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哥古城.洞里薩湖遊船. 史詩歌舞劇.5 星酒店無購物 
 
★最深度！吳哥窟遺址巡禮【三日門票券暢遊】 

★黃金航班 免去來回拉車之苦 

★全程入住五星酒店 

★加贈【柬式按摩一小時+吳哥微笑大型雷射表演秀】  



航班參考：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之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一天 桃園 ✈金邊 ✈暹粒吳哥→ 洞裡薩湖遊船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直飛客機飛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吳哥窟】，位於柬埔寨北部的

【暹粒省】。它曾長期淹沒於叢林中，直到 1860 年才由法國探險家根據中國古書（真臘風土記）之

記載，深入暹邏北部尋找而發現，吳哥窟總佔地近 200 平方公里，乃古高棉於吳哥古王朝全盛時期

的不朽文明遺址，總建築群佔地 24 公里長，寬 8 公里，全城雕刻精美有「雕刻出來的王城」美譽與

金字塔齊名為世界八大奇蹟。 

【洞里薩湖】(Tonle Sap)又名金邊湖，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安排前往搭乘遊船遊覽，在這遊程當

中，您可看到水上人家捕魚、種菜、養豬等日常生活作息，別具風情。 

※註：洞里薩湖逢約每年 4～6 月枯水期，如水位過低期間，改走吳哥窟最偉大的人工西湖～馬萊湖遊船！ 

 

早餐 機上餐點  午餐 代餐金或 機場簡易餐

    

晚餐 太和餐廳中式料理 

住宿 五星酒店~索卡萊渡假村 Sokhalay Angkor Villa Resort 或同級 

第一天   桃園 / 上海 / 杜拜   桃園 / 上海 / 杜拜 

第二天  班蒂斯蕾古剎~女皇宮  →  吳哥藝術文化學院  →  羅洛士遺址群     

→ 巴孔寺 → 羅蕾寺 → 比列科寺 → 贈送柬式按摩→飯店   

 

【女皇宮】(Banteay Srei)位於大吳哥東北面 21 公里，距離暹粒市區 35 公里的班蒂斯蕾古剎，建於

十世紀，公元 967 年時值加亞華羅曼五世王朝，此地為尊奉婆羅門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濕婆神)。因為

女皇宮是吳哥唯一一座非國王所建的廟宇，所以不大，這座寺廟的建造者是當時國王的一位退休大臣 

Yajnavaraha。根據記載，Yajnyavaraha 既是一位學者也是一名慈善家，救助人民於病痛、冤屈或

貧苦。 在女皇宮請要放慢腳步，好好看這些浮雕。由於建造此座古剎的石頭為美麗的粉紅色，此廟

壁畫的雕工是所有吳哥古蹟中最精緻細美的，這也是到吳哥必遊的景點，其中最令人讚賞的是創作者

竟能將堅硬的石塊，如雕刻木頭般琢磨出層次分明線條柔纖的精細作品，不論門楣或石壁或窗櫺，都

刻鏤的一絲不茍，巧奪天工，妙不可言，是吳哥所有寺廟中石雕作品最上乘，也是柬埔寨藝術的顛峰

之作，故又有「吳哥藝術之鑽」之美譽。 

 

【吳哥藝術文化學院】由法國文教藝術組織與柬埔寨政府聯合設立，提供場地並訓練柬國青年培養一

技之長的所在，於此您可深切的了解手工藝術品製作過程，如編織、石刻、蠟染、繪畫等，貴賓們亦

可於此參觀選購一些紀念物品，帶回台灣當做一份永久回憶或餽贈親友當一份特殊紀念。註：政府設

立教育藝術學院，訓練手工藝機構，參觀此並非購物點。 

航班參考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抵達城市 航班時間 

第一天 中華航空 CI861 桃園／金邊 0735／1015 

第一天 瀾湄航空 LQ671 金邊／暹粒吳哥 1330／1410 

第五天 瀾湄航空 LQ670 暹粒吳哥／金邊 0725／0810 

第五天 中華航空 CI862 金邊 /桃園 1115／1535 



 

