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泰國華欣 6 人成行～空中雲頂酒吧、貢多拉遊船、水上市場 5 日(無購物含小費)

成團人數» 6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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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1HUA80416A

另收費用» 簽證：觀光簽證(實體簽證) (團費內含)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特惠專案» PS:若因客人個人因素導致簽證退件,請自行補 1000 元落地簽費用
特別贈送每房一張 7 天無限上網電話卡.還可以撥打市內 100 泰銖讓您盡量打卡盡量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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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交通工具

編號

出發時間

出發地

抵達時間

目的地

去

CI 中華航空

CI839

2018/04/16
15:05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機
場

2018/04/16
17:45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03:40

回

CI 中華航空

CI840

2018/04/20
19:00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2018/04/20
23:20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機
場

03:20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 :
地中海風情:聖多里尼創意樂園
【聖多里尼創意樂園】以藍與白及希臘聖托里尼島建築為靈感打造、投資超過 5 千萬泰銖，以流行及現代藝術和雕刻裝飾
整個園區，有舞蹈噴泉及人工瀑布，當走在園區的每一角落都忍不住拿起相機拍照。聖托里尼遊樂園結合購物商場及遊樂
區、內擁有各種名牌商店滿足不同年齡層、高檔餐廳享受精緻美食以及放鬆氛圍。遊樂園內有許多刺激好玩的戶外遊樂設
施，包括 40 公尺高的摩天輪、從義大利進口的雙層旋轉木馬、紐西蘭進口的 G-Max 反向高空彈跳和大鞦韆、加拿大進口
的 XD DARK RIDE 7D 互動遊戲、以及亞洲唯一的荷蘭 Wallholla 攀岩。此外，週末假日花園區將變成藝術愛好者以及手工
藝迷們的天堂市集。抵達華欣後，前往飯店辦理入住手續，迎接浪漫的華欣之夜。
【百年復古華欣火車站】華欣最具歷史的景點，百年來不停歇的承載著曾經顯赫的達官貴人或觀光客及當地人，在這裡可
以看到建於拉瑪六世皇，過去王公貴族搭乘火車來到華欣時的皇室專用候車室，泰國傳統建築樣式的紅色屋頂及柱子配上
六角形的玻璃窗，讓人印象深刻。透露著沉靜風霜的古老火車站述說著百年故事，讓人有如時光倒流的感覺。
華欣 Cicada 周末市集(凡團體在華欣期間有遇上週五、六、日，將特別安排去逛一逛) 遊客們在這裡可以找到很有設計感的
不同商品，有手工藝品、各式手作服裝、家庭繽紛飾品、當地特色的紀念品，這裡有全新的設計商品也有賣二手貨。如果
逛的很累會餓或口渴，裡面附設的飲食區有種類非常豐富的當地小吃、泰式甜點、各式西式風味食物。
【Damon Saduak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
安排遊覽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是唯一在泰國政府保存下來的傳統水上市場，就有許多人自近郊划著舢舨到水上市場。
市場內人來人往好不熱鬧，生意人熱絡的招呼消費者，使消費者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
最新大型時尚廣場『ASIATIQUE』星光廣場
★2012 年的 5 月正式開幕囉。為什麼標題要把 Asiatique 形容成”浴火鳳凰”呢？這是因為 Asiatique 可是有歷史的喔！話說

在 1900 年，泰國五世皇為了提升暹羅在國際地位上的水平，所以決定在此興建碼頭，加強本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能力，所
以這個碼頭也象徵著泰國的主權與獨立！然而物換星移，原本的商業輸紐，也有衰落的一天，而附近因此繁華的
Charoenkrung 路也漸漸變成了所謂的舊城區。

