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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 引 言
今年海洋大學辦理了「國際體驗學習計畫」，讓我們能夠有機會到國外
參訪學習，此次計畫我們選定以「泰國」作為這次計畫的體驗地點。
在我們的印象中，泰國一直是國人旅遊的首選。泰國屬於開發中國
家，對於國人的印象大多是以旅遊為主，但其實因為泰國的勞力密集，成
本較低，而泰國相當重視農業發展，所衍生的加工產品及食品產業也是蓬
勃發展，所以許多工業近年都到泰國設廠。
而針對食品業而言，我們熟悉的味王、統一、大成、南僑其實早已在
泰國佈局超過了 20 年。在 1979 年，泰國便實施了食品安全條例，根據不
同食品類別來制定相應的安全標準，但是仍然在 2013 年的調查中，泰國市
場 上有 33%的食品並不安全且防腐劑超標，製造商為了延長食物的保存期
限，添加過量的添加物與化學製品，明顯已超過限制標準。所以食品廠商
仍需要花心力在於改除上述的問題，我們可以就藉由此次實習來學習並做
為未來投入泰國食品業界做準備。
二、 動 機：近幾年泰國之經濟及食品業界脈動
1.

重 視食品安全，著力於打造「世界廚房」
概念類似「整廠輸出」的海外餐廳發展模式。背後透過整合金融機構
的資金供應，食品管理局的廚師計畫提供有意願、有能力赴海外工作
且合格的廚師，再加上行銷與促銷活動，以及泰精選等品質認證的搭
配，形成餐飲服務輸出的 Master Plan。

2.

台 資食品大廠多在泰國設廠
泰國是東協國家中最安全、最國際化的國家，而且泰國是農業國，不
僅離原料產地較近，泰國為了將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外銷至全世界，
和全世界接軌也是最早、最完整的。也就是因為泰國的農業基礎良
好，再加上農業認證制度，使原物料的品質有保障，以及泰國的投資
採開放態度加上政府致力於產業發展型的農業(雞肉、水產養殖品、
蔬果)作為出口發展重點。因此我們可以藉由去參訪泰國當地的水產
煉製品的食品加工廠及泰國農業大學漁業產品系學習水產養殖品的知
識，期盼藉由此次的經驗可以將更多台灣的海洋元素融合到食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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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 協的崛起，泰國逐漸成為「東協領頭羊」
依據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統計資料，去年外國企業投資總額達 1 兆
230 億泰銖（約合新台幣 9 千 8 百億元），年成長 95％。世界銀行公
佈《2015 經商環境報告》，泰國經商便利度進步 2 名、排名 26 名，
步步進逼台灣的 19 名。

4.

東 協十國的貨物關稅逐步降至零
東盟在自由貿易協議（AFTA）框架下在取消內部關稅壁壘方面取得
了成功，至 2015 年東盟貿易商品總目錄中 96.0%的商品取消了進口
關稅。

三、 目 的
1.

了 解泰國期望如何提高品質並達到「世界廚房」的展望
泰國近年在農產品以及食品安全把關方面高度重視，不僅使國內的飲
食受到一定的保障，更將產品銷至國外造就泰國每年出口值達 30 億
美金，最初以推廣泰國食品與餐飲到全世界為目標，藉由文化意涵加
值包裝泰國料理，現已成功建立泰國國家品牌形象。對近年來台灣的
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我們該如何借鏡泰國的食品安全規範，為台
灣的食安議題思考新方向，是我們亟欲去了解的。

2.

