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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飞-清迈清莱 5 晚 7 日 

出发时间：1 月 24 日   价格：6960 元/人    

联系人：64480052 王玉颖 15201481856/黄倩 13811408570 

备注：鉴于此时正值寒假旅游高峰期，如有意参此团请提前与我们报名。报

名现场只能收取现金。 

★行程特色： 

清莱《龙坤艺术白庙》 以素白做底，银镜镶边，静谧地反射出夺目的光芒。白庙通身无一处镶金，银白如一

支支纤纤的手，柔柔的伸向天空。这栋充满现代化风格的佛寺庙堂外部装饰着镜子的碎片，山形窗则装饰著神

话中的多头蛇、大象及 伞等的雕像；寺内则有查仁猜手绘的巨型佛像壁画。白色代表了纯洁，闪闪发光的玻

璃片是智慧的象征。 

 

清迈蓝庙、黑庙、白庙，骑大象、素帖山&双龙寺、嘟嘟车古城游、清迈夜市、清莱夜市、 

鸦片博物馆、船游湄公河、小象泰式古法草药热敷 Spa 

 

★住宿条件&产品保证： 

全程 AGODA 国际四星酒店、特别升级一晚清莱独栋别墅  

俩站购物,自费自愿不强迫！ 

★饕餮美食： 

象园自助餐、Centara 泰式国五酒店自助餐、Siripanna 国际五星自助餐、咖喱螃蟹泰式特色餐、 

将军龙虾面&当归乌骨鸡养生汤、香格里拉国际五星级酒店下午茶，让您吃到饱，吃到爽！ 

更有网红餐厅梦幻餐厅或黑森林餐厅，打卡拍照！ 

 

日期 行程内容 酒店 

第一天 

1.24 

北京—清迈 参考航班：FD485 0550/0950 (仅供参考 以最终出团通知为准) 

园艺博览园-嘟嘟车游古城（大塔寺、水果街） 

首都机场搭乘国际航班，飞往泰国－“幽静之城”清迈，抵达后办理入境手续。午餐

后前往【园艺博览园】参观时间约 1.2小时，是东南亚最大的国际型园艺展览。是泰

国官方为了欢庆泰皇豋基六十周年所规划主办的盛大庆典之一,占地八十公顷，在这你

可以看到来自32个国家各具特色的庭园和物！随后来趟【嘟嘟车游清迈古城】，乘着

泰国独有的嘟嘟车，穿行在清迈这个古朴城市的道路上，清风拂过脸颊，欣赏着古城

AGODA国际 

四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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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景，好不惬意。后参观壮丽的【大塔寺】 — 也叫“柴迪隆寺（Wat Chedi Luang）” 

位于清迈古城的中央，曾经是泰北最高的建筑，因经历了大地震、泰缅战争的炮击以

及自然灾害的雷击后大约只剩下60米高，有“亚洲金字塔”的美称。随后来到水果最

集中的【水果街】，在此可自行选购美味的热带水果，大快朵颐一番。 

备注：由于登记入住需要时间，请各位游客耐心等待。我们会根据路线尽快帮各位办

好入住手续；酒店内小费风俗为：每天 20 泰铢，一般纸币置于床头即可。 

午餐：Centara泰式国五酒店自助餐       晚餐：泰式风味餐 

第二天 

1.25 

清迈—清莱 

大象训练营（大象表演、骑大象）、长颈族、清迈蓝庙、白庙、清莱夜市 

早餐后，前往北部原始森林中的【大象户外学校】参观大象训练及工作情形，观看精

彩的【大象表演】(可爱的大象还会踢球、画画、做按摩等)。在此安排您体验一把【丛

林骑大象（15分钟）】，来到清迈怎可不体验丛林骑大象的惊险刺激呢（小费自理）。

接着前往濒临消失的种族【长颈族村落】这个神秘而奇特的民族有着与众不同的审美

观，长颈是美丽与财富的象征，女子颈部越长越美，这个民族如今已日益稀少，更显

出他们的特别之处。您可以和长颈族的姑娘们合影留念！后前往【清迈蓝庙】位于清

迈市中心西北方向约 50公里，源于 1894 年的班顿寺庙，建筑风格集成兰纳与缅甸风

格，比清莱的黑白庙更早对公众开放，但目前还鲜为人知，且仍在扩建中。清迈蓝庙

此前只不过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庙，从 1991年起，20多年来，蓝庙在古巴昭腾和当

