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典藏普吉。飛越森呼吸。海上探索 5 日《含稅金 贈小費》

成團人數» 4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5,000
含 2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3 萬意外醫療險/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
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HKTBS580409A

另收費用» 簽證：觀光簽證(實體簽證) $ 1,200 (團費外加)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超值贈送» 每房贈送 3G 吃到飽電話卡乙張

航班資料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交通工具

交通
時間

編號

出發時間

出發地

抵達時間

目的地

去 TG 泰國國際航
空

TG637

2018/04/09
07:50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2018/04/09
10:35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03:45

去 TG 泰國國際航
空

TG215

2018/04/09
14:15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2018/04/09
15:35

普吉島(HKT)普吉國際機
場

01:20

回 TG 泰國國際航
空

TG206

2018/04/13
12:10

普吉島(HKT)普吉國際機
場

2018/04/13
13:35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01:25

回 TG 泰國國際航
空

TG636

2018/04/13
17:40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2018/04/13
22:20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03:40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普吉島熱門海灘介紹(以下地名的中文譯名參考泰國觀光局公布之資料):
1.卡瑪拉海灘區(Kamala Beach) Cape Sienna Hotel
位於普吉島中央的卡瑪拉海灘，最早是一個安靜的小漁村，相較於其他海灘，卡瑪拉依舊維持較未開發的小漁村型態，原
始的漁村舊貌反而吸引不少遊客在此居住，到了日落黃昏，還可看到當地漁民載著滿船漁貨返航的景象，是一個能真正貼
近普吉居民生活的地方。
2.卡倫海灘 （karon beach）Thavorn Palm Beach Resort 塔旺棕櫚海灘度假村-卡倫海灘 (全館提供免費 WiFi)
想要盡情體驗普吉島的精彩， 塔旺棕櫚海灘度假村-卡倫海灘絕對是您的最佳旅伴。 離市中心僅 8. Km 的路程，能確保遊
人快速方便地前往當地的旅遊景點。 由於靠近王后紀念體育場, 卡隆海灘, 迪諾公園迷你高爾夫等景點，遊客非常喜歡入住
這家酒店。
相信塔旺棕櫚海灘度假村-卡倫海灘酒店的周到服務和一流設施會讓您此行終生難忘。 酒店的特色服務有所有房間設有免費
無線網路, 24 小時安保, 每日客房清潔服務, 計程車服務, 24 小時前臺。
部分客房配有沙發, 雨傘, 無線上網, 無線上網(免費), 禁煙房等一流的設施，可以盡情享受您的入住，幫助您掃除一整天的
疲勞。 酒店設有眾多娛樂設施，例如：室外游泳池, 按摩, 兒童娛樂室, 游泳池(兒童), 花園，都是放鬆身心的最佳選擇。 一
流的設施與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都讓塔旺棕櫚海灘度假村-卡倫海灘成為普吉島旅遊的最佳留宿酒店。






攀牙灣喀斯特群島探索之旅
搭乘豪華遊艇暢遊 【 喀斯特群島 】 這裡的海面遍佈數以百計奇形怪狀石灰小島，怪異奇特，鬼斧神工的美麗足以媲美廣
西桂林山水，故有（小桂林）之稱以及占士邦島參觀，因００７情報員電影曾在此拍攝而成著名景點。鄰近約有一百個人
跡罕至的石灰岩島嶼，四週海面終年平靜。在這裡，時間彷彿靜止不動，氣氛就像「侏羅紀公園」一般，跟較受歡裡的島
嶼如占土邦島（ James Bond Island ） 、釘子島（ Nail Island ） 。

泰國攀牙灣國家公園
抵達 【 盤拿島 】 ，换乘小皮艇，開始红树洞探险之旅 ， 前往探索 【 馬特洞 】 ，探尋鐘乳石和 【 蝙蝠洞 】 。我們暢
遊在保護完好的红树林區，以及海上喀斯特地貌闻名于世，曾被選為許多電影的外景地。

喀斯特群島海上石灰岩洞秘境探索
葱郁的热带树林，散布在海上形態各自的小山和其中曲折幽深的溶洞都值得探索。乘一葉小舟流连其间，迎面轻鬆的海
风，绿色的自然，清新的空氣，都讓人休閒自在。穿越各种初極狭才通人，之後豁然開朗的溶洞，满足探索的慾望，尋找
未知的驚喜。

