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泰驚豔～帝王蟹海鮮吃到飽、翡翠灣水陸活動、冰上世界、夢幻世界五日

成團人數» 12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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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收費用» 簽證：泰國簽證(實體簽證) $ 1,300 (團費外加)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團型代碼： TH1HUV80417A

特惠專案» 此為購物團,若您同行者為親子旅遊的話,建議選擇其他無購物團體或華欣團體,能讓您旅途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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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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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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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時間

出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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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去

CI 中華航空

CI839

2018/04/17
15:05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機
場

2018/04/17
17:45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03:40

回

CI 中華航空

CI840

2018/04/21
19:00

曼谷(BKK)曼谷蘇汪納蓬
國際機場

2018/04/21
23:20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機
場

03:20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私房氣派帝王蟹煲肥餐
WOW~相信你的眼睛,這麼大隻的帝王蟹腳就在你眼前,任你食用,大口彈牙的蟹肉配上主廚特製的海鮮醬~~OMG~~~醬汁帶
出蟹肉的鮮甜,一口咬下非常的飽嘴!但這只是讓你驚喜的前菜~這邊還有豪邁大生蠔,鮮甜大蝦,泰國蝦,大顆甜鳳螺讓你可以
吃的不要不要喔!!這邊當然還有其他國際等級的自助餐可以供你選擇喔~也有主廚秘製的椰子甜點也都不容錯過喔!!
特色獨家超級行程
★冰雕奇緣
這是 2016 年芭達雅全新雅開幕的冰上世界，這可以算是全亞洲最大的冰雕展，斥 2.5 億銖巨資建成，佔地面積為 19 萊。
一進入裡面就可看到的雪白世界，想不到在身處南國的芭達雅也能看到雪白美景呢!!
★神奇顛倒屋
這棟顛倒的房子就佇立在大馬路邊，每個經過的人都忍不住想一探究竟，看葫蘆裏頭到底賣甚麼藥呢！一走入這個顛倒的
房子裏頭，果然所有東西都是顛倒呢，拍起來的照片顛倒的看就都像倒立一樣！非常的有趣呢！！顛倒世界裏頭還有小叢
林迷宮，要走出迷宮才到出口喔！！還有挑戰性的在後頭，只要花 20 銖挑戰騎腳踏車一圈，成功就可以得到一千泰銖
喔！！是不是迫不期待想來挑戰看看呢～～
★七珍佛山
高 170 公尺、是為了慶祝九世皇登基，而將整座山削去一半，雕刻出一尊用金粉鑲邊的釋迦摩尼佛像，也是當地 人士公認
風水區最好的地方
●【泰式指壓按摩】：對於全身肌肉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現代人來說，力道重又切中穴位的泰式按摩，能讓您全身放鬆，抒
解壓力。
●★【翡翠灣私人海灘俱樂部海、陸 14 項全體驗及貼心服務】：海灣長約 1.5 公里的海岸上，這裡是老外最愛的渡假勝地
之一～
1.水上摩托車 2.香蕉船 3.水上衝浪板 4.獨木舟 5.橡皮艇 6.划浪板 7.漂浮床 8.可樂圈 9.沙灘排球 10.沙灘足球 11.沙灘飛盤
12.休閒棋奕 13.休閒麻將 14.沙灘躺椅 15.當季新鮮水果(兩人乙份)16.每人乙顆清涼椰子
●【愛樂威四面佛】：全東南亞最負盛名，可虔誠禮敬，也是港台明星們的最愛。

