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展一口價》超值瘋玩泰國六日(不含稅)～ 

入住 VILLA兩晚、龍蝦吃到飽、水陸歡樂遊、中央旗艦百貨、泰拳秀、河畔夜市 

出發日期: 11/10•12•17•19•24•26  & 12/01•03•08•10•15•17•22•24•29•31 

行程特色 

◎ 此行程為『特惠團型』不可與實體旅展、預購或其他優惠併用 

２０１６年終大回饋！別讓您的年假過期了！ 

有敢好康～才能玩很大 

有感好康～才能震撼你 

有趕好康～就要快搶ＧＯ 

現在報名付訂者，即可立即享有＄９,９９９元 起的瘋玩價 

限量搶購～還不趕緊來卡位！ 

 

◎ 活動規定： 

1.本特惠行程售價不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作業費等，每人需另付 NT$3,000。 

2.此行程不接受 JOIN、嬰兒、包團、湊票及其他特殊團體報名。 

3.此行程為特惠價格，恕不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 此團型整組包團、參展團、會議團、學生團等特殊團體需另行估價，且最低包團人數為３５

人，若不足此人數則需重新報價。 

《景點掃描》 

■ 視覺泰震撼～2016 最新開幕～恐龍星球 DINOSAUR PLANET 

THE EM DISTRICT聯合 FWR 共同策劃，斥資新台幣 5億元在泰國打造首座恐龍星球，於

2016年 3月對外公開，該樂園劃分成八大主題區，主要為知識教育及實感體驗，像是恐龍

介紹區、觀賞擬真恐龍與地下探險等等，其中最特別的是 DINO FARM，民眾可於該區騎乘

恐龍漫步，另外，園區也有傳統遊樂園的摩天輪設施，能夠換個視角來一探恐龍們風貌，除

了娛樂外，也推出【恐龍蛋漢堡】、【恐龍鬆餅】等創意食物。 (部分設施需自費) 

  

■ 來看泰迷你～古城 76府 THE ANCIENT CITY BANGKOK 76 

古城 76 府是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戶外博物館～佔地超過 200英畝，園區建造完全依照泰國國

土的形狀，再將全泰國 76府著名的 116個古蹟景點依照真實比例縮小，可說是泰國版的小

人國。園區內所有的建築皆由專家指導保持各個王朝的建築文化特色，來一趟古城 76府就

能一窺泰國全風貌，保證讓您滿載而歸。 

 

■ 探索泰動感～MAX 魅力泰拳秀 



沒到過泰國的人多半聽說過，這裡盛產人妖，但只有到過泰國的人才知道，芭達雅的 MAX

泰拳，幾乎與人妖齊名。重量級泰國拳王播求(Buakaw Banchamek)就曾經在這裡問鼎冠

軍。泰拳發源自泰國，主要運用人體的拳、腿、膝、肘四肢八體做為八種武器進行攻擊，被

民間俗稱為八臂拳。在武學裡有文練、武練和橫練之分，而泰拳屬於橫練，出拳發腿，使膝

用肘發力流暢，力量展現極為充沛，是一門傳奇的格鬥技藝。 

  

■ 來玩泰嗨森～夢幻水陸歡樂遊 

搭乘快艇沿海拍浪”直飛”海上浮檯，「水上滑板」大夥兒先嗨翻天。接著是水上活動

「海上香蕉船」，前後起伏橫繞擺動。本公司特別指定使用，安全性能最高最持穩的「噴

氣式水上摩托車」（三項活動限每人一次，不得轉讓或退費）。再登上星月島這海岸長達

2000公尺，白雪般的細沙長灘，湛藍海水、蔚藍天空伴著新月般的海灣，彷彿一條白皙無

暇的象牙；橫臥在海沫拍岸的灘邊。雙人獨木舟！在安全纜繩內大夥搖槳呼櫓隨波擺盪，

或打個滿天花雨的水仗；多痛快多沁涼多消暑；這是全芭達雅目前最夯的活動！陽光海水

沙灘歡喊；好不痛快！好不愜意！大家可以在海岸旁自由活動，或游泳、漫步、浮游或使

用俱樂部設施來個沙灘排球、足球、網球、乒乓球等。島主還為了響應本國國粹，特地擺

了幾桌麻將，海島上玩國粹；挺新鮮的。海洋風氣息的沙灘上，慢慢享受日光浴。 

■ 實在泰好拍～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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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泰好買～四方水上市場＆體驗搭乘手搖舨船『FLOATING 4 PARK MARKET』 