【羅洛士遺址群】(Roluos Group)西元 802年，加亞巴爾曼

二世結束了柬埔寨分裂的局面，在靠近羅洛士地區登基為王，

為了試圖將王權神格化，以維持柬埔寨的統一，於是他建廟

舉行祭典，是為現今的羅洛士遺址群，其中包含【巴孔寺】，

【羅蕾寺】、【比列科寺】此地區為吳哥窟遺址的前身，更是

柬埔寨最古老的歷史建築，此遺址群現由法國主導下開展，

為了設法保持遺址原貌，學者們對於建築細節莫不費心研究，

譬如每塊磚的黏合並不用現代水泥取代，以棕糖、石灰、糯

米漿混合而成，還有部分神廟的石塊被一一編號拆下，準備

在電腦的輔助下重新建造。 

 

【巴孔寺】(Bakong)鎮護國都的國都寺院，是最初的金字塔型寺院，堪稱是吳哥窟的原型，也是第

一座主要建材由紅磚改為砂岩的寺院。中央主神殿被 8 個祠堂包圍。 

【羅蕾寺】(Lolei)當年是一座島廟，原本位於蓄水池中央，不過池水已經乾涸。寺廟擁有四座高塔，

中央有十字型石溝，雨水經過代表已被神淨化過後便是聖水，兩塔角落則各有門神。 

【比列科寺】(Preah Ko)於羅洛士河畔建都所建造的第一座寺廟，寺廟外有護城壕溝，而經過參道才

能進入境內的樣式也是這個時期確立。除了門口的神牛，各出入口也都有一對石獅守護。 

 

早餐 酒店內自助式 午餐 吳哥王朝中式料理  晚餐 夢迪樂自助餐 

住宿 五星酒店~索卡萊渡假村 Sokhalay Angkor Villa Resort 或同級 

 

 

【大吳哥城】(Angkor Tho)音譯「吳哥通」，意爲「大城」通稱吳哥城，是吳哥古都最後的主城池。

吳哥城（大城）占地 9 平方公里，位於寺城小吳哥以北，在這範圍內包括一系列各朝建立的古都遺蹟：

蘇利耶跋摩一世重建的空中宮殿，優陀耶迭多跋摩二世建立的巴普昂寺，闍耶跋摩七世建立的巴戎寺

（Bayon）、群象台和瘌王台等。 

【南城門】(South Gate)擁有 23 公尺高的觀世音菩薩四面佛塔，其高 8 公尺、寬 3 公尺的護城牆，

則是因為受到西元 1177 年、占婆軍隊入侵教訓之後，故以堅固的樣式所建造，橋側欄杆則為以史詩

為主題的「乳海翻騰」(左天神、右阿修羅)。一般遊吳哥城通常都選由南門進入。 

 

【巴戎廟】(Bayon)由 54 座大大小小寶塔構成一座大寶塔的巴戎廟，其中最特殊的設計，是每一座

塔的四面都刻有三公尺高的加亞巴爾曼七世的微笑面容，兩百多個微笑浮現在蔥綠的森林中，多變的

光線或正或側，時強時弱地探照，樹草中的蟲鳥此起彼落的交織輪唱，好似一個設計新穎的聲光舞台

秀，軒昂的眉宇、中穩的鼻樑、熱情的厚唇、慈善的氣質，國王的微笑反而勝過建築本身的宏偉，而

成為旅客最深的印象，無怪會被其後代子孫尊稱為「高棉的微笑」。 

 

【巴本宮】(The Baphuon)此遺址是於十一世紀初建築完成的 Baphuon 國廟建築群，為當時柬國境

內面積最大、高度最高的了神廟，根據考古學家估計塔高 50 公尺，所以中國元朝大臣周達觀著作的

第三天  大吳哥城區～南城門、巴戎廟、巴本宮、鬥象台、空中宮殿、古代法院、 

 12 生肖塔 → 巴肯山 → 世界七大奇景~小吳哥城→吳哥微笑大型鐳射表演秀  



《真臘風土記》所記載，給了《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的印象，是唯一一座三層式的金字塔型神殿

