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美島介紹 

    蘇美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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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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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渡假聖地。 

您真的在龜島浮淺過嗎？還是簡單”抆豆油”的到此一遊就走 

，喜愛龜島一日遊的客觀們，您們都只是到海鷗島(南緣島)浮淺活動而已 

  來吧~! 讓我們替您安排真正住宿龜島一晚，您會更加愛 

上這個無邊際的真正渡假小島 

【龜島】位於蘇美島和帕安島的北方，距離蘇美島約100分鐘船程，是泰

國的海灣中 美麗的一個海島，很多人稱之為『天堂島』，在海底下的景

色是極為自然秀麗，有美麗的珊瑚礁和色彩鮮豔的魚群，龜島的海域天然

純淨，能讓豐富的海洋生態盡收眼底，更重要的是，龜島四季都可浮潛，

有許多地點適合各種級數的潛水探險；龜島旁邊的小島就是南緣島（KOH 
NANG YUAN），平時團體都是只有停留南緣島，進行完浮潛活動、吃完

午餐，就返回蘇梅，大家都以為這樣就是去過龜島，錯啦，這一次，我們

將讓您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龜島…….。 
【行程特色】 

全程不進購物站。  

蘇美島環島遊：富貴大佛+阿公岩+阿嬤岩+納蒙瀑布 

特別推出全新的入住龜島行程，讓您不在只是匆匆來回搭船一遊，除了浮潛，您還完全體驗了小島住宿，可以

讓您忙碌的腦袋完全的放空並獲得無憂無慮的休息，出國充電休息不就是這樣簡單~!! 

 

【龜島酒店特色】 

Charm Churee Villa 楚里Villa 是間極具魅力的小島

酒店，整間酒店建築在保存良好的密林和壯觀的岩石

中，所有的房間皆用竹子建造，鏡臺用貝殼裝飾，每

間房都有陽臺，適合三五好友或家人群聚聊天，在這

裏望著海平面，沒有任何建築物擋住您的視線，眺望

著海景，享受微風徐徐，這樣的平靜的讓人覺得幸

福；晚上隨時抬頭看看滿天星星，可以享受著無光害

的夜晚，您會發現每顆星星看起來是特別的明亮；原

始的度假屋加上自然的建築以及溫暖貼心的內部裝

潢，處處可見渡假屋經營者的用心，這才是真正的渡

假。(住進後請好好享受無污染的世界，遠離電子商品的汙染，酒店連電視都不提供，有的也只是滿滿的大

自然，讓您身心靈獲得洗滌) 



第一天  台北→曼谷→蘇美島→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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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導遊先生或小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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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鬼音樂餐廳 

第二天 離島遊 海歐島+浮潛 龜島 
    今日搭船出海前往距離蘇梅島約 100 分鐘船程的【南緣島】，

抵達後大夥可換上救生衣、戴上蛙鏡、呼吸管，下海與海底的的七

彩熱帶魚群及珊瑚共舞于海洋之中，午餐享用簡餐；午後搭船前往

隔壁的【龜島】，龜島是泰國頗負盛名的浮潛海域，這裏適合各種

級數的潛水探險，有豐富多樣的海洋生態；今晚住宿於龜島，晚餐

將在酒店享用泰式風味餐，聽著浪漫的音樂，枕著獨特的三角枕，

看著天上的滿天星斗，這一餐絕對另您難忘……..。 

※今日建議您另行準備一個小行李，放一天的衣物即可，您的大行李，我們會寄放在蘇美的酒店裏，由於龜島的

酒店是依山而建，如果您的行李太大，上船下船會非常不便，酒店的工作人員搬運大行李也會很辛苦。 

早餐：輕 食             午餐：簡 餐                 晚餐：敬請自理 

第三天 早上自由活動~龜島→搭船回蘇美島 
    享用完豐盛的早餐後，享受無人打擾的早上，您可好好享

用渡假村內的各項設施或前往海邊漫步、泳池晨泳，或可以回

去再睡個回籠覺，午後隨即前往碼頭搭船返回蘇美島。 

或可跟飯店購買深潛課程教學或 SPA 活動(請自行洽詢飯店櫃

檯) 

深潛課程教學活動，開始進行深潛活動之前，有各項暖身活動： 

1-體驗潛水課程教學 

2-下水體驗潛水 

PS-以上課程僅供參考，一切請以現場購買套裝內容為準，本公司僅提供相關訊息，絕不經手潛水課程

活動，可自由參加!! 