結合農村文化藝術元素，融合鄉村文化木雕風格的複合式觀光水鄉，由戴著斗笠婦女搖槳緩緩
前進，錯落在綠色的運河上，這是最接近泰國人水上傳統生活型態的回顧，沿岸您可一路吃喝

買玩、小吃攤、水果攤，四周商店上百家，您可慢慢挑選。 

 

■ 潑水泰歡樂～泰國風情園潑水體驗 

http://www.artinparadise.co.th/index.php?&lan=th#home"TARGET="_BLANK
http://blog.liontravel.com/lovethai/post/4114/16933


泰國風情園，除了最具傳統文化舞蹈表演外，最令人期待的就是泰國節日潑水節，準備來場潑
水大戰，觀光兼具文化傳承，不錯的創意。 

 

■ 來逛泰尋寶～亞洲最大複合式河畔觀光市集『ASIATIQUE』  

Asiatique 於 2012年五月開幕的超大型夜市，這裡前身可是五世皇時代非常重要的港口，開
啟促進泰國經濟繁榮功臣之一，原本的商業輸紐，也有衰落的一天，隨著時代轉變，
Asiatique 一面緊鄰著昭披耶河，一面是 Charoenkrung 路，佔地非常廣大，裡面一共分為
10 個區。面臨 Charoenkrung 路這邊是 1-4區，中間為 5、6區，面臨碼頭的是 7-10區，
旁邊則是廣大的停車場。1-5區最外圍多是泰國連鎖知名餐廳，像是 MK、KFC、以及和知名日
式 Nikuya吃到飽餐廳等，裡面則規畫成一間間的小店鋪，賣的東西總類繁多，有大家最愛的
曼谷包 NARAYA、衣服、鞋子、包包、民俗藝品、零食舖、個性商店等。Asiatique 把原本的

碼頭和舊倉庫樣貌保留下來，重新設計包裝，搖身一變成為集合吃喝玩樂於一身的觀光夜市，
不但把原本的碼頭賦予了新的生命，吸引了人潮，也讓這個老城區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像浴火
重生的鳳凰般能再次翱翔天際！這也是一個很成功的都市更新案例！ 

 

《風味美食》 

● 佳餚泰霸氣～海景自助餐(新鮮龍蝦+美味生魚片+棒棒叫生蠔+現烤多汁牛排+大頭蝦通通吃

到飽) 

精心安排暹邏海洋觀景座位，獨家主打多種現點現做新鮮各國料理，經典美食無限享用，美
景美食在眼前，新鮮龍蝦吃到飽。新鮮活龍蝦就擺在你的眼前，可以選擇多種料理方式，請
大廚為您精心料理。重點是他無限放題。不要以為只有龍蝦一樣這麼高調的美食喔!!還有準
備棒棒叫的新鮮生蠔、珍珠白的生蠔刺身就擺在你眼前，怎麼不讓人動口跟動手呢！當生蠔
塞在嘴裡的同時，一陣陣焦香烤肉香味飄了過來，原來是肥嫩多汁的現烤牛排，帶點焦香味
的新鮮肉汁從牛排中緩緩流下，怎麼能叫人不咬他一口呢！新鮮的生魚片一咬下去除了有彈
牙的口感外，還有大海的香味，這也太值得發出驚嘆聲了吧！千萬別以為這樣就是幸福了，
副產品也是很厲害的，『泰國蝦』一樣是無限供應。美食肯定要配美酒，美麗海餐廳為各位
準備每人紅酒一杯（不喝酒可換可樂一杯）。讓我們就望著暹邏海景～今朝佳餚今朝食，今
朝有酒今朝醉～ 

《精選飯店》 

～魅力時尚～ ◆ 曼谷《精品飯店系列》 

A-ONE BANGKOK HOTEL 

A-ONE酒店距離曼谷國際機場有 20分鐘車程，提供四星級的住宿設施，擁有一間健身房，

並於公共區提供免費無線網絡連接，提供前往地鐵站的免費班車。酒店靠近 Sukhumvit路

及其各種購物商廈以及 Ratchadaphisek的夜生活地區，也靠近曼谷的地鐵系統。A-ONE

酒店的客房都擁有現代設施和當代風格的家居擺設。 

《或》S RATCHADA LEISURE HOTEL 

這間位於曼谷的酒店每間設備齊全，客房呈現永恆的優雅和風格。遊客和商務旅客會發現這

寧靜的現代酒店的瑰寶，因為曼谷的生活方式和娛樂場所的快樂是很容易達到。 

http://www.thaiasiatique.com/
http://www.a-onehotel.com/bangkok/
http://www.sratchadahotel.com/rooms.php


