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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紅蓮湖之旅十日
2023 年 1 月 1～10 日
行程特色:
泰國東北邦原屬於強大的吳哥王朝一部份，所以保留了泰國最多的高棉建築古蹟與古
寮國工藝，因路遙難抵，是沒有任何訪客的世界文化遺址。
搭小船遊全球 50 大最美荒野 － 看粉紅睡蓮花海盛況。
完全避開一般觀光項目，住宿各有特色之飯店，行程內容獨特難以複製，無自費無購
物、飛機早去晚回、是深度優質的泰國遺珠之旅。
第1天
2023/01/01
Sun

台北/曼谷 BR201 09:40/12:35
交通工具：飛機
早上由桃園機場出發，飛赴泰國首都曼谷。
下機後赴呵叻(Korat/Nakhon Ratchasima 的別
名/275km/4H)。
呵叻是個新舊並存的東北大城，號稱伊森門戶。
聽 說 人 口 密 度 是 泰 國 第 2 高 的，這 也 是
為 什 麼 航 站 百 貨 ( Te r m i n a l 2 1 ) 第 2 座 會 選 在 泰 國 柯 叻 府 落
腳。四樓有美食廣場，可以品嚐到物美價廉的道地風味餐。
宿：Sima Thani Hotel

第2天
2023/01/02

交通工具：巴士
呵叻府/碧邁(60km)/呵叻府
早餐後遊覽泰國景內最大的高棉
寺廟:。碧邁石宮建於 11 世紀，被
稱為泰國的吳哥窟，曾是高棉王
朝的重鎮之一，更設有一條高棉
公路由 Phimai 直達柬埔寨的吳
哥。古城還保
留著當時的護城河
及城門。
不遠處是泰國最大的榕樹王。
公園池塘中的小島
擁有亞洲最大、最古老（350 年）
的榕樹。落地生根的
分支創造了一個真正的森林。
午餐後參觀丹桂村（Dan Kwian）。它以其陶器和手工藝品而聞名。
宿：Sima Thani Hotel

Mon

第3天
202/01/03
Tue

呵叻府/孔敬府(Khon/Kaen/177km)
早餐後赴孔
敬府：鮮少觀
光客。孔敬是
泰國東北部
孔敬府的第
一大城，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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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普吉島、清邁之後為第三個泰國的智慧城市發展重
鎮。但它的周邊還是最貧窮原始的農村，各自保留有
傳統工藝。
參觀東北邦民居博物館:東北
邦的文化、語言、傳統、甚至
民族，和泰國主流的暹邏完全
不一樣；迄今他們在學校有自
己的母語、政府也對農民免稅，為的是施行懷柔。
露天博物館展示了 Isan 人的生活方式、社會和文化。分為伊桑村、車棚、
稻田、露天劇場等不
同區域。
大型稻草紮像:利用
竹籠、稻草，每年冬季
稻田收割後的空
檔，人們的創意製作出
巨大又可愛的造
型，堪稱世界一絕！
全泰國最長的木
橋：位於革丹村。它在
沼澤地連結了兩個
村落，穿越荷花池，長
達 500 米的木橋有百年的歷史。是泰國最長的木橋。
宿：Inpawa Hotel

第4天
2023/01/04
Wed

孔敬府

交通工具：巴士
泰絲馳名中外，早
餐後走訪一座村
莊，維持著手工紡
絲的技術。
森林裡的藤提供
給這裡一種世代
從事藤製傢俱與工藝的民族，兼備傳統與現代造型，是泰國最大的藤產業
集中地。我們安排參觀家庭作坊、選購紀念品。
森林附近的沼澤
地，擁有兩種森林
類型:落葉龍腦香
林和泥炭沼澤
林。這裡發現的最
著名的特有物種
是粉蟹 (Thaipotamon chulabhon Naiyanetr)。這種螃蟹比稻田蟹大一點，顏
色很鮮豔。現在，這種地方性螃蟹被列為保護動物。保育一種特殊品種的
淡水蟹。園區有一條 2 公里長的步道，方便遊人
進入裡面觀察生態。十七世紀時此區還是隸屬於
吳哥王朝的一部份，遺留許多高棉建式的廟宇。
參觀一座原本是印度教廟的廢墟，沙岩與磚紅壤
為建材，廟區被馬蹄形的池塘包圍，獨特、優美，
值得一再往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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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葦也是此區作物，拜訪一座以編織蘆葦為生的村莊，看他們的巧手如何
變幻出巧奪天工的作品！
宿：Inpawa Hotel

