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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华欣逛吃逛吃悠闲浪六天



关于食物 ABOUT FOOD

The Boiling Crab The Cliff House

KBUKAO KUBOLA 泰式鱼

SOMBOON SEAFOOD 建兴酒家KING KONG 泰日式放题

OAISA RESORT 海边餐厅RUAMSAEP YOKKHOSOM



曼谷网红美食打卡第一站，老牌华人海鲜餐厅，融合
粤菜、潮式做法、泰国菜烹饪技法，吃咖喱蟹必去店
身处。全曼谷拥有家 8 家分店，极力推荐！位于美食
与购物天堂于一体的 Central World 6 楼。
推荐菜：咖喱黄炒蟹、冬阴功酸辣汤、酱爆蝴蝶虾、
飞天通菜、青柠醉甜虾、芒果糯米饭.........

美食打卡 WHERE TO EAT



曼谷饭后甜品打卡第一站，全泰国美食甜品排行榜
No.1，精致、美味的绵绵冰更是年轻人的最爱，与
闺蜜约会和拍照必到之处，全程提供 Babysize Or
Bigsize，极力推荐 Bigsize！
推荐款：Thai Tea、Strawberry Cheese cake、
MongoSticky Rice、Strawberry Honey Toast....



曼谷网红美食打卡第二站，位于 Asok 轻轨站旁的一
条街道以机场航站楼为主题的 Terminal 21 大型购物
中心 7 楼，独特的欧式与泰式装修风格，配上精致且
美味的特色菜，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推荐菜：咸蛋黄炒蟹王肉、凉拌青木瓜沙拉、酸甜鱼、
鱿鱼圈儿、咖喱牛肉、椰子沙冰、山竹沙冰........



曼谷网红甜品下午茶，位于 Phaya Thai 轻轨站，下
来就可以看见这家店，在一条巷子里面。独栋的落地
窗建筑。是曼谷必打卡的咖啡店，独特的奶茶制作，
获得了泰国各种奖项，俊俏的小帅哥，更是让闺蜜们
抓狂。
推荐款：核桃蛋糕、咸蛋黄牛角、芝士蛋糕、奶萃冰
咖啡、柠檬浸黑咖啡..........



曼谷美食打卡第三站，曼谷连锁金刚泰日式放题，各大
商场均有分店，新出的虾串超级入味、虾壳都已贴心剥
好腌制、日本牛牛卷生菜、泰式奶茶必喝、荔枝冰酸甜
爽口，新鲜嫩滑的大鱿鱼等等，2 小时无限自助任点，
绝对是大胃王必到的打卡点。
推荐菜：蓝色大头虾、蜜汁鱿鱼、粉辣腌虾、水果沙冰......



华 欣 网 红 美 食 打 卡 排 名 第 一 ， 位 于 Oasis Resort
Huahin-Parnburi 度假村里面，可使用 Grab 打车前往
此处，无限延伸的 SeaView，一边坐在躺椅，品尝着泰
式下午茶，吹着海风，是情侣们必打卡之处。
推荐菜：海鲜意粉、法式 BBQ 烤虾、鲜虾天妇罗、冰
拿铁、欧式薯条、泰式下午茶、椰子冰沙、百香果橙汁......



华欣网红美食打排名第二，位于 Market village 旁边，很容易
错过，需要仔细摸寻，里面有很多茅草屋顶的亭子。这家还满便
宜的，青柠鲜虾可以多点，冬阴功汤也是不出错的。
推荐菜：鱼露鲜虾、飞天通菜、BBQ 大头虾、椰奶鸡汤、香茅
烤鱼、冬阴功酸辣汤、炸虾球、炭烧猪颈肉......



关于住宿 WHERE TO LIVE

身处曼谷充满活力的 Asok 商业区，地理位置优越，
仅需短暂步行即可抵达素坤逸 MRT 地铁站和 Asok
轻轨站。从酒店出发，穿过一条街道即为以机场航站
楼为主题的 Terminal 21 大型购物中心，商城内产品
琳琅满目，相信您定能收获颇丰，享受购物的自在乐
趣。同时，酒店距离大皇宫、四面佛、考山路、曼谷
暹罗海洋世界等知名旅游景点均不远，您可尽情体验
曼谷的迷人景致与都市情怀。