 

《或》茉莉花渡假飯店 JASMINE RESORT HOTEL 

2011年新開幕的飯店，坐落在曼谷精華商業區，飯店在精巧時尚中，滲入現代設計來展現

渡假風格，內建築採用環保材質，色調溫暖舒適。擁有 244間雅緻客房，房內採光充足，

最小的是 35平方米(約 10.6坪)，現代先進採光充足設備齊全。飯店泳池有 2個，室外鬧

中取靜，室內泡沫式按摩，這在都市叢林中很少見的。    

 

～渡假天堂～ ◆ 芭達雅《精選 VILLA系列二晚》 

SEA TWO POOL VILLA 

自然樸實風，低調又現代的渡假休閒主義風格。規劃有致綠樹植被的社區型，每戶獨門獨棟

泳池，隱密性非常高。房間大量利用木石為作經緯，簡單線條卻富有創意。飯店的主要設施

有公共區域 Wi-Fi，客房內皆有免費 WiFi可寄放行李，客房服務、機場接送。體驗高質感

的舒適休憩空間，部分客房配有衛星頻道/有線電視，獨立淋浴間和浴缸、陽台/露台、淋浴

設備、迷你吧台，在飯店內可找到花園、健身房、室外游泳池等多種精彩的娛樂設施。浴室

很大，採大片落地窗式，庭院景觀一覽無遺。很明顯的訴求~就是要每位旅客，彷彿回到自

己溫暖的家，寧靜舒坦鬆懈愜意。 

 

《或》THE ZIGN PREMIUM VILLA 

位在 PATTAYA 新興高級五星飯店區私人海灣在華美的 WONGPRACHAN 海灘，旅館有符合

大膽藝術性別墅的內部設計三大不同藝術風格從三個不同藝術時代這樣火石風格、大地重

現和柳條編織，每種設計都有它獨特自我的專業，內在秀麗和相等地得心應手以所有現代

設施。THE ZIGN VILLA 五星級別墅依照現代奢華設計而成熱帶雨林周圍和一個超大豪華

游泳池是 THE ZIGN VILLA 的憂鬱視域。所有別墅充分地被裝潢現代生活先進設施和高

科技高端配件。讓客人能達到休閒放鬆作為 THE ZING 給您現代生活方式和夏季國度避風

港的完善的組合。每各房間最現代化的華麗裝潢，最復古原始的美術雕塑，展現出最舒適

完美的組合。讓旅客適意精準的漂流在休閒的動線中。 

◆ 芭達雅《精品飯店一晚》 

A-ONE THE ROYAL CRUISE HOTEL 

從住宿步行 3 分鐘即可抵達海灘。 A-One New Wing Hotel 酒店位於芭堤雅海灘對

面，享有獨特的航海主題，設有室外游泳池、spa、免費停車場以及覆蓋公共區的免費

http://www.jasmineresorthotel.com/
http://www.seatwopoolvillaresort.com/
http://www.thezignhotel.com/premium-villa/
http://www.a-onehotel.com/pattaya/


WiFi。A-One New Wing Hotel 酒店距離蒂凡尼劇場 350米，距離硬石咖啡館 700

米，並提供前往步行街、皇家花園廣場和 Central Festival 商場的免費班車服務。 

 

《或》HOTEL J PATTAYA 

Hotel Pattaya 坐落在北芭堤雅方便，芭堤雅酒店提供免費的 Wi - Fi和容易進入到海

灘負擔得起的住房。酒店設有一間餐廳、室外游泳池和一個健身中心。房間內配備一台平面

有線電視和迷你吧。他們俯瞰芭堤雅灣游泳池或私人陽台。客人可盡享私人浴室設施。

Hotel J Pattaya 酒店設有一個泳池酒吧，讓您在游泳池旁享用飲料。酒店還有一個瀑

布，給您額外的享受。年輕的客人可到他們自己的兒童游泳池玩樂。溫泉水療和健康中心提

供傳統泰式按摩，以及讓人恢復青春活力的溫泉理療。Hotel Pattaya 酒店設有一間健

身中心。 

 