●【Colosseum 歌舞人妖秀】貴賓坐位高達 1200 以上，以羅馬競技場式表演，更安排距離欣賞表演，傳神的表演媲美國際
秀場，美艷的人妖秀色可餐，令您無法分辯出其真假呢！
■ 實在泰好拍～3D 夢幻立體美術館『ART IN PARADISE』
這個聲稱為全世界最大的 Trick Art Museum。此乃藝術美術館，可能你會覺得很悶沒有什麼意思，不過你看過之後就會刮
目相看，裡面展出的多數為 3D 效果的作品，一幅幅畫在牆上，不用戴眼鏡也可以體驗到立體感，這些立體感你還可以觸摸
到。例如話內的大象將象鼻伸出來，你可以捉住象鼻來影相。替蒙娜麗沙畫眉、走在獨木橋上；整個館的照片達到 80 幅之
多，包括有海洋地帶、動物園地帶、經典畫作地帶、Ayutthaya 地帶、埃及地帶、泰國地帶、超現實地帶和恐龍地帶。
◎精心挑選餐廳、餐食升級。
曼谷酒店
S Ratchada Leisure Hotel http://sratchadahotel.com/
酒店坐落於曼谷，設有 1 個室外游泳池，提供往返 MRT Rama 9 地鐵及 Central Plaza Rama 9 百貨公司的免費班車服務，
配有免費無線網絡連接。客房內設有平面電視、空調、休息區、冰箱和電熱水壺。私人浴室設有淋浴間、浴缸、吹風機和
免費洗浴用品。酒店內部設有 1 間供應國際佳餚的餐廳。其他設施包括旅遊諮詢台、足部按摩和洗衣服務。酒店於附近設
有免費停車場。酒店距離 Khao San Road 路有 8.8 公里，距離曼谷大皇宮（Grand Palace）有 9.6 公里。素萬那普機場
（Suvarnabhumi International Airport）距離酒店有 20 公里。
曼谷愛灣飯店 A-One Bangkok Hotel http://www.a-onehotel.com/bangkok/
位於曼谷的絕佳娛樂夜生活，購物中心，餐飲美食地段，曼谷愛灣酒店提供最好的環境，讓您遠離塵囂。離市中心僅有 1
km，遊客可以盡情領略市區內的迷人風景。由於靠近曼谷醫院，匹亞維特醫院，通洛 J 大道等景點，遊客非常喜歡入住這
間酒店。在這家舒適的曼谷酒店中享受尊貴的服務與設施。酒店的特色服務，包括池畔吧、酒吧、停車場、商務中心，禮
賓接待服務。酒店客房經過精心設計，以舒適、方便為最高標準，部分客房配備休憩區、浴缸、吹風機、免費瓶裝水，電
視。酒店的娛樂設施相當齊全，包括蒸浴室、按摩、游泳池(兒童)、室外游泳池、花園。入住曼谷愛灣酒店是來曼谷旅遊的
明智選擇之一，酒店氣氛閒適，遠離喧囂，非常適合放鬆身心。
Praso @ Ratchada 12 帕拉索@羅查達 12 酒店 http://www.prasoratchada12.com/
酒店坐落在曼谷（Bangkok）市中心的北部，設有屋頂游泳池和免費 WiFi，距離匯權車站（Huai Khwang MRT Station）
有 500 米步行路程。酒店客房共 136 間別緻客房，舒適的布置讓人有如家般的體驗。現代化的貼心設施，如室內拖鞋、平
面電視、沙發、鏡子、WiFi，配有空調、平板有線電視和沙發休息區，提供保險箱、冰箱和沏茶/咖啡設施。私人浴室配有
免費洗浴用品和淋浴。在特定的房型中提供，旅客可需求選擇最合適的房型。在飯店內可找到健身房、室外游泳池等多種
精彩的娛樂設施。距離 Central Plaza Grand Rama 9 購物廣場 2.2 公里，距離阿諾瑪機場鐵路站（Makkasan Airport Rail
Link Station）有 5 公里車程，距離索萬那普國際機場（Suvarnabhumi International Airport）有 27 公里車程。 匯權縣是服
裝購物、街頭小吃、觀光的絕佳選擇。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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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如客人因個人原因導致泰簽退件,則需自行補足 1000 泰銖辦理落地簽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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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達雅→漫遊夜市(芭達雅步行夜市 WALKING STREET)→泰國正宗古式按摩 2
小時 CI839 1505/1745(以實際起飛時間為主)