地信众的建设下，从当初的小寺庙变成了如今清迈最大的寺庙之一。后驱车前往清莱，

抵达后前往参观【白庙】，又称(龙昆寺)，此座寺庙是由泰国有名的艺术家大师查伦

猜所建，是结合传统与现代创作的艺术瑰宝，独具泰国风格的白色的建筑物倘徉在蔚

蓝的天空，堪称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后约定时间前往【清莱夜市】，感受清莱当地

人的夜间生活，夜市里有着各种当地人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和各式各样的泰式小吃，

您可以在这里漫步欣赏独特的工艺品，然后累了就在美食广场找个位置做下来，广场

两边有很多小吃店，您可以慢慢选择您想吃的美食好好品尝一下泰国口味。广场两旁

有 30-40 家小店，虽然卖的东西会重复，但整体来讲还是有很多选择。特色美食： 清

新的泰式春卷、冰奶茶、咖啡、和水果冰沙：（西瓜、柚子、百香果) 炸昆虫、丰富

的蛋白质、烤鱼、烤肉串，有鸡、羊、牛、冬荫功一份火锅。 

清莱独栋别

墅 

早餐：酒店内       午餐：象园自助餐          晚餐：清莱夜市（客人自理） 

第三天 

1.26 

清莱—清迈 

泰缅老三国交界地金三角、翡翠鸦片博物馆、船游湄公河、黑庙 

早餐后，参观游览举世闻名的【金三角泰缅老三国交界地区】，“金三角”处在缅泰老

边境，由于有泰老边境的湄公河和泰缅边境的鲁阿库河在这里交汇，所以得名。很久

以前，当地居民以游猎为生，后来他们开始大面积地种植罂粟，以获取暴利。现在的

AGODA国际 

四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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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经过泰国政府连年整顿，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硝烟四起的多事之地。金三角泰﹑

缅﹑老挝三国领土相衔接的地方【金三角】，以(湄公、美塞)两河的交汇，成为自然

国界。后前往《翡翠鸦片博物馆》，全屋用柚木打造而成，博物馆二楼展示金三角文

化，鸦片文化，美斯乐文化，翡翠文化，一楼为翡翠成品展示区。 

《金三角》是一个因毒品而闻名世界的特殊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处于泰国、缅甸和老

挝三国交界处，形成三角形地带，各国政府很难有效管理，所以又叫“三不管地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金三角最辉煌的时代，鸦片产量最多从每年的几百吨到上千

吨，全世界七成以上的毒品来自金三角，是金三角的黄金时代。 

《93师》分为三五两军，是泰国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她帮助泰国统一了国家，消灭

了金三角的贩毒集团，还金三角人民一份安宁与祥和。1949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后，