建築。 

※註 1：巴本宮，有規定穿著上衣需有袖，需著褲裝且過膝，敬請配合。(披上沙龍布也可能會被限制，敬請多注意) 

※註 2：孕婦、12 歲以下的小孩都不能進入。 

 

【鬥象台】(Terrace of the Elephants)傳聞為高棉國王接見外賓的地方，貴賓使節從正門 (東門) 進

入王城，走上平台進入王宮。平台的階梯兩旁有許多的大象石刻，故名象台。另一說為象台是古時國

王閱兵及選擇坐騎的場地。鬥象台的兩側均刻有天神騎坐的三頭象，而三頭象正在用象鼻收集蓮花。 

【空中宮殿】(Phimeanakas)位於皇宮中心位置，宮殿由三層長方形須彌台重疊而成金字塔形狀，象

徵須彌山，每一層的四角都裝飾著獅子或大象。空中宮殿雖然沒有多頭蛇的造型，卻留下國王與化為

女身的蛇神夜夜共眠的傳說。關於國王與蛇女共宿的傳說也可追溯到印度神話，西元 1295年隨元朝

使團出訪真臘國的周達觀敘述空中宮殿的金寶塔是國王的寢宮，國王每夜必到金塔中就寢，傳說這裡

有 9 頭蛇精，每晚都會化身為女性。 

※註 1：巴本宮，有規定穿著上衣需有袖，需著褲裝且過膝，敬請配合。(披上沙龍布也可能會被限制，請多注意。) 

※註 2：孕婦、12 歲以下的小孩都不能進入。 

 

【古代法院】(Terrace of the Leper King)又稱瘋王台，是犯人接受審判的地方；內有古時判官及麻

瘋王雕刻建築。瘋王台下是有許多的精美雕刻的石壁，意喻著犯罪者必需接受審判及酷刑。現在癲王

台上的雕像是複製品，柬國已將原來的雕像放在金邊的博物館裡。 

【十二生肖塔】(Prasat Suor Prat)之所以命名十二生肖塔，是因為各塔雕有不同的動物與中國的十二

生肖類似，又名審判塔。據說這是藏經閣的地方，也有說是關犯人的地方，也有人認為是國王收藏寶

物或舉行儀式使用。 

【巴肯山】(Phnom Bakheng)吳哥遺址群中第一高峰從這裡可以遠眺叢林裡的吳哥窟遺跡群，登上

60 公尺左右斜坡，坡高且陡，請注意安全，也因為巴肯山山頂神殿以塔多聞名，所以也有『塔林』

之稱。亦為電影【古墓奇兵】羅菈跳傘降落之拍攝地點！ 

※註 1：巴肯山最高處的古蹟，有規定穿著上衣需有袖，需著褲裝且過膝，另有人數限制 300 人次，敬請配合。(披上沙

龍布也可能會被限制，敬請多注意) 

※註 2：孕婦、12 歲以下的小孩都不能進入。   

 

【小吳哥城】(Angkor Wat)名列世界七大奇景，小吳哥窟中心塔的高度達 65 公尺，相當 20 層樓高，

它是山形廟的最高峰，城內精雕細琢磚磚瓦瓦，一磚一故事，一瓦一神話，是高棉吳哥王朝全盛時期

所遺留下來的不朽宗教建築；全城雕刻之精美有「雕刻出來的王城」美譽。此為高棉有史以來最宏偉

的都城，也是 200 多座古蹟中唯一正門向西的神廟，小吳哥的主殿四周，共有八處巨幅石雕，每幅

都長達 120 公尺，分別敘述印度教的神話故事，這些故事都和戰爭與國王的功跡有關。主殿內有一

座高塔，建在三層台上，塔下方圍繞著廣場，據說這是「海洋包圍高塔」的意念設計。廣場四角的仙

女浮雕和高塔內的神話雕刻，刻繪細致，藝術價值極高，許多藝術家的作品，都是從這些石雕像中獲

取靈感。吳哥窟，不只是座榮耀神祇的廟宇，也是人間對天堂的極致想像與體現。 



※註 1：小吳哥第三層，有規定穿著上衣需有袖，需著褲裝且過膝，另有人數限制 100~150 人次，敬請配合。 

(披上沙龍布也可能會被限制，敬請多注意) 