Flying Hanuman-立吉飛越泰山
森林滑翔是近年在泰國興起的綠色觀光活動。活動場地在距離普吉市區約 50 分鐘車程的山區，請來專業設計師規劃路線，
由泰國專業教練和技術人員共同帶領遊客進行約兩個多小時的體驗。

森林滑翔探險趣園區
除了有緊張刺激的森林滑翔外,還可以遠眺港邊海景喔~但可不要被美景所吸引,就忘了我們現在立即要準備著妝,開始要聽從
教練指示先在平臺作準備,咻~~的一聲,先在短平臺上練習,試試水溫,接著就要開始一連串緊張刺激的森林探索。




立吉飛越泰山
由擁有多年經驗的專業工程師所設計，提供普吉島最長、最高的飛索，適合全家一同遊玩。森林滑翔是近年在泰國興起的
綠色觀光活動。活動場地在距離普吉市區約 50 分鐘車程的山區，請來專業設計師規劃路線，由泰國專業教練和技術人員共
同帶領遊客進行約兩個多小時的體驗。出發前，每個人都要穿上像攀岩固定繩一樣的裝備，帶好安全帽，接著聽從教練的
說明，方能進行滑翔的第一站。




森林泰山就是你
站上平臺，望著鋼索有點遠的另一端大樹，腳底下不知道是幾公尺深的山谷，手心開始冒汗，待教練扣好身體前方的固定
索，聽著口令，往下一蹲，整個身體就跟著滑了出去。第一次不懂得享受迎面撲來的山間涼風，用速度穿越在山谷間，絕
對不能錯過的快感。




幻多奇夜間樂園
在泰國豐富的文化啟發下，普吉幻多奇遊樂夜城不僅展現泰國嫵媚迷人的風光，而且也引進現代尖端高科技如雷射、電動
塑像、煙火、音樂瀑布及圖像投影等高水準娛樂項目，亦是全普吉島唯一夜間開放的主題樂園。1999 年開幕是普吉島歷來
最大的投資項目，在﹝Safari World﹞使其融入奇異的傳統文化之中，結合而成一個激勵人心的文化遊樂夜城，為遊客提供
典型的泰國文化全貌及最具現代化娛樂享受。




一起來探索幻文化主題樂園
投資超過 20 億珠，可自喻比世界任何地方更富精彩吸引力。主題樂園有三大遊樂設施 ，包括展現泰國各地民俗藝品的嘉
年華村商店街；遊樂園最引以自豪的秀場便是偌大的象王宮殿；若您想要看一場令人嘆為觀止的聲光科技魔幻劇場秀，一
定要來此欣賞夢幻王國精湛的節目內容喔！

歡樂美食不斷電
此外，這兒還包括了可同時容納 4000 人的金娜里皇家雅宴自助餐廳，是一座富麗堂皇的水上宮殿，豪華的美食有口味道地
的泰國料理外，另有日式美食、中國餐點、歐美佳餚等讓您目不暇給。在不眠夜裡，要一探美麗的異國風情，別錯過普吉
幻多奇卓越的主題樂園，在這裡您可盡情的購物.看秀.饗宴美食,保證您一夜 High 到底！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簽證說明】
持中華民國護照者，需辦理觀光簽證(出發前)或落地簽證(出發當日)
※ 觀光簽證費用:台幣 1200 元
1.有效期限六個月以上護照
2.清晰之身份証影本正反面(持大陸護照需影本３份)
3.2 吋六個月內白底近照一張(持大陸護照需影本３份)
※ 落地簽相關須知
P.S 團體為了其它客人權益（等候多時）本行程恕不接受辦理落地簽，如不得已需要落地簽請現場自行支付快速通
關費用（以免耽誤全團集合時間）。
護照正本半年以上效期
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2 吋彩色(新式晶片護照規格 3.2cm-3.6cm)
半年內彩色白底照片 1 張
等值旅費泰銖$10,000.及住宿證明
(效期只有 15 天)
※ 曼谷、普吉、清邁機場皆可辦理。
※ 出生地：越南、高棉(不可落地簽)、寮國者，須個別親自辦理或落地簽。
越南、高棉、寮國者所需資料如下:
#若工作者~需附上:
A.戶籍謄本(六個月內有效)
B.銀行存摺之正影本土(存款五十萬元以上)
C.政府機關所出示之良民證正本
D.來回機票正影本(需確認 OK)
E.基本資料:
1.有效期半年以上之護照正本
2.二個月內拍攝之二吋照片二張
3.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

