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樂活普吉.巴地哇激流┼叢林騎象泛舟 SPA5 日《含稅金 贈小費》

成團人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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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TPK5804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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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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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海趣走生態 樂遨遊】--《 以多種角度，帶您體驗都市外最原始的野趣生活 》
★珊瑚島（香蕉船）+亮麗桃花島快艇來回
★泰國最佳行程獎--人鳥獎--巴地哇國家公園
《激流泛舟、叢林涉水騎大象、大象表演、猴子表演、魚吻足 Dr. Fish 醫生魚》
巴地哇瀑布戲水，感受大自然 SPA 的洗禮!爾後前往休息區索取戰袍—救生衣，頭盔—安全帽前往上游準備展開叢林激流泛
舟探險!絕對讓你回味無窮!玩了還想再玩!(我們有合格的救生員於船上幫你控制船的安全與穩定性)!各位勇士們征服大自然
後，再騎乘大象翻山越嶺涉溪水悠遊於叢林之中!欣賞猴子可愛逗趣的表演。安排把腳泡在有 Dr. Fish（醫生魚）的池子
中，讓牠們輕輕的為您除去老廢角質，感受新鮮無比的體驗！
★【泰舒壓 好放鬆】特別安排 Spa 舒活館
★泰國精緻藝術表演『SiamNiramit 天使劇院』之旅：視覺感動+美味的享受
SIAM NIRAMIT 天使劇院泰式雷射聲光舞蹈 SHOW＋泰式料理自助餐；此劇苑是普吉島市區內的景點，天使魔幻劇苑，是
目前泰國境內最宏偉規模大型的劇苑，共有一千七百四十個座位，在長達五十二米國際級輝煌龐大舞台有各式各樣的令人
嘆為觀止的表演。

巴地哇國家公園
巴地哇瀑布戲水，感受大自然 SPA 的洗禮!爾後前往休息區索取戰袍—救生衣，頭盔—安全帽前往上游準備展開叢林激流泛

舟探險!

泰國最佳行程獎
絕對讓你回味無窮!玩了還想再玩!(我們有合格的救生員於船上幫你控制船的安全與穩定性)!

兇猛的野獸
大象!騎乘牠翻山越嶺涉溪水悠遊於叢林之中!可讓你深刻感受大自然的洗禮!

愛搞笑的猴子
接著欣賞猴子可愛逗趣的表演。

「醫生魚 SPA」
在亞洲大受歡迎的「醫生魚去角質腳底 SPA」，把腳泡在有 Dr. Fish（醫生魚）的池子中，讓牠們輕輕的為您除去老廢角
質，都是新鮮無比的體驗！




珊瑚島
珊瑚島位於泰國普吉島南部外海上，島上因擁有豐富的珊瑚生態而得名，除了擁有海洋生態景觀之外，島上餐廳、飯店及
各種水上活動一應俱全，是泰國普吉島最熱門的旅遊景點之一。海風輕拂，繼續您的白沙、海水、陽光之約。




偷懶的午後
搭乘快艇飛馳於碧海藍天，前往珊瑚島，海風徐徐，煩惱頓時煙消雲散，在這迷人的島嶼上為您安排水上活動，香蕉船(每
人限一次)、另可自費參加托曳傘或水上摩托車等等，活動刺激好玩好動的您亦可參加、新奇又有趣的海底漫步，體驗頭戴
太空氧氣罩觀賞海底美麗珊瑚礁，並可拿麵包餵食那五彩繽紛的熱帶魚！

皇家 THE ROYAL SPA 精油
泰式的殷勤款待及濃厚的文化氣息，搭配專業泰式按摩以達到全身放鬆，搭配精煉焠取的芳香精油，經專業的療程使全身
各部份能充份促進血液循環，完善的泰式藥草蒸氣浴，經過完善療程讓自己神清氣爽，男人更帥氣女人更美麗，然後精心
安排的～ 享受精油按摩（60 分鐘），清除您體內毒素，並舒筋活骨，增強您的免疫力.由技術指導按摩手技配合呼吸.節奏.
配合精油.按摩全身，用天然的香花精油輕揉，在通體舒暢的感受中您會分不出那一段肌肉正在按摩到享受到身體全身同時
放鬆的快感。

