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美島介紹 

    蘇美島（ Koh Samui ），一個與世無爭的美麗島嶼，憑著原始豐富的自然美景及海洋資源，靜靜的

散發著其獨特的魅力。身為泰國第三大島的蘇美島，位於泰國東南方暹邏灣海域，面積 247 平方公里，

人口 3 萬 5 千多人，周遭伴著大小不一的島嶼散落在暹邏灣裡，島上數以百萬計的椰子樹所以又稱為『椰

子島』，而椰子又是居民們賴以維生的重要經濟來源。蘇美島的美與未經污染的純樸可愛，蘊藏著許多

新鮮的嘗試，是熱愛大自然的你所不容錯過的。例如一望無際的純白沙灘、淺海潛泳、欣賞海岸邊的奇

岩怪石、體驗叢林秘境、森林浴、享受舒暢的 SPA 之旅、高爾夫揮桿之樂、熱鬧的夜生活…等，處處

充滿了驚奇，島上除了有新鮮美味的海產，多樣的熱帶水果更是上天美賜，各種道地的泰式風味美食都

令人大飽口福，絕對是放開身心享受悠閒的最佳渡假聖地。 

住 宿 介 紹 
※ Four Seasons Resort Koh Samui 

 四季度假村 Four Seasons Resort Koh Samui 位於蘇美島的西北端，位居在海灣邊一個遠離喧囂的隱

密地點，渡假村裡寬廣的泰式別墅坐落在熱帶花園中雨林及簇擁著椰林與海水當中。在此地可享受森林

芬多精或著在海邊享用浪漫的晚餐，在私人的海灣中嬉戲，在原始的海灣裡流連，就是陶醉在~四季 裡。 
 渡假村提供了現代感十足及露天的寬廣起居空間，擁有無邊際泳池，暹邏灣的美麗海景。別墅坐落在丘

陵邊坡或海灘旁，有了極致的舒適及僻靜(除了浪濤聲)，距離機場約 20 分鐘，距離納通僅 5 分鐘車程。  

 

 

 

 

 

 

 

 

 

 

 

 

 

蘇美島 SPA 介 紹 

‧Spa 調理師本身皆備專業認證及合格訓練時數。 
‧提供高品質的 SPA 客服接待服務一次。 
   1~Bandara Spa，置身於星級飯店內的優質 spa 館，經由巧手的專業調理師為您紓解身心，會讓您 
                  更對蘇美島的 spa 愛不釋手。 



W 酒店下午茶 

最新.最夯的蘇美島頂級下午茶~W 酒店下午茶，幸福百分百的午茶約會，在您看見整個精緻蛋糕.甜品.
水果巧雕以及午茶時(兩人一套)，Wow~的讚嘆幸福感油然而生，渡假~ 不是就該如此嗎~!! 

第一天  台北→曼谷→蘇美島（Koh Samui） 
    帶著既期待又興奮的心情在桃園國際機場航空櫃台前集合，辦理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泰國
國際機場，隨即轉往國內機場轉搭曼谷航空直飛夢幻島嶼-蘇美島，一下飛機您可發現您至身於花園內，
但請別誤會這就是蘇美島與眾不同的蘇美花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將與我們相處 5 天的導遊先生已經服裝
整齊、彬彬有禮的再機場迎接您了！接著專車前往飯店休息。您可悠閒于名品街享受採購的樂趣或於海
灘體驗蘇美島浪漫的夜晚這時候您會發現蘇美島真美、真純~像情人那雙溫軟張開的手、期待著你投向
她的懷抱...！ 

早餐：機上空中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漁人碼頭道地泰式海鮮餐 

第二天 環島→富貴佛→阿公.阿嬤岩→那蒙瀑布→騎大象

漫遊→ W 飯店下午茶 
    早餐後，首先沿著蘇美島最長的環島公路（環島公路是圍繞海
岸線，長共 50 公里）來到島上具代表性矗立岸邊的２塊石頭【阿公
石、阿媽石】，這兩塊大石頭形狀很特別，石頭的造型是經由天然風
化而成，狀似男女性生殖器，是當地較著名的一處景點，當然它的
背後也蘊藏著一段淒美哀傷的感人故事。隨後前往參觀納蒙瀑布，
它是高約 130 呎的黃色石灰泉水瀑布，底下有沙底水潭；然後前往
富貴大佛祈福，芬島與內陸是以一座堤道相連，島上建有「菩亞寺」，寺內一座高 40 呎的巨型沈思大佛，
富貴逼人，靈氣萬千，在此也可眺望拉邁海灘的美景等。！ 
※~W 飯店慵懶下午茶~，幸福百分百的午茶約會，在您看見整個精緻蛋糕.甜品.水果巧雕以及午茶時(兩

人一套) ， Wow~的讚嘆幸福感油然而生，渡假~ 不是就該如此嗎~!! 您可慵懶的挑望海景，望著天際
聆聽海浪拍打聲，再加上 W 飯店的甜點蛋糕塔，您會覺得度假也可以這麼悠哉，舒服的放鬆心情也可
以讓壓力沉澱片刻，但記得不要讓咖啡涼了哦！ 