美麗的日子！您將是今日的主角，我們親切的機場服務人員將各位貴賓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團體公司櫃台，為您辦理登機
手續後，交由我們為您指派的帥哥美女領隊，簡單的為您做完行前說明之後，旋即帶領各位貴賓前往候機室，搭乘豪華噴
射客機飛往有佛之國度之稱的泰國首都～曼谷，抵達之後辦理入境手續，領完行李魚貫出關之後，傻的可愛的隨車小弟早
已笑容可掬的在等您呢！續依序登上豪華巴士，由於東南亞的天候酷熱，礦泉水是您隨身必備的喔！ 接下來就驅車前往東
方夏威夷－芭達雅。
【WALKING STREE】昔日是海軍俱樂部的所在地，泰國多元夜生活的街道，處處可見新穎表演，街頭藝人、櫥窗女郎、
不斷更新變換各式各樣 bar 主題，空姐 bar、洋妞 bar 等等，您可選擇去 disco 狂歡一番或者去看一些表演，感受芭達雅熱
情。
【泰國正宗古式按摩】對於全身肌肉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現代人來說，力道重又切中穴位的泰式按摩，能讓您全身放鬆，
抒解壓力。(16 歲以下小孩不含按摩因擔心骨骼還在成長階段)
【食】早餐：午餐：機上套餐晚餐：迎賓樓或魔幻森林中式合菜
【住】芭達雅 愛雅蘭或 IVORY 或 BALITAYA 或 MEMO SUITE 或 GOLDEN SEA 同等級酒店

第 2 天 芭達雅翡翠灣私人海灘俱樂部海＋陸全體驗及貼心服務+當季新鮮水果(兩人一份)、清涼椰子
(每人一顆)及冰毛巾(每人一次) ～-皇家花園廣場
早餐後我們特別安排前往體驗泰樂活【翡翠灣私人海灘俱樂部】位於中天海灣長約 1.5 公里的海岸上，被泰國政府列為全
Pattaya 最安靜也是最優美的生態環境保護區，是老外集中最多的度假勝地。此處經常是泰國舉辦國際性沙灘排球比賽的首
選場地，沿岸區域設有游泳保護區及 1.2 公里的自行車專用車道，由泰國海岸巡邏人員看管，可提供遊客欣賞 Pattaya 的海
岸風光，順道看看當地最著名的 GAY ZONE 海灘。
水上活動：①水上摩托車、②香蕉船、③水上衝浪板。＊每人限玩乙次，且不得轉讓。
新規定:海上拖曳滑板此項目身高未滿 150 公分的客人不能玩，可以改香蕉船或水上摩托車多玩一次（2 選 1）。
翡翠灣私人海灘俱樂部 ,即日起 淨灘日改為 2 天(原本每星期三 改為 每星期三.四)
(PS:泰國政府規定，每星期三.四.為泰國海邊清潔日，如適逢週三.四，專屬躺椅會改以草蓆讓旅客席地而坐取代之。)註：
對於年長老者不能玩或是不想玩上述三項一次性海上活動的貴賓們，我們更貼心的為您安排沙灘指壓按摩或沙灘腳底按摩
或修剪指甲三選一「沙灘舒活腳底按摩」約 30 分鐘來替代，讓所有遊客都能在廣闊的沙灘上好好享受大自然最佳的洗禮，
盡興地體驗一下泰國式的海灣休閒時光。
④獨木舟、⑤甜甜圈(救生圈)、⑥漂浮床、⑦漂划浪趴板。＊不限次數，讓您盡情擁抱夏日。
陸上活動：
①沙灘躺椅：我們為您提供專用躺椅，可以躺在岸邊眺望眼前的大海讓您的身心好好的休息
②沙灘排球：大家一起組隊在沙灘上揮灑汗水享受年輕活力的激放
③沙灘足球：您可以試試看在沙灘上踢足球，保證讓你香汗淋漓
④沙灘飛盤：找幾個夥伴一起來玩沙灘飛盤，是不錯的沙灘運動
⑤休閒棋奕：換換口味找個朋友陪您下盤棋來個腦力激盪
⑥休閒麻將：悠閒的時光可以找幾位朋友陪您試試手氣
＊上述陸上活動請自行使用設施。
特別為您貼心準備讓您透沁涼：
①當季新鮮水果(兩人乙份)、②清涼椰子(每人乙顆)、③冰毛巾(每人乙次)
附註：
＊本日請旅客自備泳裝具。
＊為了您的安全，請配合導遊和領隊宣達的相關注意事項，且務必穿上救生衣，謝謝合作！
＊旅客於離島或酒店泳池或海邊參與水上活動時，請注意自身建康及安全，參加水上活動時敬請穿救生衣，患有高血壓、
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65 歲以上年長者等恕不適合參加。
因當地船家顧及安全上考量，而評估有旅客不適合參加的項目，請見諒！！
＊島上冰水請盡量勿飲用，保護您的腸胃。
＊如遇當日離島浪大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不宜過島時，本活動將以前往芭達雅水上樂園替代，不便之處，尚請鑑
諒。
＊請旅客自備膠鞋以防珊瑚刮傷。
※註 1：為了您的安全，請配合導遊和領隊宣達的相關注意事項，且下水請務必穿上救生衣，謝謝合作！
※註 2：因各人喜好不同，三項一次性之海上活動項目，貴賓們可自由參加，如不參加則視為自動放棄，亦不可轉讓或要求
退自費。
※註 3：請務必使用本公司所指定之當地水上活動業者，切勿因價格低廉而自行挑選非本公司指定之水上活動業者，以避免
產生消費爭議導致您的權益受損。