天使劇院雷射聲光舞蹈秀
運用雷射幻光、磅礡音樂、華麗場景、情境道具，與簡單易懂又幽默有趣的情節，將原本內容嚴肅的歷史劇變身為泰國百
老匯形式的奇幻舞台劇！

Siam Niramit 天使劇院雷射聲光舞蹈秀
帶您穿越一趟驚心動魄的王朝歷史，全劇分為三大主題，分別述說泰國歷史、泰國信仰與泰國傳統節慶。運用雷射幻光、
磅礡音樂、華麗場景、情境道具，與簡單易懂又幽默有趣的情節，將原本內容嚴肅的歷史劇變身為泰國百老匯形式的奇幻

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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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慶祖廟－唐人街尋幽訪勝－神仙半島冰咖啡－中央百貨
泰國南部渡假勝地－普吉島，位於印度洋及安達曼海之間的普吉島，被國家地理雜誌喻為上帝遺落的南海珍珠，長久以來
是歐美人最愛的渡假天堂，潔白的沙灘、藍天、碧海、叢林及主題樂園讓您處處充滿歡樂驚喜。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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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帶你到有名的神仙半島去喝道地的冰咖啡，並可一邊欣賞島上的
美景。晚上特別安排前往『湄南泰式料理餐廳』，是普吉島正宗泰國料理餐廳，在享用一頓豐盛泰式料理後，我們將為您
準備放天燈來祈福，讓您寫下自己的心願，為自己及家人祈福。晚餐後稍作休息，爾後順便可逛ㄧ下中央百貨廣場，內有
ADIDAS、NIKE．．等各大品牌可供您選購，您可自由逛街，購買您喜愛的物品。
【食】早餐：機上精緻套餐午餐：機上簡餐晚餐：湄南情緣泰式料理餐廳+放天燈祈福
【住】The WIDE Suites 或 Dara Boutique Hotel & Residence 或同級

第 2 天 攀芽府－國家野生動物保育區：泰國最佳行程獎--人鳥獎--巴地哇國家公園、激流泛舟、叢林
涉水騎大象、大象表演、猴子表演、魚吻足（Dr. Fish 醫生魚）－神仙臥佛洞+蝙蝠洞+鐘乳石奇觀－
腰果品嚐
早上享用豐盛自助早餐後，續往攀芽府『巴地哇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其外襯著蔚藍的天空及清翠的山林背景，讓人彷
若進入了另一個探險世界。沿途您可看到泰南特有的原野風光，如橡膠園、竹林、紅毛丹樹、等等地質美麗，感覺再一次
的驚喜真好。隨後此處主人熱情邀請您前往豪華泰式屋參觀並稍作休息，準備展開探險之旅。保證讓你前所未有的感受並
大呼過癮，嘆造物者之神奇。感受大自然 SPA 的洗禮!爾後前往休息區索取戰袍--救生衣，頭盔—安全帽前往上游準備展開
叢林激流泛舟探險!絕對讓你回味無窮!玩了還想在玩!(我們有合格的救生員於船上幫你控制船的安全與穩定性)!各位勇士們征
服大自然後，返回我們的秘密基地享用豐富的午餐我們特地安排泰式風味餐任您享用。之後小憩片刻!準備征服最.最.最.
最…【兇猛的野獸】－大象!騎乘牠翻山越嶺涉溪水悠遊於叢林之中!可讓你深刻感受大自然的洗禮! 接著欣賞猴子可愛逗趣
的表演。爾後再把腳泡在有 Dr. Fish（醫生魚）的池子中，讓牠們輕輕的為您除去老廢角質，都是新鮮無比的體驗！再前往
參觀泰國南部最大的洞內『臥佛像』及『蝙蝠洞』，美麗的『鐘乳石奇觀』也可買些水果餵食『山林野猴』。隨後前往普
吉最著名腰果土產工廠，又便宜、又好吃的腰果土產，是您贈送親友的最佳禮物。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觀景樓泰式自助餐晚餐：阿金傣自助餐
【住】The WIDE Suites 或 Dara Boutique Hotel & Residence 或同級