深 入了解泰國風俗文化與歷史
建築是泰國展現其文化與歷史的結晶。而在信仰佛教虔誠的泰國，佛
寺更是象徵性的代表建築。素可泰王朝是泰國在文化方面的基石，在
對抗高棉時期，建築風格也因此融合了印度與佛教特色。而後的大城
(阿瑜陀耶)時期更是達到了建築美學的巔峰，不幸的是許多建築都已
毀於戰亂，現今看到的幾乎都是依照當時工法重新建造而成。我們此
次前往泰國，在行程中安排了許多的佛寺參觀以及著名箜(Khon)劇欣
賞，不僅是洗滌自己的身心使自己更加成熟穩重、更希望能重新認識
泰國的美，並且體認到戰爭的殘酷。以及泰國的文化是如何影響飲食
文化，在夏季相同炎熱的台灣我們可以藉由泰國食物學習或啟發如何
研發適合台人夏日食用的食物，或是提升食慾的配方。也可以品嘗當
地的海鮮並結合系上所教的專業，讓我們學以致用研發結合台灣的獨
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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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 養自己的國際觀、以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現在的我們，正處於一個必須要拓展自己視野的時候。曼谷是一個非
常國際化的城市，有許多的跨國企業都在曼谷成立公司；同時曼谷也
是各國遊客非常喜歡進行旅遊的地方。我們這次計畫大部分時間都待
在曼谷，這也成為我們一個可以增加自己宏觀視野非常好的契機。同
時也不忘帶著我們學習的專業食品知識去觀察在這個經濟繁榮的城市
食品業的所有不同，以此做為借鏡使我們更可以綜合世界廚房美名的
泰國的優點加入台灣的食品中。

4.

扭 轉台灣人對於東南亞的刻板印象
目前根據統計，約有 42 萬外籍勞工在台灣長期居留，絕大部分來自
東南亞，而其中約有 6 萬是泰國人。小時候常聽到有人把「泰勞」、
「菲傭」等字眼用來罵人，但其實我們仔細去思考，近年來東協的經
濟實力不容忽視，我們希望在這次的實習回來台灣以後，能夠讓周遭
的親朋好友、甚至是更多的民眾瞭解到：現在的東南亞，正在起飛。

5.

建 立海大與姊妹校之間的交流平台
海大擁有許多的姊妹校，而不同學校之間也各有不同的專才。
若是能夠成立一個網路平台，讓原本兩校之間點對點的交流，成為一
個『線』與『線』所構成的『面』，也就是交流平台，那對彼此都是
有助益的。也可以和泰國相關科系的學生討論兩國之間食品發展及應
用的差異，特別是姊妹校中的漁業產品系有魚製品加工廠，可以供我
們學習觀摩，討論泰國是如何將漁產品做利用和台灣的差異，也可以
將吸收好的加入到台灣的魚類產品開發。

6.

成 為產界與學界的溝通橋梁
在制定食品添加物法規等法案時，政府會邀請業界以及學界代表人士
進行協商，企圖在產官學界之間取得一個共識。然而隨著我們對食品
產業接觸越來越深，我們了解到通常產界與學界的看法經常相左，近
年又因為食安問題增加，廠商的聲音有被忽視的情況產生。而我們這
次前往泰國的台灣企業工廠以及當地學校參訪，也期待能在食品安全
的把關、廠商權益的保障以及政府政策的制定間找到一個更妥善的解
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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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已 經做到的準備
1. 與 泰國農業大學(海洋大學姊妹校)漁業產品系聯繫參訪
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是泰國唯一的國立農業大學。
由於農業的開發需要大量的人才，泰國農業大學便爲泰國農業的高
速及持續性發展提供了大量技術以及相關人才培養。泰國農業大學
現爲綜合性大學，著名學科爲：基礎學科包括數學、物理、化學，
以及農業、漁業及相關課程。其熱門專業爲農林類、信息科學、管
理、生物、工程技術、食品工業技術等。我們這次預定在 7/12~7/14
前往泰國農業大學的漁業學院(Faculty of Fisheries)，其中最讓我們感
興趣的便是漁業產品系(Dept. of Fishery Product) 。然而我們也請系
上的張祐維助理教授以及海洋系的泰國留學博士生―文隆，幫助我們
進行雙管齊下的聯繫，希望能讓我們在這次的行程中獲益良多。
2.

與 泰國裕馨國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聯繫
裕馨國際食品公司是於 1990 年在泰國曼谷成立第一家台資之食品添
加物公司。旗下產品有食品添加物、食品調味料、食品香料三大
類，包含水產品、煉製品、速凍食品及蔬果方面的功能性改良劑、
餐飲專用調味料及食品加工廠專用添加物。
除了裕馨國際食品公司外，我們也取得了裕馨公司的協助，讓我們
可以到裕馨的泰國當地合作企業進行參訪，有 Betagen、Food
Blessing(1988)、Thaveerong Industry、Pan Siam Food Industry、Pan
Inter Food Industry、Y.C.C Industry 等國際知名的進行參觀，而其中
我們對於食品添加物非常具有興趣，希望能夠藉有此機會讓我們的
學術專業更上一層樓。

3.