※註 2：孕婦、12 歲以下的小孩都不能進入。 

 

早餐 酒店內自助式 午餐 四面河自助餐  晚餐 新蓮花柬式料理 

住宿 五星酒店~索卡萊渡假村 Sokhalay Angkor Villa Resort 或同級 

 

第四天 涅磐宮 → 寶劍塔 → 達松將軍廟 → 東梅蓬寺 → 變身塔 → 古墓奇兵~

塔普倫神廟 → 塔瑪儂遺址 → 周薩神廟 → 塔凱歐寺 → 吳哥傳統市集 

 

【涅磐宮】(Neak Pean)意思是纏繞的巨蛇，因此也有稱為「龍蟠寺」，是古代的醫院古蹟，建於 8

世紀，供奉婆羅門教，有五個水池組成，中央水池上有座小島，小島為兩條蛇王雕像所盤繞。中央水

池的東南西北水池各有一座雕像：東池為「人-象徵土」、南池為「獅子-象徵火」、西池為「馬-象

徵風」、北池為「象-象徵水」。在當時大水池內放滿各種草藥，藥水由大水池流入東南西北池，每

個池子有著不同的療效，由醫生診斷病症，再到不同方位出口藥療，病人就跪在出口以藥水沐浴治病。

據說它有治病的療效，信不信由您囉！ 



【寶劍塔】(Preah Khan)西元 1911 年闍耶跋摩七世為了紀念戰勝占婆人而為父親所建立的寺廟，因

此當地人也稱其為父廟。闍耶跋摩七世曾在此居住，曾經也是高棉人最重視的寺廟，重要的節日慶典

都在此舉辦。據說放置著有揣摩自父王的菩薩像，露臺梁柱上刻有 Apsara 女神的美麗浮雕。 

【達松將軍廟】(Ta Som) 完成於 12 世紀末，用以祭祀微笑國王加雅巴爾曼（Jayavarman VII）的

父親，是一座小型的佛教寺院，主要是用來紀念吳哥王朝全盛時期，隨著他東征西討，驍勇善戰的達

松將軍，而東塔門已完全被熱帶樹覆蓋。 

【東梅蓬寺】(East Mebon)當時是巨大的儲水池，而東梅蓬寺浮在儲水池中。西元 952 年由羅貞陀

羅跋摩一世建造，牆垣的四角各有巨象矗立，堂塔則祭祀著國王的祖先神像。 

【變身塔】(Pre Rup)舉行火葬儀式的寺院，供奉濕婆，西元 961 年由羅貞陀羅跋摩一世建造。結構

欲強調國王將分裂的吳哥地方再次統一，三層平台的最上層聳立五座尖塔，中央最大的一座象徵須彌

山。有些學者認為變身塔是處理國王屍體的場所，也有些人認為和印度教信仰輪迴有關。 

【塔普倫神廟】(Ta Prohm)電影古墓奇兵片段拍攝場景，也是闍耶跋摩七世為了紀念母親而建造的

大乘佛教寺院。中央有三重迴廊包圍住寺院、祠堂、塔堂，規則排列。因為長時間隱沒於叢林深處，

牆壁與寺院被榕樹根莖糾纏攀爬而造成獨特的神秘世界，寺內斷垣殘壁上亦可見飛天仙女雕刻。熱帶

樹木的生命力和廢墟所營造的神秘氣氛吸引了每一位遊客到訪。 

【塔瑪儂遺址】(Thommanon)是一座小而精緻的印度寺廟，坐落於柬埔寨吳哥城勝利門東側、週薩

寺北側。1992 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12 世紀時，吳哥王朝國王蘇利耶跋摩二世為信仰而修