第 3 天 珊瑚島（香蕉船）－亮麗桃花島－招待燕窩每人一碗－人蛇大戰－芭東時代廣場－芭東夜市－
女神人妖秀
太陽悄悄的喚醒美夢當中的你，慵懶的你和著清新舒暢的空氣，宣告美麗的一天即將來臨。早餐後搭乘快艇飛馳於碧海藍
天，前往珊瑚島，海風徐徐，煩惱頓時煙消雲散，在這迷人的島嶼上為您安排水上活動，香蕉船(每人限一次)、另可自費參
加托曳傘或水上摩托車等等，活動刺激好玩好動的您亦可參加、新奇又有趣的海底漫步，體驗頭戴太空氧氣罩觀賞海底美
麗珊瑚礁，並可拿麵包餵食那五彩繽紛的熱帶魚！餐後快艇將來一趟難忘的旅程，前往普吉島外島中設備最完善的亮麗桃
花島，享受偷懶的午後，海風輕拂，繼續您的白沙、海水、陽光之約。返回普吉驅車前往毒蛇研究中心，我們觀看人蛇大
戰及介紹毒蛇的功用與野外遇蛇急救方式，不管您喜歡與否；多學一點東西總是多一份可靠。『芭東新時代購物廣場』，
並可於廣場外欣賞《幻影水舞秀》表演，普吉島唯一舉世聞名、燈光、音效及排場俱佳的幻影秀表演，保證讓您驚豔及血
拼 High 到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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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欣賞世界獨一無二的賽門劇場人妖秀歌舞表演，並安排貴賓席讓您大開眼界！看看那些比女人
還要女人的人妖們，風情萬種令人難忘的表演！ ※桃花島如遇風浪大或船家更動船程，則不前往。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珊瑚島上海鮮餐晚餐：泰式火鍋自助餐
【住】Phuket Sea Res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早上渡假酒店內自由活動－珍寶苑－免稅店－皇家 THE ROYAL SPA 精油『60 分鐘』+養生
茶～Siam Niramit 天使劇院雷射聲光舞蹈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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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悠閒的在飯店中享受各種設施，也可
賴在美麗的池畔邊的躺椅上，看看書、聽聽 mp3、游游泳、做做日光浴，當個古銅美人兒。爾後專程安排參觀世界最大的
金氏紀錄珍寶苑珠寶展示中心，內有泰國著名的精品特產『政府 ISO9002 品質鑑定保証』：紅、藍寶石、珍珠、泰絲等讓
您自由選購，苑內的交誼廳隨時提供各式免費的果汁、啤酒、咖啡任您暢飲。績前往參觀免稅商店，可帶回一些小禮物作
紀念。今天的午餐特地安排在原普吉御膳坊台灣主廚新開的晶發海鮮餐廳用中式海鮮料理!午餐後稍作休息，隨後前往貼心
安排南洋芳香潘迪娜美療專業中心，此時獻上茅香茶讓您進入 SPA 之旅，泰式的殷勤款待及濃厚的文化氣息，搭配專業泰
式按摩以達到全身放鬆，搭配精煉焠取的芳香精油，經專業的療程使全身各部份能充份促進血液循環，完善的泰式藥草蒸

氣浴，經過完善療程讓自己神清氣爽，男人更帥氣女人更美麗，然後精心安排的～ 享受精油按摩（60 分鐘），清除您體內
毒素，並舒筋活骨，增強您的免疫力.由技術指導按摩手技配合呼吸.節奏.配合精油.按摩全身，用天然的香花精油輕揉，在
通體舒暢的感受中您會分不出那一段肌肉正在按摩到享受到身體全身同時放鬆的快感。療程結束後，全身淋浴，再來一杯
熱熱的花草茶，結束這奇妙的旅程。讓您感受優閒的美麗人生『未滿 16 歲不能做 SPA』。晚上前往欣賞【Siam Niramit 天
使劇院雷射聲光舞蹈秀】帶您穿越一趟驚心動魄的王朝歷史，全劇分為三大主題，分別述說泰國歷史、泰國信仰與泰國傳
統節慶。運用雷射幻光、磅礡音樂、華麗場景、情境道具，與簡單易懂又幽默有趣的情節，將原本內容嚴肅的歷史劇變身
為泰國百老匯形式的奇幻舞台劇！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I PAVILLION 自助餐晚餐：傳統泰式風味自助餐
【住】Phuket Sea Res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渡假酒店內自由活動－普吉島－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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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悠閒的在飯店中享受各種設施，也可
賴在美麗的池畔邊的躺椅上，看看書、聽聽 mp3、游游泳、做做日光浴，當個古銅美人兒。隨後即專車接往機場，返回甜
蜜溫暖的家，結束五天四夜愉快的行程。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機上簡餐晚餐：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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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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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