※註 4：參團旅客如於水上活動或自由活動期間，遇有任何問題，請第一時間聯絡領隊及導遊協助處理。
※註 5：參與水上活動時，請注意自身建康及安全，患有高血壓、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等恕不適合參
加。
◎因泰國政府提倡回歸自然環境給百姓，自 2015/1/14 起每週三為淨灘日，不得擺設陽傘跟躺椅，本公司為一同響應此環
保政策，故逢週三時將調整逍遙灣順序，或改由蜜月灣替換之，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皇家花園廣場】
您可在此一遊芭達雅最熱鬧的百貨公司，可盡情逛街購物。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PTY PARK 自助餐晚餐：金寶烤鴨餐
【住】芭達雅 愛雅蘭或 IVORY 或 BALITAYA 或 MEMO SUITE 或 GOLDEN SEA 同等級酒店

第 3 天 芭達雅→蘇坦冰上奇緣-美斯樂五合一(騎大象+馬車+釣鱷魚+長頸族+金三角博物館) →七珍佛
山→神奇顛倒屋
早餐後
【蘇坦冰上奇緣】
這是 2016 年全新在巴達雅開幕的冰上世界,一進入裡面就彷彿就響起 LET IT GO~的音樂,接著你會看到雪白世界~想不到在
身處南國的芭達雅也能看到歐系雪白美景呢~相機要拿起來開始喀擦喀擦的拍的不停喔!裏頭有用特殊材料做的人造雪景,有
飛龍在天,魚躍龍門,天堂樹,可愛雪人等多種造景可以讓您拍個不停喔!接下來我們將進到冰上奇緣的重頭戲之一,大型冰宮~
首先工作人員會先引導客人穿上特製的防寒衣,然後先在 5 度左右的溫控制室裡待上兩分鐘,先讓身體適應一下低溫~因為等
等的冰宮是零下 12~15 度!!OMG~想到等等要進入冰宮世界就覺得很興奮呢!(進冰宮後請小心地板滑)兵宮裡面迎接我們的是
一條長長的滑梯,當然你不怕屁股冰冰的也可以從上面滑下來喔!中間還有各式造景,可以讓大家盡情的在裏頭拍照喔!最特別
的地方就是我們為各位貴賓安排的飲料一杯,但這杯子可是用冰塊打造的喔!請大家在 1 分鐘內喝完,要不然他就結冰囉!!喝完
的杯子再出口處有一個杯子山,可以把杯子丟在那邊砸破喔!象徵老外喝完酒後會砸杯子一樣的一個儀式,多麼澎湃好玩呀!!
※貼心提醒您：進冰宮後走路請小心地板滑。
【美斯樂五合一】
【騎大象】超可愛的大象,騎乘他會給人帶來好運喔!!
【可愛馬車搭乘】接著前往搭乘可愛馬車,在台灣已經很少見的馬車在這邊可以搭乘體驗喔!
【刺激釣鱷魚】一般釣魚不稀奇喔~這次我們是釣兇猛的鱷魚喔~~用雞肉下去釣的鱷魚!看是你的力氣大還是鱷魚力氣大~刺
激的不要不要的喔!!
【來看泰宏觀】● 七珍佛山
高 170 公尺、是為了慶祝九世皇登基，而將整座山削去一半，雕刻出一尊用金粉鑲邊的釋迦摩尼佛像，也是當地 人士公認
風水區最好的地方，大家不妨照張像、放大了掛在自己最喜歡的地方，下一屆的大樂透得主難說不是你。
【神奇顛倒屋】這棟顛倒的房子就佇立在大馬路邊，每個經過的人都忍不住想一探究竟，看葫蘆裏頭到底賣甚麼藥。一走
入這個顛倒的房子裏頭，果然所有東西都是顛倒的，拍起來的照片顛倒的看就都像倒立一樣，非常的有趣。顛倒世界裡頭
還有小叢林迷宮，要走出迷宮才到出口喔，更有挑戰性的還在後頭，只要花 20 銖挑戰騎腳踏車一圈，成功就可以得到一千
泰銖。是不是迫不期待想來挑戰看看呢？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A-ONE 自助餐晚餐：暹邏泰式風味餐或酒店內用餐
【住】芭達雅 愛雅蘭或 IVORY 或 BALITAYA 或 MEMO SUITE 或 GOLDEN SEA 同等級酒店