※自行購買深潛活動時，請衡量自身身體狀況，如有心臟病、高血壓、癲癇症、孕婦、、等不適合潛水

者，請勿參加此活動，一切後果與本公司無關！。 

早餐：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芒果飯店燭光海鮮餐晚餐 

第四天 環島半日遊→富貴大佛→阿公岩.阿嬤岩→那蒙瀑布…等市區觀光 
    早餐後，首先沿著蘇美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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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建有一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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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自行前往查溫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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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著你投向它的懷抱...！ 

早餐：飯店內            午餐：灣景泰式風味餐        晚餐：國際飯店晚餐 



第五天 自由活動 蘇美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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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空中套餐 

 
行程 航空 航班 時刻 

台北曼谷 泰航 或 華航 TG-637 or CI-833 07:50-10:40 / 07:25-10:05 

曼谷蘇美島 曼谷航空 PG-216 (K 艙) 13:00-14:30 

蘇美島曼谷 曼谷航空 PG-136 (K 艙) 13:45-14:50 

使用 
航班 

曼谷台北 泰航 或 華航 TG-636 or CI-836 17:40-22:20 / 17:05-21:45 
 
●報價適用 2016 年 9/01~12/10 期間出發(兩人以上成行，連休假不適用)。 

 NT$36900 
第2晚：龜島Charm Churee Villa 楚里Villa（Standard房型） 

                                    如升等（Superior房型），每人需另加$500 
                                    如升等（Deluxe Bungalow房型），每人需另加$1000 
第 1、3、4 晚(三晚)： 

Bay Water Resort 水上灣渡假村 ( Deluxe 房型-辰盟區) 

The Boat House Beach Resort 帝國船屋 (Premier 房型-辰盟區 ) 

 

如選擇飯店升等，請以下列報價/飯店為準 

 選項二 NT$39900 

以上報價可選擇昇等第 1、3、4 晚三晚飯店(本島飯店)： 

The Sarann 瑟芮（Deluxe 房型-查溫區） 
New Star Beach 新星（Deluxe Balcony 房型-查溫區） 

 

如第 2 晚龜島飯店：龜島 Charm Churee Villa 楚里 Villa（Standard 房型） 

更改升等 

龜島 Koh Tao Bamboo Huts 竹屋酒店(Bamboo Sunset 海景房) ，每人需另加$2000。 
 

 

 

 

 

 

 

 

 

 

●以上各報價因每家飯店合約期限不同，請勿指定飯店，一切住房均以上述註明飯店為主！ 

PS- 報價以 曼航”K 艙”為準，如訂到其他艙等則報價須變更為 ，M 艙+600，Y 艙+1200 

為確保標準報價或更便宜，請盡早作業以免艙等無謂加價!艙等差價以 後訂位開票為準!。 



包含項目 

 泰航/華航 早去晚回經濟艙機票+曼谷航空經濟艙”T 艙；PS-卡 K 艙全無退票價值”。 

 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料稅、泰簽。 

 五天四夜兩人一室酒店住宿。 

 全程飯店享用早餐。 

 200 萬旅遊平安險以及 10 萬醫療險。 

 內含上述行程、餐食並包含機場/酒店/機場 之接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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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金每人每位需付$20000。 

不包含項目 

 證 件：新辦護照$1,500。 

 導遊小費：每人導遊小費 NT$1000 計算。 

 單人房：以上報價均為雙人房報價，如遇單人入住須加價。 

 行李超重費(每人限 20 公斤)。 

 私 人：床頭、行李小費、個人額外支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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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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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