險（實支實付）】。 

＊其他：每人每天礦泉水一瓶。 

費用未含 

＊小費： 

1.司機小費，每車每天 NTD 300，五天共計每車 NTD 1,500 元，高速公路及停車費另外計算(實支實

付)。(不使用導遊時，客人需於當地支付此筆費用) 

2.桿弟小費，建議每人每場 THB 300~400。 

＊辦理各項證照所需之費用。 

＊全程酒店無自然單，如欲單人入住，一律以單人房計價。 

＊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床頭小費、國際電話、房間內冰箱食物及飲料、飯店洗衣、私人交通費及

服務人員行李及球具搬運小費等。 

＊全程無領隊，如欲需求，則領隊費用另計。 

＊因應泰國政府頒布法令"限制工作時數"，故導遊與司機每天使用以 12 小時為限(例:早上 6 點出發，

晚上 6 點需結束行程並回到酒店)。如超時，每小時需另增加費用 THB 200，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算之。 

 

 

 

 

 

 

 

 



 
 

推薦周邊景點 

 

一、四面神 ERAWAN 

四面神，即是印度教三位一體神中的創造神-大梵天，所

以該稱之為四面神，而非四面佛。四面神有四個面，四

雙手和一雙脚，有脚的即是正面，從正面以順時針方向

算起四個面分別代表：平安（手持佛珠）、事業（手持權

杖）、婚姻（手持貝殼）、財富（手持金磚）；也分別代表

慈、悲、喜、捨四個字。 ※ 行程小常識：教您參拜四面

神 參拜方式為先至右方販賣部購買一套香花供品，金額

及種類依個人所需（一般參拜為 20~50 銖，許願還願為

100 銖以上），持香柱與蠟燭依順時針方向自正面起順序參拜，各面均於參拜後供上三支香、一支燭及一串

花；若只有一燭一花之最簡套裝，於參拜前第一面先上燭，依序四面均上完三柱香後，回到正面再獻花即

可。 參拜完離去前，記得去神明左側聖水桶處取一杯聖水，以手指沾取聖水灑淨全身，去除惡運增添好運，

再至門口拱手鞠躬代表禮成。 

 

 

二、新火車復古夜市 TRAIN MARKET RATCHADA 

曼谷火車復古夜市又出全新第二彈啦！除了把原本 SRINAKARIN

火車夜市所有好吃、好玩、好買的精華都濃縮且原封不動的搬到

RATCHADA 火車夜市。但保有最基本復古元素，露天夜市、生活

小物攤位、美食小吃、啤酒屋皆有，一區賣小吃，一半賣生活日用，

區塊相當分明。對於喜歡晚上找個地方吃吃逛逛的人，或只想喝點

小酒放鬆一下，或三五好友間聚會抬槓，這裡算是相當適合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交通十分便利，位在地鐵泰國文化中心站旁而已，附近

還有超人氣 BIG C 和 ESPLANADE 百貨，不管是要逛夜市、逛百貨、逛賣場都通通一次滿足您的需要。 

 

 

三、MAHANAKHON 玻璃天空步道 

泰國新地標「 MAHANAKHON SKYWALKk」的觀景台，位於

泰國最高建築物 MAHANAKHON 大樓的第 74 和 78 層，訪客

可於 1 樓乘坐全泰國最快的電梯，欣賞電梯內的多媒體設施，並

於 50 秒之內登上 74 樓室內觀景台，在 74 樓室內觀景台可進一

步了解曼谷的主要地標！再往上一層的 75 樓，呈現的是「世界

上最大的玻璃地板」以及「泰國最高的天台酒吧！」玻璃地板體

驗區離地高達有 310 米高，到訪的旅客能夠親身體驗踩踏在泰國

最高的玻璃地板上， 360 度俯瞰欣賞曼谷美景，體驗曼谷最新打卡熱點！ ※註：若因旅客個人身體因素



 
 

而無法前往天空步道則視同放棄，恕無法退費。 

 

 

四、河畔觀光市集 ASIATIQUE 

ASIATIQUE 於 2012 年五月開幕的超大型夜市，這裡前身可是五

世皇時代非常重要的港口，開啟促進泰國經濟繁榮功臣之一，原

本的商業輸紐，也有衰落的一天，隨著時代轉變，ASIATIQUE 一

面緊鄰著昭披耶河，一面是 CHAROENKRUNG 路，佔地非常廣

大，裡面一共分為 10 個區。 面臨 CHAROENKRUNG 路這邊是

1-4 區，中間為 5、6 區，面臨碼頭的是 7-10 區，旁邊則是廣大

的停車場。1-5 區最外圍多是泰國連鎖知名餐廳，像是 MK、KFC、以及和 NIKUYA 大頭蝦吃到飽等，裡

面則規畫成一間間的小店鋪，賣的東西總類繁多，有大家最愛的曼谷包 NARAYA、衣服、鞋子、包包、民

俗藝品、零食舖、個性商店等 。 ASIATIQUE 把原本的碼頭和舊倉庫樣貌保留下來，重新設計包裝，搖身

一變成為集合吃喝玩樂於一身的觀光夜市，不但把原本的碼頭賦予了新的生命，吸引了人潮，也讓這個老

城區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像浴火重生的鳳凰般能再次翱翔天際！這也是一個很成功的都市更新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