曼谷人氣指數最夯之熱點～Asiatique The Riverfront 夜市
2012 年的 5 月正式開幕囉。由舊碼頭重新整理開幕的 ASIATIQUE 是曼谷現在當紅的夜市，經過了精心規畫過後，把原本
的碼頭和舊倉庫樣貌保留了下來，再重新設計包裝，搖身一變為集合吃喝玩樂於一身的觀光夜市，Asiatique 一面緊鄰著昭
披耶河，一面是 Charoenkrung 路，佔地非常廣大，整個園區占地 1.2 萬平方公尺，這裡擁有超過 1,500 家商店，無論是紀
念品、時尚裝飾配件、紡織布料、配件、家飾…等應有盡有。超過 300 公尺長的河岸區，是觀賞夕陽的絕佳好去處。園區
在戶外活動廣場定期舉辦各式主題活動，以吸引更多遊客的到訪；而園區內還特別有台骨董式噹噹車，穿梭於門口至河岸
邊，充滿了復古的氛圍。
【簽證說明】
泰國簽證所需證件如下:
1.六個月以上有效期之護照正本
2.身分證 正、反面影印本一份(14 歲以下小朋友請以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代替)
3.六個月內 2 吋白底大頭照(頭頂至下顎約 3.2 公分至 3.6 公分)
4.申辦人手機及家用電話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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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曼谷 Bangkok～安排曼谷空中雲頂餐廳 SKY BAR 星光燦爛夜景無酒精飲料一杯(有服
裝年齡限制唷)
集合於指定地點後專車前往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抵達佛教王國泰國首都曼谷，一踏上泰國的土地，旅遊的心情也
隨之加溫，整個人也輕鬆起來。入境大廳前的導遊正準備迎接您的到來，巴士蓄勢待發，載我們都會巡禮領略曼谷都市繁
華的風貌。【MAGIC FOOD 】位於曼谷機場一樓，主要提供機場員工、機師和空姐的 24 小時餐廳，價格合理口味道地的
美食街，意外成為旅客必到的美食聖地之一，餐廳內提供泰國傳統美食，例如：海南雞飯、炒麵、涼拌沙拉、燒烤、各類
泰式甜品、新鮮水果、飲品…等，美食街內各式各樣的餐食可滿足各位旅人需求。提供旅客多元化的選擇(若 8 人以上則安
排外面餐廳合菜)。餐後我們安排發現曼谷新魅力？安排登上曼谷知名的 Sky Bar 欣賞星光燦爛夜景+無酒精飲料一杯：登
上曼谷知名的 Sky Bar，每當夜幕低垂，政經名流絡繹穿梭，在微風徐徐的空中，遠眺璀璨曼谷夜色，霓虹燈火宛如雲河，
這樣一頓獨一無二的的感受。
【食】早餐：午餐：機上餐食晚餐：MAGIC FOOD 道地小吃 150 餐卷或迎賓樓合菜 200(8 人一桌)
【住】AVANI 或席隆帝寶 CENTRE POINT 或或曼谷文華帝寶酒店 或 NOVOTEL 20 或 MODE SATHORN 同級

第 2 天 曼谷～華欣～拷汪皇宮(贈送纜車)(每週一休館)～小吳哥舊王朝遺蹟(12 人以上加贈遊園車)～
地中海風情:聖多里尼創意樂園&美食精品(不含遊樂設施)～泰國傳統古式按摩 2 小時
早上我們前往前往歷代泰國皇室渡假之勝地【華欣】全長 70 多公里的海岸線，依舊維持著原始風貌。途中帶您參觀山中之
城★【拷汪宮】拉瑪四世王的行宮，抵達後搭乘纜車登山，俯視這充滿靈氣純白高雅之建築。四世王是泰國的天文、科學
之父，他在碧武裡建立此夏宮，把歐式、中式及泰式的建築特色融為一體，更加顯現出東方民族的文化精髓。【拷汪皇
宮】(每週一休館)拷汪宮這座夏宮的主人，就是老電影《國王與我》裡的尤勃連納，或《安娜與國王》裡的周潤發所飾演的
國王-拉瑪四世。拷汪宮有「山中之城」之稱，拉瑪四世非常鍾愛此地的靈秀氣息，因此將行宮建於山頂上。入宮殿前得先