研 究泰國當地民俗風情與交通住宿方式
透過網路以及書籍來蒐集相關訊息。
參考書籍：
《行程規劃書—曼谷玩不膩》
《三分鐘學泰語》
《曼谷小吃 250 家》
《地圖快譯通》
同時我們也在每個禮拜三與泰國留學生進行兩小時的交流，得以了解
當地最真實的風俗習慣以及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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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 海洋大學泰國交換生交流
在 「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的課程中，我們取得了能夠和來自
泰國的學生交流的機會。學習了當地語言的基本會話，以及當地的一
些風俗習慣，讓我們在實習的過程中能更快融入當地生活。

5.

修 食品添加物講座了解食品添加物概論－徐重義學長
了解食品添加物的基本定義：為食品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
化、增加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
化或其他必要目的，加入、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
現今各國都在追求貿易自由化，而食品貨物的流通更是密切，尤其食
品添加物更是食品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所以各國食品添加物的規格管
理應該朝向一致。

6.

繼 續精進溝通能力、應變能力，並增進食品產業相關知識
組員定期開小組會議，討論食品相關及泰國當地特殊文化的資訊。

貳、

體驗地點與時間及經費預算：

一、 時 間與地點
泰國

6/28~7/15，共 18 天

阿瑜陀耶 Ayutthaya

7/3，共 1 天

曼谷 Bangkok

6/28~7/2，7/4~7/15，共 17 天

*詳細行程內容請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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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 費預算
項目

預 算支出(台幣/NT$)

簽證

1200 元

機票(來回)

7000 元

住宿

11900 元

保險

1500 元

泰國觀光簽證
單日 700 元×17 晚

電話網路卡

599 元

BTS 30 天優惠車票

425 元

學生票，可搭 25 次

4500 元

預計一天$250×18 天

飲食
大城遺跡門票

50 元

暹羅海洋世界門票

1100 元

昭披耶河一日票

150 元

合計

參、

備註

28424 元

實施體驗方式

一、 泰 國文化學習
1. 泰 國禮儀：
A.
B.

合掌動作「威 (Wai)」
進入佛寺需脫鞋且不可穿過於暴露

C. 不可觸摸出家小僧侶的頭
2. 歷 史建築巡禮：
A.
B.

阿瑜陀耶大城歷史遺跡
曼谷河岸大皇宮區

3. 傳 統技藝與文化
Sala Chalermkrung 曼谷皇家戲院欣賞指甲舞與箜舞之美
4. 異 國文化探索：
A. 三面神、四面佛、象神甘尼許、巨鳥毗濕奴…等印度神祇雕像
B.
C.

蘇坤蔚路 3 巷的小中東區
BTS 華藍篷站附近的中國城

5. 體 驗當地生活：
A. Pak Khlong Talat 市集購買食品，觀察其消費型態
B.

比較使世界背包客趨之若鶩的拷桑路夜市和台灣夜市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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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 言交換
(1) 在平日安排固定時間與來自泰國的三位留學生進行「中←→泰」
語言交換
(2) 與裕馨公司及其合作公司之員工練習泰語基本會話
(3) 與夥伴們一起對泰國進行深度了解
(4) 到泰國農業大學與當地學生進行語言及文化交流
三、 生 態保育
(1) 倫坡尼公園：前皇家御花園，良好的環境保護當地生物—水巨蜥
(2) Siam Ocean World：藉由參觀海生館的方式，更加了解暹羅灣及南
海附近水生生物的生態以及保育工作、海洋環境議題
四、 製 作照片集分享所聞
方法：以 PowerPoint、Axelslide 或是直接剪輯成短片的形式，分享所
見所聞。
內容：主要可分為<食品產業參訪篇>、<歷史文化篇>、<曼谷之美篇>
傳播管道：Facebook、Instagram、Dcard
Facebook：使用用戶龐大、傳播快速、轉發速度快。目標播放次
數 1000 次。