93师从广西逐渐退到了缅甸、泰国和老挝交界处。几十年过后，93师孤军所剩已寥

寥无几，而他们的子孙后裔，就散居在泰国清迈、清莱和密丰颂三府的华人村里。 

《玉》全称玉石，是一种美丽的矿石，是石头的精华，质细而坚硬，有光泽，略透明，

可雕琢成工艺品。被称为大地舍利子，是去具有祛邪避凶的灵石。在世界（尤其是东

南亚）各地区受到广泛欢迎。 

接着【乘船游览湄公河】观赏两岸三国人民生活的情形，一边是贫穷但积极推动观光

业的缅甸，一边是经济繁荣的泰国，另一边是保持原始风味，民风淳朴的老挝。后继

续前往参观【黑屋】此屋是泰国著名艺术家 Thawan Duchanee，他的画作在当地相当

著名，价值不菲；但他并不就此停步，在清菜自资修建了一个巨型的花园式博物馆，

由多座原木结构的泰式庙宇大殿组成。 

早餐：酒店内       午餐：湄公河畔餐厅    晚餐：娜丽亚餐厅（铁板烧） 

第四天 

1.27 

清迈 

素贴山（双龙寺）、小象泰式古法草药热敷Spa、清迈夜市 

早餐后，驱车前往【素贴山】，沿着306个台阶攀登而上来到泰北的地标【双龙寺】是

一座由白象选址、皇室建造，充满传奇色彩的庙宇，由于山路两旁有两只金龙守护，

所以叫双龙寺。寺内金碧辉煌、香火鼎盛。寺庙里埋有佛主的舍利子，是虔诚佛教信

徒向往朝拜的地方，在此您还可以俯瞰整个清迈城区的全景。接着带您到【小象泰式

古法草药热敷Spa】小象豪华按摩院是目前清迈最新，环境最好最豪华及按摩师最专

业的按摩院，享受传统顶级泰式古法草药热敷Spa（60分钟），放松全身筋骨，解除今

天整日的疲劳（自理按摩师小费：50泰铢/小时）。随后前往【清迈夜市】，体验清迈

夜晚风情，夜市的特色商品极具设计感，让人眼花缭乱，绝对会勾起你的购物欲，或

者是您也可以选家氛围不错的酒吧或餐厅进去坐坐~。 

AGODA国际 

四星酒店 

早餐：酒店内    午餐：Siripanna 国际五星自助餐   

晚餐：娟娟将军龙虾面&养生当归乌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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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1.28 

清迈 

珠宝展示中心、魏功干失落古城-拜四面佛 、香格里拉品牌国五酒店下午茶 

早餐后，前往盛产红、蓝宝石加工厂，有金氏记录认可世界之最的【珠宝展示中心】。

后前往参观【魏甘功古城-拜四面佛】古城原为明莱王朝最早的首都因常年淹水后明

莱王把古城迁移后该城由此失落。在此可以朝拜东南亚最灵验的四面佛给佛祖贴金为

自己和家人祈福。结束后前往【香格里拉品牌国际五星酒店】享受一个悠闲的【下午

茶】。后驱车开往清迈国际机场，铸下最深刻的美好回忆，挥别微笑之邦--泰国清迈。 

AGODA国际 

四星酒店 

早餐：酒店内      午餐：咖喱螃蟹泰式餐+芒果糯米饭   

晚餐：梦幻餐厅或黑森林餐厅（客人自理） 

第六天 

1.29 

清迈—北京 参考航班：FD484 2320/0440+1 (仅供参考以最终出团通知为准) 

全天自由活动 

睡到自然醒，全天自由活动，可自由外出逛街。 

指定时间集合前往机场，搭乘国际航班返回北京，结束难忘而又精彩的泰国之行，开

始期待下一次的出行。 

【特别提示】 

★自由活动期间请您注意安全，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中午12点退房，行李可寄存于前台，晚上按约定时间地点前往机场。 

无 

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第七天 

1.30 

北京 

航班顺抵北京，结束令人难忘的旅行！ 
 

清迈参考

酒店 

清迈拉尼酒店 (Lani Chiangmai Hotel) www.lanichiangmaihotel.com 

卡马蒙兰納度假村 （KHAM MON LANNA RESORT）www.khammonlannaresort.com 

清迈山溪疗养度假村 (Mountain Creek Wellness Resort Chiang Mai 

清迈波托菲诺水疗度假村（Brique HotelChiangmai）  

拜斯里玛雅酒店 (Baisirimaya Hotel) 

或同等级酒店 

清莱参考

酒店 

清莱：AGODA 清莱独栋别墅： 

清莱风华道水疗度假村 （Phowadol Resort&Spa） 

金松Spa度假村 (Golden Pine Resort and Spa)  