《或》AIYARA GRAND HOTEL 

坐落於帕塔納克山的中心地帶，共有 264間房間可供客人選擇，全部都給人以安靜典雅的

感覺。 除此之外，酒店各種娛樂設施一定會讓您在留宿期間享受更多樂趣。 艾亞拉格蘭德

酒店地理位置優越，能為客人提供一流服務。 

  

【溫馨小提示】： 

《小提示 1》： 

此行程報價限持中華民國護照散客參團適用，整組包團、參展團、會議團、學生團等特殊

團體需另行估價，詳情請洽詢您的服務人員。旅客若提供或隱瞞不實資料經查明屬實，本

公司有權拒收訂單，此為維護雙方誠信及旅遊品質，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小提示 2》： 

住宿飯店以說明會資料安排為確認優先，如遇連續假期、旺季(如農曆過年,節慶等等)或

飯店滿房則以同等級飯店確認之，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小提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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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

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小提示 4》： 

http://www.hoteljpattaya.com/
http://www.aiyaragrand.com/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

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

程，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小提示 5》： 

泰國政府為防止有心人士至泰國從事非法行為或工作，入境時移民局官員可能會隨機對旅

客進行身上現金查驗，建議旅客攜帶總價等值兩萬泰銖之現金，以確保符合泰國觀光之規

定。『泰國觀光局-台北辦事處詳細說明』  

《小提示 6》： 

請旅客提前在台辦理泰國簽證，如因特殊狀況需辦理落地簽證者，為避免擔誤其它同團旅

客之行程權益，若有時間延誤，本公司將另外派車接機，其費用約為 2,500泰銖(曼谷市

區），此費用將由客人支付，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小提示 7》： 

因近期國際屢傳行動電源影響飛安事件，泰國政府自今年 5月起加強查驗。3C產品充電

式電池及行動電源禁止放置於託運行李中，僅可放在隨身登機手提袋內，且行動電源上需

標示清楚容量並不可超過 32000mAh，若有違反經海關查獲則一律沒入。 

《旅遊平安險》想要擁有無後顧之憂以及更完整的旅遊平安保障嗎?【請點此洽服務人員】 

《旅遊局網站》泰國觀光局 

《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交通工具》 飛機、  車、  船 

《泰國地區氣候預報》【請點選這】 

《行程申請泰國簽證》【簽證所需資料及表格】 

行程內容【每日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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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微笑曼谷～莎哇迪咖！   

台北  曼谷、2016 最新開幕～恐龍星球 DINOSAUR PLANET 

想去泰國旅遊嗎?!跟著我們走就沒錯啦！ 

今天帶著愉快輕鬆的心情，咱們在國際機場集合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素有微笑王國之稱的泰
國首都【曼谷】。當地接待的導遊帥哥或美女們已經等候各位嘉賓多時，不囉唆~拿著行李趕
快跟著將與我們相處這幾天的導遊帥哥或美女他們走吧！ 

【視覺泰震撼】◎ 2016 最新開幕～恐龍星球 DINOSAUR PLANET  

曼谷 THE EM DISTRICT百貨，特別與 FWR合作策展，斥資 5億泰銖創造泰國首座恐龍星
球，高技術打造擬真恐龍，整座園區以《BEYOND NOVA IN THE HEART OF BANGKOK》
為概念，帶給遊客新鮮體驗。每天早上 10點開放至晚上 10點(預計開放到 2017年 1月 20

日)。占地面積約 12,000 平方米，共包含 8個區域，DINOSAUR DISTRICT，可讓大家認識恐
龍；DINO EYE，可以乘坐摩天輪；STARS OF DINO，是一片森林讓民眾能近距離靠近恐

龍；4D DEEP WORLD，則可體驗地下探險樂趣；DINO FARM，則可嘗試騎乘恐龍等。 

※註：門票不包含以下設施(敬請自費)：DINO EYE & DINO RIDE。 

景 點：恐龍星球 DINOSAUR PLANET  

餐 食： 午／機上輕食  晚／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旅 館：曼谷精品型  A-ONE BANGKOK HOTEL 或 S RATCHADA LEISURE HOTEL 或 