※ 提醒您：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等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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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務必於報名
時，明白告知您的客服人員。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台北／曼谷／普吉島→慶祖廟→唐人街尋幽訪勝→水果街
今日帶著愉快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有南海珍珠美譽的浪漫渡假勝地
【普吉島】，專車前往帶您遊覽全普吉市區華人香火鼎盛最大廟宇的慶祖廟膜拜。接著返回普吉上的唐人街，不在巴東海
灘邊游人聚集的新興商業街區，而是在古老的普吉城鎮中。走進唐人街，只見牌樓式建築鱗次櫛比，夾道而立。雖沒有曼
谷唐人街的繁華景況，卻也商鋪、民宅密集，多了一份整潔與平靜。一個小院，一座古色古香、修飾一新的石築小洋樓，
座落於科拉比路上。這就是已有 70 多年歷史的普吉泰華園。原來，這裏是島上華文學校的所在地；而今，華文學校遷走
了，靜靜的小院、靜靜的小樓依在，成為了永久保存的紀念物，見證島上華人社會的發展與變化。
【食】早餐：機上精緻套餐午餐：機上精緻套餐晚餐：Daily Hut 泰式精緻套餐
【住】Cape Sienna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 攀牙灣喀斯特群島探索之旅(馬特洞+鐘乳石和蝙蝠洞+房間洞泛舟) →巴東夜市散步去
搭乘豪華遊艇暢遊 【 喀斯特群島 】 這裡的海面遍佈數以百計奇形怪狀石灰小島，怪異奇特，鬼斧神工的美麗足以媲美廣
西桂林山水，故有（小桂林）之稱以及占士邦島參觀，因００７情報員電影曾在此拍攝而成著名景點。鄰近約有一百個人
跡罕至的石灰岩島嶼，四週海面終年平靜。在這裡，時間彷彿靜止不動，氣氛就像「侏羅紀公園」一般，跟較受歡裡的島
嶼如占土邦島（ James Bond Island ） 、釘子島（ Nail Island ） 。我們就像歐美人士般搭乘高級大船並於船上用餐、飲料
無限暢飲。真正享受【 割喉島 】獨木舟泛舟樂趣 。此行程每艘大船都有限載人數，免去人多的嘈雜，輕鬆出行。 抵達
【 盤拿島 】 ，换乘小皮艇，開始红树洞探险之旅 ， 前往探索 【 馬特洞 】 ，探尋鐘乳石和 【 蝙蝠洞 】 。 開始第一次
泛舟，在石洞和山石之间穿梭 ， 奇岩怪石地圍繞在您的周圍，有如九彎十八拐地循序造訪，令您彷如置身於瑤池仙境之
中 。船上午餐後 , 續往 探索 【 房間洞 】 ，我們暢遊在保護完好的红树林區，以及海上喀斯特地貌闻名于世，曾被選為許
多電影的外景地。葱郁的热带树林，散布在海上形態各自的小山和其中曲折幽深的溶洞都值得探索。乘一葉小舟流连其
间，迎面轻鬆的海风，绿色的自然，清新的空氣，都讓人休閒自在。穿越各种初極狭才通人，之後豁然開朗的溶洞，满足
探索的慾望，尋找未知的驚喜。接著返回普吉市區還可逛逛普吉市區最熱鬧的《芭東夜市》。入夜後的巴東海灘街上亮起
閃爍的霓虹燈，想小酌一杯，各色酒吧任君挑選，想買一些伴手禮，夜市裡大街小巷的商家什麼都賣，從貝殼手鍊、海灘
沙龍、各項手工藝品到泳裝、拖鞋、背包等應有盡有。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船上泰式風味自助餐+飲料無限暢飲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Cape Sienna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普吉→安排立吉飛越泰山:森林滑翔探險趣 (7 台)→贈送每人燕窩一碗→免稅店→腰果工廠→普
吉神仙半島+四面佛→ 幻多奇夜間樂園
【森林滑翔探險趣園區】除了有緊張刺激的森林滑翔外,還可以遠眺港邊海景喔~但可不要被美景所吸引,就忘了我們現在立
即要準備著妝,開始要聽從教練指示先在平臺作準備,咻~~的一聲,先在短平臺上練習,試試水溫,接著就要開始一連串緊張刺激
的森林探。您玩累了嗎？我們貼心安排各位每人 1 碗燕窩，讓您細細品嚐！【腰果工廠】腰果是熱帶植物，而且要盡量靠
海邊會長得好，而泰國喀比、攀牙與 PP 島一帶就因為氣候適合，因此腰果樹特多，也長得特別好。這些採收下來的腰果就