早餐：酒店內           午餐：灣景泰式風味餐         晚餐：ZICO 南美洲 BBQ 自助餐 

第三天 蘇美島~自由活動→午後 Bandara Spa 兩小時 

    今日全日自由活動，享受無人打擾的一天，早餐後好好享用渡假

村內的各項設施或前往海邊漫步、泳池晨泳，您也可於各個酒店美麗

的觀景台喝一杯香醇的咖啡或於島上最具盛名的查溫海灘或拉邁海灘

Shopping。 

在與導遊約定好的 SPA 療程時間前往體驗 Bandara Spa；接下來帶您

前往 Sap 館輕柔午後之旅了，椰林、柚木、香茅與身心靈融為一體的

絕佳環境，除了全身精油按摩之外，接著全身精油 1 小時，當您聽著輕柔的南洋泰式輕音樂後，您可以

放鬆全身睡個午覺好好享受這個輕柔渡假的蘇美島之旅，加上優質的調理師父的巧手，美療兩小時後，

除了對您身體肌膚的照護之外更能洗滌您的心靈。.. 

早餐：酒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第四天 蘇美島~全日自由活動 
    今日全日自由活動，享受無人打擾的一天，早餐後好好享用渡假村內的各項設施或前往海邊漫步、

泳池晨泳，您也可於各個酒店美麗的觀景台喝一杯香醇的咖啡或於島上最具盛名的查溫海灘或拉邁海灘

Shopping；或您可再自費參加 SPA 之旅除了全身精油按摩之外，您可二擇一腳底按摩或臉部美容，並

享用養生茶；或者您也可至蘇美島唯一符合國際級標準的 18 洞高爾夫球場，享受揮杆之樂。晚間您可

在回到令人流連忘返的查溫區繼續未完的逛街之旅。 



早餐：酒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第五天 蘇美島（Koh Samui）自由活動→曼谷→台北 

    今天為您安排一個優閒的上午，您可無拘無束的享用酒店早餐或再回房間再睡個回籠覺耍賴一下，

或者於渡假酒店內再回味這五天的快樂回憶，中後時分整理行囊我們將前往蘇美島花園機場，帶著一顆

依依不捨的心情，揮手告別夢幻的蘇美島；午後搭機經曼谷轉機飛返回台北，結束這趟蘇美島之旅。 

早餐：酒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空中套餐 

 
行程 航空 建議航班 時刻 

台北曼谷 華航//泰航 CI-833 // TG-637 07:20-10:05 // 07:50-10:35

曼谷蘇美島 曼谷航空 PG-216 12:30-14:00 

蘇美島曼谷 曼谷航空 PG-136 13:45-14:50 

使用 
航班 

曼谷台北 華航//泰航 CI-836 // TG-636 17:05-21:45 // 17:40-22:10
 
●適用~ ( 兩人以上成行，以下逢 連休假期出發不適用 需另+2000) 

適用 2016，11/01~12/17 出發，原價$62000，優惠價 每人 NT$59000。 

適用 2017，1/11~1/22 出發，原價$64500，優惠價 每人 NT$60000。 

適用 2017，2/05~4/05 出發，原價$63500，早鳥優惠價 每人 NT$58500。 

適用 2017，4/22~5/30 出發，原價$63500，淡季早鳥殺很大 每人 NT$56500。 

使用飯店 
前 2 晚：The Sarann ( Deluxe 房型) 

後 2 晚：Four Seasons Resort ( One Bedroom Villa 房型) 
     Four Seasons ~【升級住 Deluxe One Bedroom Villa 房型 2 晚，每人加$3000】 
     Four Seasons ~【升級住 Premier One Bedroom Villa 房型 2 晚，每人加$6000】 

即日起~12/30 以前訂位、付訂金，並完成開票即可享有特價。 

包含項目 

 華航/泰航 早去晚回經濟艙機票+曼航經濟艙；PS-蘇美島為特殊票，開票後不得退票”。 

 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料稅、泰國簽證。 

 五天四夜兩人一室酒店住宿。 

 200 萬旅遊平安險以及 10 萬醫療險。 

 曼谷轉機圖文簡介。 

 本公司保有此行程及餐食前後次序調動之權力，但內容及品質絕不減少！ 

 蘇美島當地坐車以合車搭乘作業。 

 訂金每人每位需付$20000。 

不包含項目 

 證 件：新辦護照$1,500。 

 包含的行程內容，于國外自動放棄恕不退費。 



 行李超重費(每人限 20 公斤)。 

 如需進入曼谷須另付$500 曼谷稅金。 

 私 人：床頭、行李小費、個人額外支出費用。 

 導遊小費：每人導遊小費 NT$1000 計算。 

 人數未達 8 人如在蘇美島當地要求全程不與他人合車，每人須加價$2500。 

兩人行或團體行 每次車輛使用並不一定會是同一車輛，請于每次下車後務必將所有個人物品攜帶 

  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