华欣万豪水疗度假村
华欣万豪水疗度假村旅客们可轻松前往市区内各大

旅游、购物、餐饮地点。 酒店优越的位置让游人前

往市区内的热门景点变得方便快捷。酒店提供优质贴

心的服务和方便实用的设施，赢得了客人的普遍好

评。



玩什么 ENTERTAINMENT

体验泰国人生活动——安帕瓦水上集市

古道上的黄昏水上市场是曼谷周边最热闹的市场，每到周末的黄昏，商家点起鱼鳞般灯火，水上岸上行人

摩肩擦踵。

华欣火车站

古老的外观历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洗但依旧散发着耐人

寻味的风韵。红色的主体中巧妙的夹杂的些许鹅黄与乳白让

这明艳的色彩缓缓的沉淀，那种热情有余，高雅略多的复杂

感徘徊在心头，久久能不能褪去。



路径速览 QUICK SHOT

行程速览 全程掌控

澳门/曼谷01

02 曼谷

03 曼谷-华欣

04 华欣

05 华欣-曼谷

06
曼谷/澳门



精彩行程 AMAZING TRIP

第一天 澳门-曼谷

参考航班： 飞行时间：3 小时 20 分钟 机型：737 座位数：280

参考酒店：曼谷铂尔曼素逸大酒店

餐饮推荐：早：X 午：X 晚：飞机餐

旅客自行前往澳门国际机场，自行办理登机手续。抵达曼谷后入住酒店。

第二天 曼谷-大皇宫-Central World

参考酒店：曼谷铂尔曼素逸大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建兴酒家 晚：KINGKONG

【大皇宫】是节基王朝的皇宫，自拉玛一世起兴建，经过历代皇帝的修建，王宫建筑的风格富有变化。

皇宫位于湄南河的东岸，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灿烂夺目。现在是国家元首接见外宾和举行国事典礼的

地方。

第三天 曼谷-华欣 瑞士绵羊牧场

参考酒店：华欣万豪水疗度假村

餐饮安排：早：酒店早餐 午：MK Restaurant 晚：悬崖餐厅



【华欣瑞士绵羊牧场】是华欣非常具有清新风格的景点之一。这里的招牌是瑞士羊牧场，牧场空旷，很

有瑞士 feel，环境装修设计颇欧洲，适合情侣们来玩。里面全是小欧洲式平房，背着靓山养有批小羊。

值得一提的是里面的湖上养有数只天鹅，这里也是女孩子们向往的拍照圣地了。

【华欣火车站】古老的外观历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洗但依旧散发着耐人寻味的风韵。红色的主体中

巧妙的夹杂的些许鹅黄与乳白让这明艳的色彩缓缓的沉淀，那种热情有余，高雅略多的复杂感徘徊在心

头，久久能不能褪去。

第四天 华欣 华欣圣托里尼公园-爱与希望之宫

参考酒店：华欣万豪水疗度假村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爱侣湾海鲜餐 晚：食为天龙虾大餐

【华欣圣托里尼公园】是一个以希腊圣托里尼岛为主题的游乐场。园内的建筑风格完全是小清新风，相

信女孩子们会一进园就会抑制不住翻腾的少女心，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爱与希望之宫】位于华欣的海滩边，这是一座清新婉约的皇家宫殿。鹅黄的柱子，淡蓝的墙面，让流



连其中的人心生宁静。这里拥有美丽的海景风情，来此便能感受到皇室生活的惬意。

第五天 华欣-曼谷-安帕瓦水上集市

参考酒店：曼谷铂尔曼素逸大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Kub Kao Kub Pla 晚：光海鲜餐厅

【安帕瓦水上市场】古道上的黄昏水上市场是曼谷周边最热闹的市场，每到周末的黄昏，商家点起鱼鳞

般灯火，水上岸上行人摩肩擦踵。五金杂货、水果花卉园林、农作产品等等；买卖幺喝如火帜进行，小

吃甜点海南鸡米粉汤哩哩辣辣；

第六天 曼谷/澳门

参考酒店：温暖的家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X 晚：X

早餐后享用酒店设施或自由活动，近距离体验泰国风情。指定时间集中送机场乘坐国际航班返回澳门，

抵达后结束愉快行程！

人数 成人价格 小童价格

4-6 人 ￥6980 ￥4980

6-12 人 ￥6580 ￥4980

备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最总价格以为实际查询为准！



费用包含

1.国际交通 按行程所列全程舱位机票及机场税

2.内陆航空

3.住宿安排 当地住宿，以两人共享一双人房为标准

4.餐食安排 全程用餐自理

5.景点/活动 各项游览节目均按照行程表内所述及包括景点首道入场费

6.签证 个人旅游或商务签证

7.境外保险 旅游责任保险，AIG 钻石计划￥210/人

8.导游服务 华语导游讲解服务

9.用车 采用豪华空气调节游览车

费用不含
“费用包含”所列以外的一切其他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如下：

1.单间差，升级套间差价，升级公务舱费用

2.燃油附加费、行李超重费

3.个人消费、自费项目、和个人娱乐自选项目消费

4.支付其他提供服务人员（除司机、导游外）的服务费费（如酒店行李生等）

5.如遇汇率异常变化而产生的费用

6.不可抗力因素及客人自身原因所引致的行程变动及造成的额外费用及损失

您的旅行定制师 黄铋云 0756-8891559


	体验泰国人生活动——安帕瓦水上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