第 4 天 芭達雅→乳膠觀光百貨工廠～精品皮革～IS9001 珠寶展示中心→四面佛～海鮮帝王蟹包肥餐
～曼谷最新火車夜市(逢周一改逛當地夜市)
早餐後我們前往【發現泰舒適】◎ 乳膠製品展示中心
枕頭、床墊，經久耐用，無毒，放鬆頸肩部肌肉、血管，給予頸部和頭部最好的睡眠支撐，促進睡眠，提高睡眠質量，還
可以防蟎抗菌，滿足不同體重人群的需要，緩衝人體壓力，良好的支撐力能夠適應各種睡姿。
揮別芭達雅，返回曼谷途中司機會在高速公路旁停一下休息。
【珠寶展示中心】泰國寶石是世界前五大寶石出產國之一，在此有各式各樣的紅寶石《代表愛情及幸福，象徵著熱情、仁

愛、威嚴》、藍寶石《代表貴族，象徵著慈愛、誠實、德望》以及黃寶石《代表招財，象徵著健康、長壽》，可以在這裡
選擇到適合自己及喜愛的寶石。另外展示中心裡還設有皮件展場及燕窩專櫃，泰國是世界鱷魚皮及珍珠魚皮最大產地，也
是各國知名皮件品牌的最大協力廠商，在此讓旅客了解當今世界最暢銷的款式，再也不用多花心思到歐洲、香港、購買此
兩種皮件，您可自由選購回國饋贈親友。
爾後再參觀全東南亞最負盛名的【愛樂威四面佛】無論求財或婚姻很靈驗，也是港台明星們的最愛喔！首先來到一旁的櫃
檯買香柱及花環，一份只要 20 泰銖，內有有 3x4=12 柱香、四個小花環、一根小蠟燭，點好香後，然後從正面的佛像開始
順時針參拜，一面佛像拜完拿三柱香插上香壇，然後再掛上一個小花環，依序拜完四個，而小蠟燭則是插在特別想祈求的
那一面的香壇上(例如:背面的姻緣佛像)這樣大概就完成了。
四梵行－四無量心代表之意義為：
慈無量心：與大梵天王佛的正面「密達」 (METTA) 相應，願眾生得樂。
悲無量心：與大梵天王右面「噶如喇」(KARUNA) 相應，濟貧恤苦，願眾生離苦。
喜無量心：與大梵天王後面「摩達」(MUTHITA)相應，見人行善，離苦得樂，生歡喜心，願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捨無量心：與大梵天王左面「無別迦」(UBEKKHA)相應，無愛憎，廣披澤恩。四面佛「大梵天王」具慈、悲、喜、捨之四
梵心，故無論祈求 「功名、事業」「愛情、婚姻」「富貴、利祿」「平安、福慧」 皆能圓滿靈驗。
【帝王蟹+生猛海鮮吃到飽】空運來泰國的帝王蟹無限吃當然還有新鮮螃蟹以及每位海螺等各式海鮮讓各位大快朵頤!當然
海鮮是開端~您可以自由取用帝王蟹以及各式各樣的大甜蝦,海戰車蝦,或是新鮮大海螺之類的各式海味,搭配上主廚特製海鮮
醬~就是一個字~爽!!!
新的火車夜市 Sinakarin Train market，出現了!!夜市規模當時就已經慢慢成形了。隨著招商的順利，Sinakarin Train
market 在最近，也開始對觀光客招手囉!!!雖然 Sinakarin Train market 盡可能地保留原先"火車夜市"的原始風貌，但連最出
名的富貴奶茶大叔也在這!!愛玩客也都是在這拍攝不過，身為觀光客的我們，要求的不就是一個好逛好吃好買的夜市就好了
嗎??所以，老曼谷朋友，也就別太苛刻啦~!!!Sinakarin Train market 的營業時間是逢星期二到星期日，不過所指的是室內市
集(賣舊貨或是餐廳)的部分，外面類似跳蚤市場的露天擺攤市集只有星期五六日晚才開(若遇休市則改為 ASIA TIQUE 亞洲
夜市)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彩華軒自助餐或泰式風味餐晚餐：帝王蟹+生猛海鮮吃到飽
【住】曼谷 PARSO 12 或 A-ONE 或 S RACHADA 或同級