第5天
2023/01/05
Thu

孔敬府/烏隆塔尼(200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參觀九層寶塔農威寺（Wat Nong
Waeng）
，又稱孔敬聖塔（Phra Mahathat Kaen
Nakhon）或九層佛塔（The 9-storey stupa），
這是孔敬的地標，泰國人只要看到這個寺
廟，第一個想起的絕對是孔敬。佛塔九層對
稱而立，乳白與
粉色系基底，搭配
金光閃閃的邊角
雕飾，周圍有龍雕
刻沿著四周圍
繞，佛塔立於湖
邊，登頂可見市區
湖景。這種樣式的寺廟裝飾與弧度，就只有泰
東北的佛寺有這樣的設計。
之後赴東北邊的烏隆塔尼，這裡有世上少見的壯麗自然景觀。每年 11 月
至 2 月，氣候涼爽，隆漢湖（Nong Han Kumphawapi）的綠色溼地會換上
華麗風貌，盛開的粉紅及洋紅色蓮花，幾乎覆
蓋整座湖面。多數時間看似個普通的湖泊。此
處有數十種鳥類棲息，有毛茸茸的灰色蒼鷺，
也有貌似老鷹的栗鳶。但是從秋季開始，湖中
會開始悄悄長出一座水上花園，到了 12 月花
朵盛開，綻放出數千朵粉紅色蓮花，好不熱
鬧。岸邊溼地高大的象草，遮蔽了粉紅色的湖面。滿月期間湖水倒影絕美；
六人一艘小船去欣賞月夜與晨曦中的花海美景。
宿: Ma Der Bua Hotel

第6天

烏隆塔尼/那空帕儂(250km)

2023/01/06

早餐前搭上漁夫駕駛的船穿
著，壯觀的場面就會突然呈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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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湖暱稱為（Talay Bua Daeng），不過，盤狀葉片托著綻開的花朵在水上
漂動，更像是色彩濃豔的大自然掛毯，宛如高低起伏的草原。被國家地理
評選為世界 50 大最美荒野。
早餐後赴富蘭卡國家公
園（Phu Langka National
Park）佔地約 50000 平
方公里。該地區包括三層相
互重疊的山脈，散佈在
湄公河沿岸的小山脈中。通
常有茂密的森林，例如
乾燥的常綠森林，落葉落葉
混交林和乾燥的龍腦香
林，是許多河流的分水嶺。
Nam Tok Tat Kham 是一
個四層瀑布，四周綠樹成
蔭，岩石田野環繞，有
三條自然步道：選擇 Tham Ya 路線，歷時一
個半小
時，路程
為 1.5 公
里。適合
放鬆身
心。那空
帕儂:位
於湄公河
的西岸，是現今泰、寮、越南文化的
十字路
口。雖然是一個小鎮，卻以其百年歷史的廟宇和
美麗的風景而聞名。該市保留著傳統的寮國文
化。時光靜靜地流淌，在那空帕儂歷史的長河之
中；時光靜靜流淌，在那空帕儂美妙的風景之
中；時光靜靜地流淌，那空帕儂靜靜地守候。
住宿飯店的附近是 2018 年開設的有機市場，響
應前泰皇蒲美蓬提倡的有機農作，這裡的商家供
應自家所產的農產品、竹製品、植物染手工布、咖啡等。夜間可自由漫步
湄公河畔，對岸即是寮國。
宿：Fortune River View Hotel