搭乘【纜車】上山，白淨高雅的宮殿就在山頂，周邊盡是翠綠的山林，雞蛋花圍繞的庭院小徑旁，猴子成群跳上跳下地玩
耍。往前走向觀景廣場，穿過羅馬式圓頂迴廊，可看到華欣及七岩地區的明媚風光，對面山丘群樹綠意間，有座金色的佛
寺與夏宮對望。
【小吳哥舊王朝遺蹟】去探訪神祕的有泰國吳哥窟之稱的舊王朝遺跡。古代高棉建築藝術，建於 12.13 世紀。800 多年歷
史，從先後出土砂石造的佛陀，是倖免於緬甸軍的佛塔。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城王朝遺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泰國
已列入國家一級古蹟與保護區。
【聖多里尼創意樂園】以藍與白及希臘聖托里尼島建築為靈感打造、投資超過 5 千萬泰銖，以流行及現代藝術和雕刻裝飾
整個園區，有舞蹈噴泉及人工瀑布，當走在園區的每一角落都忍不住拿起相機拍照。聖托里尼遊樂園結合購物商場及遊樂
區、內擁有各種名牌商店滿足不同年齡層、高檔餐廳享受精緻美食以及放鬆氛圍。遊樂園內有許多刺激好玩的戶外遊樂設
施，包括 40 公尺高的摩天輪、從義大利進口的雙層旋轉木馬、紐西蘭進口的 G-Max 反向高空彈跳和大鞦韆、加拿大進口
的 XD DARK RIDE 7D 互動遊戲、以及亞洲唯一的荷蘭 Wallholla 攀岩。此外，週末假日花園區將變成藝術愛好者以及手工
藝迷們的天堂市集。抵達華欣後，前往飯店辦理入住手續，迎接浪漫的華欣之夜。
泰國傳統古式按摩 2 小時，泰國古式按摩與中醫的推拿相近，經常按摩穴位也會舒筋活絡，特別安排兩小時的療程使你強
身健體而且神清氣爽。
註：16 歲以下貴賓，以免影響骨骼發育，恕不包含按摩。孕婦也不建議體驗此項按摩活動。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泰式合菜 350 晚餐：活跳跳海鮮餐 400 或酒店內用餐
【住】華欣 AVANI HUA HIN 或華欣 HOLIDAY INN 或 華欣 G HUA HIN RESORT&MALL 或華欣泛太平洋 GRAND
PACIFIC SOVEREIGN 或華欣 NOVOTEL HUA HIN CHA AM BEACH RESORT&SPA 諾富特酒店或 METHAVALAI CHA
AM

第 3 天 六世皇愛與希望之宮～百年復古火車站～大象村趣味騎象～華欣歐風庭院下午茶(每人一塊蛋
糕+咖啡或茶)～華欣夜市(如遇週五六日改走 CICADA 創意市集)
暹邏灣美景是令人陶醉的；享用豐盛的早餐後
【百年復古華欣火車站】華欣最具歷史的景點，百年來不停歇的承載著曾經顯赫的達官貴人或觀光客及當地人，在這裡可
以看到建於拉瑪六世皇，過去王公貴族搭乘火車來到華欣時的皇室專用候車室，泰國傳統建築樣式的紅色屋頂及柱子配上
六角形的玻璃窗，讓人印象深刻。透露著沉靜風霜的古老火車站述說著百年故事，讓人有如時光倒流的感覺。
【愛與希望之宮】愛與希望之宮建於泰皇拉瑪六世(Rama Ⅵ，1910~1925) 時期，是一座以 1,080 支柚木支撐而起的 16 棟
木製高腳宮殿，這些房舍是由長廊連接在一起，從陸上延伸至海濱。泰國皇室喜愛用柚木當作建材，愛與希望之宮也是一
座柚木建造而成的宮殿。2 樓同時展示了拉瑪六世的收藏品及泰國皇族房間的裝潢陳設等。這座宮殿有個相當詩情畫意的名
字，了解它背後的典故，更令人感到溫暖無比。泰皇拉瑪六世希望一直生女兒的愛妃，能為兩人添個小王子，於是建立這
座宮殿，並命名為「愛與希望」，這個舉動充份展現了這個泰國帝王的無比深情，雖然最終未能如願，但是這座宮殿已成
為兩人愛的見證，更成為後人追憶的浪漫景點。這座皇宮座落於華欣附近的海灘，擁有得天獨厚的海岸風情，拉瑪六世與
王妃時常趁著炎炎夏日來此度假，享受浪漫的南國風光。而如今此處已成為華欣相當熱門的景點，浪漫尊貴的風情絕對能
令遊客流連忘返。
WILAIUAN 這是在華欣非常出名的甜點店，許多本地泰國人也非常喜歡來此享用。在此店裡有特殊的手做歐式蛋糕,口味有
外面看不到的泰式奶茶蛋糕吃起來香而不膩，喜歡椰子的還有椰子慕思手做蛋糕，若不喜歡這些較當地口味的，也有一般
大眾化的起士蛋糕或巧克力蛋糕，保證味壘大開讓您耳目一新。
特別加映：華欣 Cicada 周末市集(凡團體在華欣期間有遇上週五、六、日，將特別安排去逛一逛) 遊客們在這裡可以找到很
有設計感的不同商品，有手工藝品、各式手作服裝、家庭繽紛飾品、當地特色的紀念品，這裡有全新的設計商品也有賣二
手貨。如果逛的很累會餓或口渴，裡面附設的飲食區有種類非常豐富的當地小吃、泰式甜點、各式西式風味食物。
營業時間：周五、周六下午 04:00 至 11:00 ；周日下午 04:00 至 10:00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好吃泰式海鮮風味餐 400 晚餐：逛街方便請自理
【住】華欣 AVANI HUA HIN 或華欣 HOLIDAY INN 或 華欣 G HUA HIN RESORT&MALL 或華欣泛太平洋 GRAND
PACIFIC SOVEREIGN 或華欣 NOVOTEL HUA HIN CHA AM BEACH RESORT&SPA 諾富特酒店或 METHAVALAI CHA
AM