Instagram：皆以圖片或是影片來傳遞旅行及生活點滴。

Dcard：一個當紅的大學生專屬文章交流平台，可以選擇文章的
類別進行發文。可以建議該平台在未來成立「實習」及「參訪」
的版，這樣更能夠準確的幫助到需要的同學，也能讓我們的此
次所學加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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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體驗活動安全評估

一、 事 前準備
(1) 在行程規畫時，避免去危險場所，且不去接觸：性、毒、巫術等
(2) 購買適合的旅遊保險，並且了解保險項目及權益
(3) 了解當地風俗民情，以免因文化不同造成誤會或是衝突
(4) 了解當地的法律規範，以免不小心觸犯當地法律
(5) 外交部出國動態登錄
(6) 選擇信譽良好且合法的住宿地點
(7) 將住宿地點、參訪地點、同行夥伴的聯絡方式告訴在台灣的家人，
並且隨時保持聯絡
(8) 了解自己的身體需求，自備相關藥物，避免攜帶粉狀藥物，以免被
誤為毒品，並且告知旅伴或是護照上註記重要病史(例如：藥物過
敏、氣喘等)
(9) 攜帶 3~5 張六個月內的大頭照備用，將機票、護照、簽證、匯款收
據、契約等重要證件影印備用，並且和正本分開放置
(10)將緊急聯絡管道的方式隨身帶著，緊急情況時可快速聯絡
(11)詳讀航空相關規定，不要攜帶非法物品上機
(12)藉由臺灣外交館或注意當地新聞關注政治是否有動盪
(13)查詢當地暑假有無風災旱災害
(14)查詢當地暑假有無蚊蟲傳染疾病並做預防
二、 旅 行過程
(1) 隨身攜帶水壼，以補充水份。水不能生飲；椰子汁雖便宜，但不宜
多喝
(2) 飲食不要過量，並注意其新鮮度，盡量不生食海鮮
(3) 不吃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食品及加工品
(4) 穿著輕便樸實的衣物鞋子，鞋子最好是防滑好走
(5) 不戴昂貴的配件，且避免財物露白，以免歹徒滋生貪念
(6) 攜帶一件外套，以備在山區或有冷氣的地方穿著
(7) 避免單獨行動，脫隊時立即和伙伴聯繫
(8) 確保房門上鎖且不讓陌生人進入(除旅館人員)
(9) 住進旅館後，先查看安全逃生路線，確認房內物品是否缺損，若有
缺損需通知飯店人員，以免離開後發生糾紛
(10)行車走路靠左走，並遵守交通規則
(11)隨時注意自己放置財物的位置，要特別留意扒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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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搭乘計程車時先記下車號，以便能迅速找回遺忘在車內的物件
(13)不要介入任何賭博遊戲或牽扯上與毒品有關的任何行為
(14)不接受陌生人的推銷，不隨意聽信陌生人話語，再三確認後再行動
三、 緊 急處理─CRISIS
冷靜
Calm
報告

保持冷靜，藉 5W2H 建立思考及反應模式
向各相關單位報告，如駐外單位、警察局、航空公司、

Report

當地業者、銀行、旅行業綜合保險提供之緊急救援單位
等

文件

取得各相關文件，如報案文件、遺失證明、死亡診斷證

Identification

明、各類收據等。

協助
Support
說明
Interpretation
記錄
Sketch

向各個可能的人員尋求協助，如駐外單位、旅館人員、
航空公司、Local Guide、Local Agent、海外華僑、旅行
業綜合保險提供之緊急救援單位、機構等
對於緊急情況、地點、時間，做出適當的闡述
記錄事件處理過程，留下文字、影印資料、找尋佐證，
以利後續查詢免除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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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緊 急連絡管道
單位

電話

其他
地址：
20th Fl., Empire Tower, 1
South Sathorn Rd., Bangkok,

(66-2)6700200
(曼谷地區撥 02-6700200)

10120 Thailand
交通方式：
BTS Chong Nonsi (S3) 南向
出口 400 公尺 BRT Sathorn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

站旁
(66-1)6664006

一般緊急事項，廿四小時開
機

(66-1)6664008
(曼 谷 地區撥 01-6664006 領務緊急事項
及 01-6664008)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
001-800-0885-0885
全球免付費專線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
聯繫中心
全球行動電話緊急
救難專線