或同等级酒店 

特别提醒： 

以上行程仅供参考，我社有权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变更景点顺序。 

凡参加团队旅游的各位游客若遇领馆拒签，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客人自理而与本社无关！ 

http://www.lanichiangmaihotel.com/
http://www.khammonlannares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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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行程所包含的内容均已写明，无强迫自费、无强迫购物，客人已得知行程并且同意接受我社安排！    

行程中涉及购物店：【乳胶体验馆】，【珠宝展示中心】，【翡翠】购物自愿，敬请保留相关购物凭证。 

费用包含：国际往返机票及境外机场税、网评四星酒店及泰式度假村住宿、行程中所列用餐（航班等交通工具上

已提供免费餐饮的不再另补。自由活动期间餐费自理）、旅游用车、行程内景点门票、中文导游服务，泰国贴纸签

证费、导游小费、个人旅游意外保险。超过 15人以上赠送北京接送机服务。不足 15人不含接送机。 

费用不含：护照费、不含落地签证费、个人消费行程以外的景点，医疗费以及交通延阻、罢工及其人力不可抗拒

的因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特殊说明： 

1. 根据《旅游法》规定，旅行者不得脱团，如擅自脱团、离团、滞留等，旅行社将向公安机关、旅游主管部门、

我国驻外机构报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旅游者承担 

2. 酒店大床房间数有限，若有需要请在预订时说明 

3. 大床房或标准间房型须依入住当日实际 Check In情形而定 

温馨提示： 

1. 行程中所列航班号及时间仅供参考，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调整 

2. 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参照境外地图，仅供参考，视当地交通状况进行调整 

3. 请您在境外期间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4. 此参考行程和旅游费用，我公司将根据参团人数、航班、签证及目的地国临时变化保留调整的权利 

5. 依照旅游业现行作业规定，本公司有权依据最终出团人数情况，调整房间分房情况 

6. 贵重物品(现金，护照等)请随身携带或寄放在住宿饭店的保险箱内，絶不可放在车上或房间内等，如有遗失

旅客必须自行负责，与接待旅行社责任无关 

7. 住宿饭店内请先观察紧急出口所在，若是饭店警报铃响，请勿慌张。并请由紧急出口迅速离开。休息时请加

扣房间内之安全锁，对陌生人不要乱开门。勿将衣物披挂在饭店的灯上，及勿在床上抽烟，烟蒂不能乱丢，以防

造成火灾形责或饭店物品损坏而要求住客赔赏 

8. 饭店游泳池如时间未开放及无救生人员在现场，请勿自入泳池内，否则如有意外发生须自行负责 

9. 搭乘船只或从事水上活动时，务必穿上救生衣，船只行走时请勿走动，切勿将手或脚放置船边受伤。海边戏

水，切勿超过安全警戒线的范围。我们必须再三声明：只有您最了解本身的身体状况，如孕妇，心脏疾病患者，

高龄者，幼龄者，高低血压病患者，或任何不适合剧烈运动之疾病患者等，絶对不适合参加任何水上活动或浮潜

或不适应于您个人体质之其它剧烈，刺激性的活动，如旅客隐瞒个人疾病或坚持参加任何活动而引致意外，一切

后果旅客自行负责 

10. 团体活动时不要离队，严禁境外脱团 

11. 与野生动物合照时，切勿作弄或拔动物须毛，请听从驯兽师的指导，以免因人为因素而发生意外 

12. 东南亚因季节性的关系，难免客人会有水土不服偶尔泻肚的状况，请尽量避免食用生冷食物，牛奶，椰子，

冰块等，食物尽量熟食，如有腹泻现象请尽速告知当团领队或导游，不要自己乱用药物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公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3 号,金孔雀艺术世界九层 928             邮编:100013 

电话:010-64480052      手机（微信）15201481856        传真:010-64480052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注重礼仪，保持尊严。讲究卫生，爱护环境；衣着得体，请勿喧哗。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女士优先，礼貌谦让。出行办事，遵守时间；排队有序，不越黄线。 

文明住宿，不损用品；安静用餐，请勿浪费。健康娱乐，有益身心；赌博色情，坚决拒绝。 

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遇有疑难，咨询领馆；文明出行，一路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