大多送到普吉島或曼谷進行加工，也因此造就了泰國的腰果工業，到泰國，一定得要嚐嚐腰果，滋味真的很不錯。這裏有
各種味道的腰果供您免費試吃喔!【免稅店土特產】參觀免稅店土特產，您可自由的參觀選購，可帶回一些小禮物作紀念，
送禮自用皆大方。續隨後前往風景秀麗的【神仙半島】，並享用泰式閒情下午茶,隨後前往沒有水泥叢林阻擋視野，每每進
入傍晚時分，就是觀看落日餘暉美景的最佳地點。同時，有一尊四面佛，供遊客親臨膜拜，祈求平安！傍晚前往【幻多奇
夜間主題樂園】在泰國豐富的文化啟發下，普吉幻多奇遊樂夜城不僅展現泰國嫵媚迷人的風光，而且也引進現代尖端高科
技如雷射、電動塑像、煙火、音樂瀑布及圖像投影等高水準娛樂項目，亦是全普吉島唯一夜間開放的主題樂園。1999 年開
幕是普吉島歷來最大的投資項目，在﹝Safari World﹞使其融入奇異的傳統文化之中，結合而成一個激勵人心的文化遊樂夜
城，為遊客提供典型的泰國文化全貌及最具現代化娛樂享受。投資超過 20 億珠，可自喻比世界任何地方更富精彩吸引力。
主題樂園有三大遊樂設施 ，包括展現泰國各地民俗藝品的嘉年華村商店街；遊樂園最引以自豪的秀場便是偌大的象王宮
殿；若您想要看一場令人嘆為觀止的聲光科技魔幻劇場秀，一定要來此欣賞夢幻王國精湛的節目內容喔！此外，這兒還包
括了可同時容納 4000 人的金娜里皇家雅宴自助餐廳，是一座富麗堂皇的水上宮殿，豪華的美食有口味道地的泰國料理外，
另有日式美食、中國餐點、歐美佳餚等讓您目不暇給。在不眠夜裡，要一探美麗的異國風情，別錯過普吉幻多奇卓越的主
題樂園，在這裡您可盡情的購物.看秀.饗宴美食,保證您一夜 High 到底！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OCEAN BAR 輕食套餐+自助沙拉吧晚餐：金娜麗皇家饗宴自助餐
【住】Thavorn Palm Beach Resort 同級

第 4 天 自由自在~(自由活動)
*精選建議(DAY TOUR)套裝行程
★A.珊瑚島一日遊(快艇來回、香蕉船一次)★
＊費用：每人 NTD1500 泰铢 (JOIN TOUR)
＊費用包含：接送車資、來回船票、島上午餐
＊行程內容：約早上 8:30 專車至各飯店接送至碼頭→於碼頭換取船票並綁上識別帶(或貼上
貼紙)→登船搭乘快艇前往珊瑚島→珊瑚島上有許多水上活動，還可以體驗在
魚群環繞的淺海拿麵包餵魚的新奇→中午在島上享用午餐→餐後自由活
動→約 14:00 登船返回→約 15:30 抵達本島→專車送回飯店
＊備註說明：出發和回程時間以船公司公布為主，專車和導遊接送碼頭-餐廳-飯店，導遊不
跟上島，行程費用不包每人 NTD250 元導遊小費
★B.舒放心靈饗宴 SPA 療程二選一★
＊費用：每人 NTD 1500 泰铢
＊費用包含:90 分鐘 Spa 療程費用
＊行程內容：
時尚熱石能量精油按摩－以精選的精油，搭配芳療師熟練的手技，放鬆全身緊繃的肌肉，再
輔以能夠吸取負面能量的火山石，帶給您煥然一新的感受。
阿育吠陀輪脈精油按摩－依照印度古籍阿育吠陀經流傳下來的祕訣，讓芳療師以雙手按摩，
導引全身上下七處輪脈的氣流通暢，達到體內淨化、放鬆身心的療效。
＊備註說明：16 歲以下青少年和兒童恕不提供 Spa 服務，行程費用不含每人 NTD250 導遊小費。
★C.泰式生活體驗一日遊(泰式料理教學、山頂泰味下午茶)★
＊費用：每人 NTD1500 泰铢/人 (兩人以上成行)
泰式生活體驗在泰傳統★ Banthai Villa 傳統泰式服裝拍照
泰國這麼美麗的國家，當然也有代表自己的服裝「泰服」。泰國傳統服飾顏色鮮艷，且會搭上皮帶以及珠寶配件，旅客可
以變裝泰服體驗一下，同時拍個照留下紀念。
【手作泰厲害】★ 泰菜 DIY 料理教學體驗
精心安排近年廣受全球觀光旅客歡迎的 DIY 泰式烹飪料理教學，老師將示範一個一個步驟，您再跟著作，最後您將享用自
己親手做的泰式菜，並跟老師做的來一番比較。讓每位學員都覺得受益匪淺，而且對於熱愛泰式美食的外國人，親自品嚐
自己精心烹調的泰國菜，大家吃的是津津有味。遊客親自下廚煮出自己的晚餐，不但有趣又有所收穫！的確讓人有不虛此
行的成就感。
＊費用包含：料理教室食材費、下午茶
＊行程內容：專車接送至專業料理教室→用教室準備好的食材，跟著老師的步驟，親手燒製出美味的泰式佳餚→搭車前往
普吉舊城區，參觀華僑移民普吉島的歷史痕跡→逛完舊城區，搭車前普吉島最高的杜卡山頂，欣賞俯瞰普吉島的美景，品
嚐一杯美味的咖啡以及泰式甜點，來一場道地的泰式下午茶體驗→專車送回飯店
＊備註說明：專車和導遊接送，行程費用不含每人 NTD250 導遊小費。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Thavorn Palm Beach Resort 同級