(886-3)398-2629
(886-3)398-2628
(886-3)383-4849
112

泰國觀光警察中心 1155


泰國政府旅遊總局
(662)6941442
電話
泰國員警及旅遊援
助中心

(662)2216206-9
(66)2281-5051

曼谷旅客協助中心 (66)228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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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專線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危
險 緊急情況等)，倘非急難重
大事件， 請勿撥打

五、 突 發情況應變
狀況
飲
食

處 理方式

腸胃不適

在出發前先帶一些常用的腸胃藥，
了解自身身體狀況，注意飲
以供應急，若情況嚴重立即送至當
食衛生，準備藥物備用
地醫院進行治療

過敏發作

若有藥物則先服用，嚴重時送醫

逃生設備不足

加強自身安全，或是更換住宿場所， 找尋合格住宿，多看相關評
並且通報相關單位
價，了解安全設施位置

受到騷擾

向櫃台通報，必要時報警處理

財務糾紛

若是損失金額小，不處理，嚴重時 在入住時就先檢查設備是否
報警處理
周全

住
宿

事 前準備

有相關病史須告知夥伴，並
且注意飲食內容

注意房間是否鎖好

交

被 亂開價或是目的 若是損失金額小，不處理，嚴重時 以 合 格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為

通

地錯誤

報警處理

主，並且事先溝通好

航班延誤

依照航空公司指示行事

記得航空公司連絡方式

身體不適

食用常備藥物，嚴重時立即送醫

輕度外傷

緊急包紮，持續觀察

重度外傷

緊急送醫

遺

護照

和駐外單位連繫

準備影本、照片備用

失

機票

和航空公司聯繫

準備影本、照片備用

行李

和警察連繫並且在所在地附近詢問 隨時注意放置位置

財物

和警察連繫並且在所在地附近詢問 隨時注意放置位置

傷
病

了解本身痼疾，出國前先準
備好常備藥物
行李中準備簡單急救物品

記下夥伴聯繫方式，避免單
獨行動

人員走失

緊急和伙伴聯繫，或是求助警方

詐騙、偷竊

若是損失金額小，不處理，嚴重時
避免財物露白
報警處理

騷擾、攻擊

請求警察協助，若有外傷緊急送醫

自然災害(如：颱風)
恐怖攻擊、街頭暴動

依照當地政府指示行動，且避免人
員失散
依照當地政府指示行動，且避免人
員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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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預期期望

一、 短 期目標
(1) 了解泰國食品業的走向及體驗在國外的生活方式
(2) 培養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3) 培養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
二、 中 期目標
(1) 更精進泰文及泰國食品的相關資訊
(2) 增加台灣與泰國大學生之間的交流
(3) 關心國際的食品趨勢，並與泰國比較後整合歸納出未來食品走向
三、 長 期目標
(1) 以泰國當地的飲食習慣作為研發符合當地口味的食品
(2) 因全球化趨勢，台資在泰國設廠的比例增加，因此可以為了朝泰
國食品廠工作鋪路
參考資料
1.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 -tw&lid=203830 泰國農業大學
2.
http://www.uchine.com/tw/about.html 裕馨官網
3.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2/n1186883.htm 泰國統一
4.
食品添加物概況講義 作者徐重義
5.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13962
6.
Yahoo 奇摩-泰國疑慮泰台灣餐廳詢問增多
7.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44571/2014/11/03/7851s4752108.htm
8.
http://twbusiness.nat.gov.tw/epaperArticle.do?id=274169860 電子報 267 期
9.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1243 天下雜誌
10.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1303 天下雜誌
11. http://topic.cw.com.tw/2014asean/page01.html 天下雜誌
12. http://lw123456.pixnet.net/blog/post/199977375-商業週刊
13. http://udn.com/news/story/6811/1331591-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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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日期
城市
6/28/2016 台北曼谷
6/29/2016
曼谷
6/30/2016
7/1/2016

項目類別
交通

地點
桃園機場廊曼機場

參訪

Betagen Co.,Ltd.