第 5 天 曼谷→夢幻世界一票到底《門票+自由券+雪屋+曼谷包 NARAYA 專賣店+自助餐》→曼谷/高
雄 840 1820/2240(已實際起飛時間為主)
早餐後前往
夢幻世界樂園遊玩豐富的 5 合 1 內容《門票+自由券+雪屋+曼谷包 NARAYA 專賣店+自助餐》，在這裡你可重溫童時美
夢。海盜船、雲霄飛車、太空梭、碰碰車、搖擺牆、高速衝水車．．等等，無不讓您有驚奇樂翻天的感覺。園內設施應有
盡有，正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夢幻世界園內規劃有四個樂區，包含：夢幻世界廣埸、夢幻花園、奇幻世界、冒險樂園以及物美價廉的曼谷包 NARAYA 專
賣店等。進入園內可以感受最奇特的氣氛、最好玩的遊樂設施或欣賞最精彩刺激的表演。註：午餐因考量方便性，故安排
於園區內享用自助餐；若遇當日遊客入園眾多時，敬請多體諒。
爾後前往曼谷機場，揮別微笑之邦鄉---泰國，返回台灣！互道珍重，相約下次同遊，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難忘的深情泰
國之旅。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園內用自助餐晚餐：機上餐食
【住】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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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費說明：小費是全世界通行的社會習慣之一，更是一種風度的表現，而小費也是服務業從業人員收入重要的一部份。
旅遊費用不含小費，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的小費建議如下，以供參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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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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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0 人以下（含），此團型 16 人以上(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
務。
4.離島水上活動若不參加不可轉讓與退費!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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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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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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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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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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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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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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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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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若是入住 5 星酒店和 VILLA，領隊落單間需外宿，造成不便，請見諒。
14.行程所示之飯店、景點、餐食等所提供之圖片僅供參考。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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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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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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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程購物站為:珠寶.皮件.乳膠或珠寶.皮件.蛇藥
＊自費項目(價格僅供參考)：
水上摩托車（舊型） B. 300/PAX
水上摩托車（新型） B. 500/PAX
香蕉船 B. 300/PAX
拖曳傘一圈 B. 350/PAX
滑板 B. 300/PAX
信不信由你博物館五合一 B. 1200/PAX
PTY PARK 飲料一杯＋自由落體 B. 600/PAX
PTY 所有的秀… (紅磨坊秀或金絲秀或任一夜間成人秀,等等..) B. 1200/PAX
PTY 的國際人妖秀(V.I.P 座) B.1000/PAX
SPA（精油按摩、藥草蒸氣浴、養生茶、綠豆湯） B.1600/PAX
SPA 去角質（原行程已有 SPA 精油按摩、藥草蒸氣浴） B.800/PAX
SPA（精油按摩、藥草蒸氣浴、美白去角質、牛奶浴、臉部天然保養護理） B.2500/PAX
PTY 泰式指壓（二小時） B. 600/PAX
藥草按摩（二小時） B. 1200/PAX
宵夜（椰子燕窩） B. 400/PAX
DISCO B. 1000/PAX
宵夜（魚翅+椰子燕窩） B. 1000/P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