建了許多廟宇，其中便包括塔瑪儂寺及著名的吳哥窟等。塔瑪儂寺的供奉主神為濕婆與毗濕奴。 

【周薩神廟】(Chau Say Tevoda Temple)此處為 12 世紀初之建築，廟中主神為婆羅門教三大天神之

仳思奴神，此處現由中國專家負責維修，維修過程中依現行法令規定，後續所補上之石墩或石柱都不

可有任何雕刻，以此作為與遺跡之區別。 

【塔凱歐寺】(Ta Keo)是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型寺院，沒有繼續修

建的原因說法不一，有認為是建造時遭雷擊而認為是不祥之兆；另

一種說法是石塊太過堅硬不適於雕刻故沒繼續進行；也有一說是開

始建造時因闍耶跋摩五世突然死亡故未能完成。不管原因為何，這

裡卻是了解當時石造建築技術的珍貴資料。 

【吳哥傳統市集】(Psar Chaa)可以著實感受到高棉人民的生活文化，

琳瑯滿目的商品，例如珠寶、手工藝品、絲品、編織袋、小首飾、

紀念品，這裡應有盡有。 

 

早餐 酒店內自助式 午餐 茉莉花柬式料理  晚餐 湄公河自助餐+傳統舞蹈秀 

住宿 五星酒店~索卡萊渡假村 Sokhalay Angkor Villa Resort 或同級 
 
 

第五天 暹粒吳哥 ✈金邊 ✈桃園     

早餐後前往機場，隨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桃園機場。帶著滿滿的行囊、豐盛的回憶，返回溫暖的家。

結束此次愉快難忘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吳哥窟》神秘遺產之旅。 

 

早餐 酒店餐盒 午餐 機上餐點  晚餐 ╳       

住宿 溫暖的家 

 

 



 

 自費行程參考： 
 

 自 費 項 目 大 人 小 孩 

1 崩密列寺遊 USD$50 USD$30 

2 NIGHT TOUR 夜遊啤酒街 USD$12 不適用 

3 ROSANA 蘿莎娜國際表演秀 USD$30 USD$15 

4 柬埔寨古式按摩 USD$15 (小費自理 USD$1-2) 

5 SAMAI SPA 館精油按摩 NTD$1,200 (小費自理 USD$1-2) 

 

※項目 4、5 註：12 歲以下的小孩因骨骼仍在成長階段，為避免影響，恕不提供本項活動。 

※ 行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行前說明會為主。 

※ 原定參考行程飯店、航班，如遇飛機、氣候或其他非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公司有權保留   

   行程之變更，及更換同級旅館之權利，以便使團體順利為原則。 

 

※ 小費說明：給予司機、領隊、導遊等服務人員小費獎勵，每人每天給 NTD 200/天 

※ 訂購報名確認後，請預付訂金每人 NT$5,000/席 

※ 柬國簽證採落地簽證，須附護照正本效期 6 個月以上、2 吋照片 2 張。 

(不論持那一個國家的護照都要辦簽證) **柬埔寨不接受雙重國籍，只能持 1 本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 

若您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備註:  

1.時差: 較台灣晚一小時。例如台灣下午 4 點，柬埔寨下午 3 點。 

2.托運行李:1 件 20 公斤(電池、充電器、刀等尖銳物品，均請置於托運行李) 

3.貨幣: 可使用美金或柬幣 .. 美金 1 元=柬幣 4000 元。大型商場可刷卡。支付時用美金，但

會用柬幣找零。例如該物品為 1.5 美元，支付 2 美元，店家會找零柬幣 2000 元。 

4.  電壓:220 伏特，雙圓孔插座。 

5. 全年平均天氣 : 白天 24 度至 32 度；晚間大約降 10 度.  <5-10 月雨季,4-11月旱季> 

6. 柬埔寨為有小費的國家。一般而言: 行李一件 2000 元柬幣、房間清理 2000 元柬幣。 

7. 請攜帶個人藥品、水壺、薄外套、帽子、雨具、陽傘、防曬乳液、防蚊液、拖鞋(含盥洗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