曼谷

生態

Siam Ocean World

曼谷

參訪

Food Blessing(1988) Co.,Ltd.

曼谷

市集

Big C

曼谷

文化

Sala Chalermkrung
曼谷皇家戲院

7/2/2016

7/3/2016
阿瑜陀耶

建築

曼谷

參訪

曼谷

文化

曼谷

生態

7/4/2016

7/5/2016

活動重點
去程
了解泰國的養樂多公司如何製作及其成
功之道
藉由參觀海生館的方式，更加了解水生
生物的生態、保育工作、海洋環境議題
了解泰式醬料(魚露、蝦醬)與台灣醬料製
作上的差異，以及 RTE 食品製作流程
觀察泰國最大連鎖超市內所販賣的商品
品項之魚類或其他水產製品的比例，以
及其販售的方式(如：魚乾、醬料等...)
欣賞泰國著名箜劇、指甲舞

17 世紀首都，被譽為「吳哥窟第二」的
世界遺產，並了解在泰國接近內陸地區
大城遺跡
的傳統漁獲保鮮及處理方式和曼谷等靠
海都市有何不同
了解該公司如何將漁獲從原料，運用不
Thaveerong Industry Co.,Ltd
同加工手法製成各式的煉製品及魚類加
工品並成為世界知名的水產製品企業
了解印度文化對於泰國及當地人生活、
四面佛像、三面神像、象神像
飲食以及習俗方面的影響
觀察當地特有種—水巨蜥能在繁華市中
倫坡尼公園
心棲息的原因以及泰國落實環境保育的
精神

聯絡資料
Tel：
0-2791-2328
Tel：
662-687-2000
Tel: 662-5992671

Tel：
662-224-4499
Tel：
662-687-2000
(Rajdamri 店)
Tel：
034-841-491

日期
7/6/2016
7/7/2016

7/8/2016

7/9/2016

7/10/2016

7/11/2016
7/12/2016
7/13/2016

7/14/2016

城市

項目類別

地點

活動重點
了解椰奶、椰漿罐頭的製作流程和其他
曼谷
參訪
Pan Inter Food Co.,Ltd.
的常見種類罐頭有什麼製作上的差異
了解中東人民定居於泰國之背景，並研
曼谷
庶民、文化
蘇坤蔚路 3 巷—小中東區
究泰國與中東文化碰撞後激發出的火花
使其海洋飲食文化發生什麼變化
了解東南亞特殊果汁(如：羅勒籽、肉豆
曼谷
參訪
Pan Siam Food Co.,Ltd.
蔻)的無菌充填流程和其他種果汁有何差
別
深入當地，試圖探索當時中國人到異地
曼谷
庶民、文化
華藍蓬-中國城區
發展，在與泰國文化交流碰撞後，海鮮
料理與中國、泰國其他地方有何不同
比較在地人生鮮漁貨的處理方法及買賣
曼谷-河岸區
市集
Pak Khlong Talat 市集
方式與台灣有何差異
比較泰國夜市與當地白天市集、超市在
曼谷
庶民
Khao San Rd.拷桑路
漁貨之加工處理的異同
了解 100 多種的素菜以及知名奶精的製
曼谷
參訪
Y.C.C Industry Co.,Ltd.
作方式
Kasesart University 泰國農業大 於漁業產品系 Wanwimol Klaypradit 教授
曼谷
交流
學
實驗室進行功能性水產食品的學習
Kasesart University 泰國農業大 到漁業產品系系上的魚類加工試驗工廠
曼谷
交流
學
(Fish Processing Pilot Plant)進行學習
Kasesart University 泰國農業大 姊妹校之課程體驗、與姊妹校(漁業產品
曼谷
交流
學
系)學生交談並了解海洋現況與發展
欣賞大皇宮、玉佛寺、鄭王廟等經典建
曼谷-河岸區
建築
大皇宮區
築以及泰國人謙卑而敦厚的個性體現

聯絡資料
Tel：
662-398-0164

Tel：
662-745-4722-6

Tel：
662-415-1791
Tel：
662-942-8644-5
Tel：
662-942-8644-5
Tel：
662-942-8644-5

7/15/2016

曼谷台北

交通

廊曼機場桃園機場

1

回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