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麗貝島介紹  

    麗貝島（Lipe Island ），一個與世無爭的美麗秘境島嶼，人稱『小馬爾地夫』的泰國麗貝島，坐落於

泰國安達曼海域上，麗貝島大小約 5 平方公里，沿海岸慢跑約 1 小時即可環島一周的大小，就連泰國當

地人都很少人知道的一個神秘秘境小島；潔淨的沙灘、透徹的海水、浮潛、深潛、陽光、放空、不想跟

團的朋友們以及最想一眼望去都是歐美人士的自由行朋友愛好者，當您玩遍亞洲各大島嶼跟喜愛跳島的

知性朋友們，秘境般的泰國小馬爾地夫~『麗貝島』，將會是您 2017 年度最新的全新選擇~!! 

住 宿 介 紹 

麗貝島~ 山莊渡假村 Mountain Resort  ★★★★ 
無論您是度假或是蜜月而造訪麗貝島，Mountain Resort 都會是您
的最佳選擇，在這裡，您可以輕鬆地前往市區各大點 如：步行街、
商店、酒吧、日出沙灘、日落沙灘…等等，所有的客房都以舒適為
首要標準，私人海灘以及飯店大泳池皆是能夠滿足您度假放鬆的基
本元素。 
 

 

麗貝島~馬里渡假村 Mali Resort  ★★★★☆ 

Mali Resort Koh Lipe 酒店坐落於芭達雅海灘，有著濃濃的大

溪地茅草屋 Villa 的 Fu~，加上合為一體的沙灘邊吧檯與飯店

大廳，您會不至覺得以為身處在好萊塢電影台裡的影片海島

現場，飯店更提供餐廳和舒適的客房，各處均配有免費無線

網絡連接，客房皆為挑高設計，配有空調、電視和迷你吧。

連接浴室配有淋浴設施。飯店還提供 24 小時前台服務。客人

可在酒店享受舒緩的按摩理療服務，放鬆身心。酒店的餐廳供應各種泰國和國際美食。  

此飯店住宿被評為麗貝島 CP 質最高，服務最優！相較泰國其他城市相似住宿，此飯店更物超所值！ 
 

合艾~ 水晶酒店 Crystal Hotel ★★★★ 
Crystal Hotel Hat Yai 位於合艾，提供免費 WiFi、餐廳、兒童遊樂場、內部保齡球館、內部餐廳以及免
費內部私人停車場(全館禁菸)。這家酒店的每間客房均配有空調和平板有線電視。部分客房設有供客人
放鬆身心的休息區。每間客房均提供私人浴室、免費洗浴用品以及吹風機。高級客房配有 spa 浴缸或熱
水浴缸。酒店設有 24 小時以及理髮店。酒店距離最近的機場——合艾國際機場約 15 公里，飯店旁就是
當地大型百貨商場，您想要逛街購物的話就在您咫尺之間，步行約 5 分鐘過個天橋就到了呦。 



 
 
 
 
 
 
 
 

 

第一天 台北(桃園)→曼谷→合艾~觀音廟~鳥瞰合艾市~纜車~四面佛~百貨公司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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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轉機飛往泰南第三大城市-合艾，下機領完行李出關後，我們導遊會舉牌迎接您並接
往合艾的住宿酒店休息。您可到酒店週遭的老街商店逛街享受當地採購樂趣，您會發現老城市風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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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輕食              晚餐：百貨公司逛街請自理 

第二天 合艾→麗貝島(Koh Lipe)~離島泛舟遊 
早餐後約 8：00 多由合艾酒店接至 Pakbara 碼頭(約 90 分

鐘車程)。9:30 點抵達 Pakbara 碼頭，而後再搭船 20 分鐘

前往離島泛舟，泛舟場地為奇石組合而成的小島，島中央還

有一個小沙灘，彷彿像是島中之眼，您可在島的沿岸或是進

入島中裡湖輕搖慢波，享受一個無拘無束地上午，享用完船

家為您準的的餐包後，大約 13:00 午後我們再搭船前往目的

地~麗貝島(約 60 分鐘)，麗貝島所在的達魯島國家海洋公園

(Tarutao National Park), 面積寬廣的達魯島國家公園擁有

51 個島嶼，全部被保存完好的原始雨林覆蓋著，同時也是

成群的野生動物的棲息地，還有閃閃發光的珊瑚礁和魔力四

射的海灘。而後前往精緻而獨特的蛋島 (Koh Khai),也稱為

“愛之島”，此島上以天然形成的石拱門“愛之門”而著

稱 ，傳說情侶攜手走過此門，他們的愛情就會得到愛神的

眷顧，永垂不朽。且此小島水清沙白，令人流連忘返。 
抵達麗貝島(Koh Li Pe)稍作休息後再酒店辦理入住。在酒店

周邊自由活動,盡情享受麗貝島的陽光沙灘。 
行程時間僅供做為參考，具體遊覽的時間有可能因為天氣等原因而有所變化，實際以當天安排為準。 
溫馨提醒： 
起床後請各自在櫃臺辦理退房手續後用早餐，隨後請準時在預約時間地點集合（預約地點指定酒店櫃臺