第7天
2023/01/07
Sat

那空帕儂/烏汶府(270km)
交通工具：巴士
參觀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越南人民軍的主要創
立者和領導人胡志明本人於 1925 年至 1930
年在逃亡期間居住過的房舍，現在居民多半
還是越南人，是位於鄉間的典型村莊。
參觀總督府博物館:
始建於 1912 年至 1914 年，是曼谷的第一任總督
府。那時，整個湄公
河地區與法國殖民
政府之間仍然存在
緊張關係，因此房屋堅固耐用，可以抵抗襲
擊，甚至在地下室還設有掩體。2008 年作為
博物館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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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赴烏汶府，一般稱之為蓮花市，是伊森南部最
大的府，與寮國交界 100 公里長，與高棉國土交會
60 公里。孟河與齊河在烏汶府市以西 10 公里處匯
流，往東注入湄公河形成寮國的交界。這裡主要居
民為 18 世紀末寮裔後代，烏汶府是伊森南部旅程
的起點或終點，由於當地翠綠的山林及與寮、高交
界，因此被稱為『玉三角』
。住宿湄公河畔的度假飯店，可以觀賞湄公河
落日餘暉。
宿：Tohsang Khongjiam Resort Hotel

第8天
2023/01/08

烏汶府

交通工具：巴士
遊覽石林公園:
此地有許多磨菇
形狀的石頭，並
可找到三千年前
遺留下來的人
類、動物、魚的

Sun

壁畫，描寫狩獵的生活
是眺望湄公河及寮國的
下午赴 3000 洞中洞景
上，為河水所沖積出來
實在太有特色，而且每
洞，也就是說，這裡很
河。

情況，同時這裡的山崖也
最佳地點。
區:與寮國交界的湄公河
的沙洲與石塊，因為造型
個洞都深不見底，3000
多洞...安排搭船遊覽湄公
宿：Tohsang Khongjiam Resort Hotel

第9天
2023/01/09
Mon

交通工具：巴士

烏汶府/武里南(333km)
下午參觀泰
國最美最讓
人感動的帕
儂蘭歷史遺
跡公園：與
吳哥窟同期
建造，當年

還未劃分國界時這
裡是吳哥的一部份。
帕儂蘭寺原本是一
座供奉印度濕婆神
(Shiva) 的寺廟。寺廟
位於一座死火山上，整個
遺址保存許多珍貴
的高棉時期 藝術品。公
園內有三座蛇頭橋
建築 (Naga Bridge)，除了
碧邁尚存的一座同樣型式建築的橋外，這三座橋是泰國境內碩果僅存的當
代建築。在主要佛塔的楣石上雕刻展現出整個華麗的風格。在其中一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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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 "Narai Bantomsin" 楣石刻有描述印度神話故事。
宿：Phanomrungpuri Hotel

第 10 天
2023/01/10
Tue

武里南/曼谷(225km)/台北
交通工具：巴士、飛機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由曼谷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泰東
北之旅。
BR076 15:50/20:25 曼谷/台北

★★疫情過後的售價有可能隨航空公司的政策調整。（比如只放高艙等機位供訂位）

帕儂蘭遺址公園

3000 洞中洞景區

印度教廟宇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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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最長的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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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藤工藝者
《價格說明》
NT$78,000.(費用包含往返國際段/國內經濟艙機位、泰國簽證，旅行社責任險 500 萬元附
加意外醫療險 20 萬元及行程內所列之住宿、交通、門票、工作人員小費)午晚餐自理。
詳細地圖與住宿資料於說明會時提供。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程』
進入「東南亞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完成報名手續並確認後，請將簽證所需文件:
1.護照正本（效期最少要有六個月以上、護照"持照人簽名處"需簽名）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相片規格 2 吋（最近六個月內彩色白底近照一張）
4.住家電話與手機號碼
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1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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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2562-134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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