第 4 天 華欣～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贈送遊船)～曼谷～最新大型時尚廣場『ASIATIQUE』河畔星

光廣場
今天就依依不捨的跟華欣說聲再見；【Damon Saduak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一早就有許多人自近郊划著舢舨到水上
市場。市場內人來人往好不熱鬧，生意人熱絡的招呼消費者，使消費者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戴著寬邊斗笠的婦女們，划
著滿載南方特有水果和蔬菜的小舟，悠游在運河上兜售，沿河的土產店，櫛次鱗比，出售各色精美的名產，如最受遊客喜
愛的象牙雕刻品以及絲織品，遊客可以乘坐馬達小艇來此慢慢的精挑細選一番，享受一下南國特有的熱絡真是令人收穫良
多呢!這是唯一在泰國政府保存下來的傳統水上市場。
晚餐後特別安排於★2012 年的 5 月正式開幕囉。為什麼標題要把 Asiatique 形容成”浴火鳳凰”呢？這是因為 Asiatique 可是
有歷史的喔！話說在 1900 年，泰國五世皇為了提升暹羅在國際地位上的水平，所以決定在此興建碼頭，加強本國與其他國
家的貿易能力，所以這個碼頭也象徵著泰國的主權與獨立！然而物換星移，原本的商業輸紐，也有衰落的一天，而附近因
此繁華的 Charoenkrung 路也漸漸變成了所謂的舊城區。可是，經過了精心規畫的 Asiatique，把原本的碼頭和舊倉庫樣貌
保留了下來，再重新設計包裝，搖身一變為集合吃喝玩樂於一身的觀光夜市，不但把原本的碼頭賦予了新的生命，吸引了
人潮，也讓這個老城區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像浴火重生的鳳凰般能再次翱翔天際！這也是一個很成功的都市更新案例！
Asiatique 一面緊鄰著昭披耶河，一面是 Charoenkrung 路，佔地非常廣大，裡面一共分為 10 個區（倉庫 warehouse1、
2...）。面臨 Charoenkrung 路這邊是 1-4 區，中間為 5、6 區，面臨碼頭的是 7-10 區，旁邊則是廣大的停車場。1-5 區最外
圍多是泰國連鎖知名餐廳，像是 MK、KFC、以及和走跳旅遊合作的 Nikuya 大頭蝦吃到飽等，裡面則規畫成一間間的小店
鋪，賣的東西總類繁多，有大家最愛的曼谷包 NARAYA、衣服、鞋子、包包、民俗藝品、零食舖、個性商店等…..。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紅將軍泰式海鮮料理或湄公海鮮料理晚餐：為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住】AVANI 或席隆帝寶 CENTRE POINT 或或曼谷文華帝寶酒店 或 NOVOTEL 20 或 MODE SATHORN 同級