附近）。抵達 Pakbara 碼頭後，請攜帶好各自行李，碼頭工作人員給您辦理往返麗貝島船票，船票請保

管好，回程時將用到船票，船乘約 90 分鐘。 



乘船到達終點站時，請攜帶好各自行李下船,登上“漂浮甲板”, 麗貝島酒店專員，將舉著酒店牌子在

“漂浮甲板”上等候您，麗貝島登島手續辦完後，搭乘環保長尾船登上麗貝島。 
麗貝島“漂浮甲板上”地方政府規定須支付環保費 50 銖與上島費 200 銖/每人,敬請現場付費自理。 

早餐：酒店內           午餐：船家餐包               晚餐：飯店內用晚餐 

第三天 麗貝島 +浮潛 一日遊 ~步行街自由逛街 

    乘長尾船前往 Ao Maemai 媚邁灣–Ao Saidood 賽獨灣–Ao Talohbuya 達咯布亞灣–Koh Kra
閣拉島– Koh Hin Kao 拜師島–Koh Talang 達浪島-返回麗貝島。 
08:00 享用酒店早餐。 
09:00 出發前往麗貝島的東方，此處零星散落著好幾個隱蔽的小島，對於淡季的麗貝島來說是最佳的且

最安全的浮潛勝地，戴上浮潛器具，可以欣賞到海底各種各樣的小魚和五彩斑斕的珊瑚，這一天，盡情

地感受神奇的海底世界吧。15:00 返回麗貝島，休息放鬆。  
行程順序僅為參考，具體行程時間有可能因為天氣等原因而有所變化，實際當天安排為主。  

早餐：酒店內           午餐：船家餐包               晚餐：步行街泰式海鮮晚餐 

第四天 麗貝島~全日自由活動 

    今日全日自由活動，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享

受無人打擾的一天，早餐後好好享用飯店內的各項設施或

前往海邊漫步、泳池晨泳，您也可於各個酒店或美麗的沙

灘名店街喝一杯香醇的咖啡 Shopping 一下；或是一早起床

到日出沙灘等待太陽的初升，亦或可以傍晚日落時分前往

日落沙灘逐風踏浪欣賞落日美景，今晚記得收拾行囊，明

日一早我們將離開美麗的貝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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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麗貝島→合艾~泰式指壓 2 小時~老街巡禮→在地商場~水果街 

享用早餐後收拾行李，準備離開麗貝島返回合艾，帶著一顆依依不捨的心情，揮

手告別夢幻的麗貝島。11:00  抵達 Pakbara 碼頭,然後搭車返回合艾。午後約

13:00 抵達合艾飯店，辦完住房手續後即可再次前往第一天未完的南城之旅；用完潮州麵館中餐後我們

將接著前往使用泰國古式指壓 2 小時，每次必享用的泰式紓壓也是我們來泰國的必嘗試的一項舒緩身心



的活動，活絡經骨後接著將前往合艾市區的集市賣場，賣場內分兩層，一樓為食品類別，有泰國當地的

食品以及潮州後代華人的南北貨商品，二樓為電子品項為主，手錶、音響、手機飾品、、、等各類 3C
品項，再來再前往隔壁的水果街閒逛，各式各樣的泰國水果讓您可以好好選購大快朵頤一番。 

早餐：酒店內            午餐：潮州雲吞蝦麵+烤鴨       晚餐：肉骨茶餐 

第六天 臥佛~土產店 合艾→曼谷→台北(桃園) 

您可無拘無束的享用酒店早餐，早餐後前往泰國臥佛寺參觀，接著前往泰國當地的土產店，可以購買泰

國當地土產回去贈送親友(可以決定去或不去，不去的話請於出發前先告知呦)，接下來提著行囊我們將

前往合艾機場，帶著一顆依依不捨的心情，揮手告別夢幻的麗貝島；回味這麗貝島與簡樸的南部都市合

艾六天的快樂回憶，帶著一顆依依不捨的心情，再經由曼谷國際機場轉機飛返回台北，揮手告別夢幻的

旅程。 

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輕食                晚餐：機上空中套餐 

 
行程 航 空 建議航班   大約時刻 

桃園曼谷合艾 泰國航空 TG-637+TG-265 07:50-10:35+ 13:55-15:20 使用 
航班 

合艾曼谷桃園 泰國航空 TG-262+TG-636 13:25-14:50+17:40-22:10 

 綺麗 麗貝島 

● 2017 年 2/10~5/15 期間成行，每人$41500 (兩人以上成行， 3/30~4/03、4/10~15 連休不適用) 

● 2017 年 5/16~6/25 期間成行，每人$39500 (兩人以上成行，5/25~28 端午節連休不適用) 

合艾 2 晚：Crystal Hotel (Deluxe 房型) 或 New Season Hotel (Deluxe 房型)或同級 

麗貝島 3 晚：Mountain Resort(Garden Bungalow 房型) 或 Mali Resort (Garden Wing 房型)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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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項目 

 泰國航空早去晚回經濟艙機票 ；PS-麗貝島為特殊票，開票後不得 退票/ 改期”。 

 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料稅 (2/28 以前免收費，2/15 以後請自行辦理恕不代辦)。 

 六天五夜兩人一室酒店住宿(不得要求自然單間房否則須補房差)。 

 500 萬旅遊平安險以及 20 萬醫療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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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碼頭→交通船班(來回)，須以合搭乘作業。 

 訂金每人每位需付$20000。 

不包含項目 

 證 件：新辦護照$1,500。 

 簽 證：泰簽費用$1,200。 

 導遊小費：導遊六天小費每日需付$1000x6 天=總共需付$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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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 人：床頭、行李小費、個人額外支出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