第 5 天 渡假村內享用設施→普吉／曼谷／桃園國際機場
今天您可起個大早，感受南洋悠閒的渡假生活，體驗酒店不一樣的渡假氣氛。享用過飯店早餐後，隨後即專車接往機場，
飛往曼谷，並於機場內自行享用午餐，待搭乘轉機飛機，返回甜蜜溫暖的家，結束五天四夜愉快的行程。結束此次浪漫精
彩的普吉之旅，願您留下美好的回憶，並期待下一次的相逢…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住】SWEET HOME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如因當地天候狀況等特殊情形，行程將會當地做調整處理。
若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本行程以 MINI TOUR 型態進行，台灣不派領隊隨行，安排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於機場內的過海
關、辦理入出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旅客自行處理，本公司於兩地機場均有專人協助旅客辦理登機手續。
MINI TOUR 享有團體機票的優惠，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且不可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不可事先指定坐席或
劃位（航空公司依旅客英文姓名排序），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
若您要延後回國，需另補差價。
因 MINI TOUR 在旅客報名訂位後方能開始訂房作業，行程內所設定的飯店均為標準房型，若因同級飯店均客滿情況時，本
公司會優先需求同級飯店的其它房型，再行通知確認之飯店房型及房差費用，一經旅客確認同意時，則直接下訂金給飯
店，請於報名時提供正確中英文姓名，以便利所有的作業流程。若逢飯店住宿期間逢旺季、展覽期或會議期將視為保證付
費住房，訂房確認後如取消或變更將無法退回保證住房之費用。
如需訂一大床或二床，請務必先告知業務人員。若遇單人報名時，每位需補單人房差，或以加床方式第三人同價，實際房
型/床型情況，以飯店回覆為準。
部份飯店在旅客辦理入住 check in 手續時，會向旅客索取入住押金，您可使用信用卡做過卡的動作，請您放心，飯店並不
會去做請款的動作。也提醒您，出國時可隨身攜帶您的信用卡。若您沒有攜帶信用卡，飯店會先向您收取現金，每家飯店
金額不同，並於退房時退還。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1.本行程班機起降時間為預定，但實際可能略有變更。
2.如因兩國航空協定變更或政治因素或天然不可抗力...等因素而無法飛行時，則費用退回。不另負責任。
3.此行程 4 人以上即可成行，16 人以上派領隊，當地有『導遊&司機』服務，當地合車。
本行程系以《仿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進行，即台灣不派領隊隨行，安排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
務(需付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為每位貴賓每天 NTD200)。於機場內的轉機、過海關、辦理入出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旅客自
行處理，本公司於兩地機場均有專人協助旅客辦理登機手續。
4.小孩 16 歲以下不可 SPA.小孩不佔床不含 SPA 及人妖及幻多奇樂園沒有坐位
※未滿 16 歲之小孩不可做(亦不含)泰式指壓及精油 SPA 按摩。
此為團體旅遊~團去團回不可更改回程,中途不可脫隊
5.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每人需補收非國人優惠價差費用另計。

6.東南亞絕大部份酒店或 VILLA 均不提供牙膏牙刷等私人性必需品，故薦於個人衛生等因素，請您務必打包於個人行李
中，自行攜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