第 5 天 曼谷～四面佛+世貿中心百貨公司～機場／高雄
早餐後，曼谷四面佛又翻譯為四面神，原名是「大梵天王」，為印度婆羅門教創造天地之神，法力無邊，有四面、八臂，
分別拿令旗、佛經、法螺、明輪、令牌、水壺、念珠、打手印，各代表法力、智慧 、賜福、降魔、權力、有求必應、輪
迴、庇祐的意義，第一個面是求生意、第二面求愛情、第三面求錢財、第四面求平安，依據泰國當地人的說法，泰國曼谷
四面佛怎麼拜?要以順時針的方向由第一面進行參拜，而且把要許的願望對每一面都說一次，所以每一面的神明聽到的是一
模一樣的願望，而且在許願的當下就要把還願的方式稟告神明，聽說還願的方法越稀少，願望越容易實現！而拜拜用品通
常須包含 12 炷香、1 根蠟燭和花，這些拜拜的用品一般約需泰铢二十元就可以買到，除此之外參拜四面佛是完全免費的！
許多信眾答謝神明的傳統習俗，是出錢請舞者跳一齣泰國祭神舞讓神明欣賞，因此在泰國曼谷四面佛佛壇有專業的答謝祭
神舞團接受民眾的聘請表演，這是有別於台灣廟宇的特殊之處。四面佛佛壇附近另外有兩位神尊，分別是象神和愛神，祂
們也極受泰國當地信眾尊崇，來參拜四面佛時也可以順道參拜象神和愛神，祈求自身的事業和愛情更加順利。至於這位這
麼靈驗的四面佛在哪呢？祂就位在曼谷市中心君悅大飯店旁。只要看到人群聚集、周圍環繞各色鮮花的區塊，就是泰國旅
遊中最為經典的泰國四面佛廟壇囉！。
隨後續前往東南亞最大最具時尚領導風格的商場【Central World 百貨廣場】，想逛街的您可千萬別錯過， 尤其是這裡有曼
谷包旗艦店，更是讓您愛不釋手。若累了不想逛的不妨在商場找個咖啡秀，窩在裡邊喝茶、 聊聊天、是蠻不錯的選擇，除
FLYEND、NORIKO、RIKO 等當地知名品牌外，許多國際頂級名牌如 D&G、GUCCI、PRADA 等都可以在這買到，連某
些日本、韓國的時裝品牌亦有。
隨後整理行囊前往機場，為這美妙的泰國之旅畫下個美妙句點。爾後專車前往曼谷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離境手續，鑄下
最深刻的美好回憶,揮別微笑之邦「泰國」，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回高雄溫暖的家，結束此一難忘的南國之旅。
【行程會因班機、食宿安排、天候、交通．．等因素而更動次序，本公司保有調整之權利】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HOLIDAY INN 自助餐 350 晚餐：機上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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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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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訊息】2018 年二月一號起 在泰國海灘抽菸將重罰
泰國包括芭達雅、普吉島等二十四個主要知名旅遊海灘景點，從今天二月一號開始，嚴格實施「禁菸令」，旅客不能抽
煙。如果被抓到的話，可能會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或是可以罰十萬台幣
此行程無購物含小費.六人即可成行
＊華欣為皇室渡假勝地，有時會遇到皇室成員渡假而有些景點未能盡善，盡請見諒。
＊華欣屬於泰國較高消費地方,所以依人數給與菜量,但一定份量足夠給各位貴賓。
＊此行程報價不適用外籍人士。僅適於持台灣護照，若持外國護照或脫隊者或團體中如有跑單幫客，需另外報價。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五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6 人以上(含)不派領隊。
＊全程無購物。
＊16 歲以下皆不含 SPA 及指壓(因身體骨骼成長未健全，不宜 SPA 療程及指壓)
＊提醒您：泰國大多數酒店房內，均無提供吹風機的設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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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務必打包於人行李中，自行攜帶。（泰國電壓 220V，請自帶轉換器）
＊行程內容，食、衣、住、行為參考請以當地時間以及氣候為主，本公司亦保留前後上之調整，但絕不減少，敬請諒解。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請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遊覽車輛統一由國外派車，所以不保證為新車或一車到底不換車(現在為泰國旅遊特旺季,所以旅遊途中會有調度車量問
題,不便之處請見諒)
＊由於是旅遊旺季，所以旅遊途中常有，有時會延誤後面行程，請見諒。
＊現於旅遊旺季，景點、餐廳較多遊客，由於每個國家個人衛生習慣不同，請見諒。
＊本行程老人、學生、宗教參拜團皆不適用，請洽本公司客服專員。
＊.若住五星酒店，領隊落單，需和導遊需外宿，造成不便，請見諒。
＊行程所示之飯店、景點、餐食等所提供之圖片僅供參考。
＊若您未報名或報名超過 24 小時且未繳付訂金，本公司保留因匯率、燃油附加費、更改活動辦法等因素造成之調整售價的
權利且恕不另行公告，敬請見諒。
＊ 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清艙、企業同盟、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特惠活動，因此並不保證
同團旅客售價皆相同一致，一切以您報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因風俗民情不同，各國的素食者食材及習慣皆不同。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皆以蔬
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或遊樂園區內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生菜、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敬告素
食客人如前往東南亞地區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特別說明：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
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
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