JASMINE RESORT HOTEL  或同級 

http://www.tattpe.org.tw/TravelInfo/TravelInfo_detail.aspx?NewsID=708
http://www.liontravel.com/comm/2Card/zetc/080901/旅遊平安保險.htm
http://www.tattpe.org.tw/
http://www.wunderground.com/q/zmw:00000.16.48456
http://www.liontravel.com/webpd/webvisa10_info.asp?sOpenwin=1&sFrom=Erp&sCountry=TH&sSeq=01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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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閒芭達雅   

曼谷、古城 76 府 THE ANCIENT CITY BANGKOK 76(加贈遊園車)、曼谷  芭達雅(約

145km)、皇家花園廣場、魅力泰拳秀 

早餐後，專車前往 

【來看泰迷你】◎ 古城 76 府 THE ANCIENT CITY BANGKOK 76  

古城 76府是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戶外博物館～佔地超過 200英畝，園區建造完全依照泰國國土
的形狀，再將全泰國 76府著名的 116個古蹟景點依照真實比例縮小，可說是泰國版的小人
國。園區內所有的建築皆由專家指導保持各個王朝的建築文化特色，來一趟古城 76府就能一
窺泰國全風貌，保證讓您滿載而歸。 

帶您前往素有吃、喝、玩、樂、【東方夏威夷】之稱的芭達雅渡假天堂。 

【非常泰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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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泰動感】◎ MAX 魅力泰拳秀  

沒到過泰國的人多半聽說過，這裡盛產人妖，但只有到過泰國的人才知道，芭達雅的 MAX泰

拳，幾乎與人妖齊名。重量級泰國拳王播求(Buakaw Banchamek)就曾經在這裡問鼎冠軍。泰
拳發源自泰國，主要運用人體的拳、腿、膝、肘四肢八體做為八種武器進行攻擊，被民間俗稱
為八臂拳。在武學裡有文練、武練和橫練之分，而泰拳屬於橫練，出拳發腿，使膝用肘發力流
暢，力量展現極為充沛，是一門傳奇的格鬥技藝。 

※註：在芭達雅遊玩時導遊常會推薦一些自費活動，如您無參加，導遊或領隊或助手將會依照當天行

程安排，就近安排讓您休息或送您先回酒店。  

景 點：古城 76府 THE ANCIENT CITY BANGKOK 76 、皇家花園廣場 、魅力泰拳秀  

餐 食：早／飯店內早餐  午／發餐費 100銖  晚／金寶烤鴨風味餐  

旅 館：芭達雅精品型 A-ONE THE ROYAL CRUISE HOTEL 或 HOTEL J PATTAYA 或 

AIYARA GRAND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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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長的海岸線～清澈的海水～藍天白雲～多彩多姿的娛樂～全都在 PATTAYA！   

芭達雅、夢幻水陸歡樂遊(水上滑板+噴射式水上摩托車+香蕉船+島上遊樂設施+沙灘足球+沙
灘排球+象棋+飛盤+飛鏢+撲克牌+麻將+水球+沙灘躺椅+雙人獨木舟+乒乓球+浮游+蛙鏡)、3D

立體美術館、暢貨中心購物趣 

今天放輕鬆、享歡樂 

【來玩泰嗨森】★ 夢幻水陸歡樂遊  

搭乘快艇沿海拍浪”直飛”海上浮檯，「水上滑板」大夥兒先嗨翻天。接著是水上活動「海上香
蕉船」，前後起伏橫繞擺動。本公司特別指定使用，安全性能最高最持穩的「噴氣式水上摩托
車」（三項活動限每人一次，不得轉讓或退費）。再登上星月島這海岸長達 2000公尺，白雪
般的細沙長灘，湛藍海水、蔚藍天空伴著新月般的海灣，彷彿一條白皙無暇的象牙；橫臥在海

沫拍岸的灘邊。雙人獨木舟！在安全纜繩內大夥搖槳呼櫓隨波擺盪，或打個滿天花雨的水仗；
多痛快多沁涼多消暑；這是全芭達雅目前最夯的活動！陽光海水沙灘歡喊；好不痛快！好不愜
意！大家可以在海岸旁自由活動，或游泳、漫步、浮游或使用俱樂部設施來個沙灘排球、足
球、網球、乒乓球等。島主還為了響應本國國粹，特地擺了幾桌麻將，海島上玩國粹；挺新鮮
的。海洋風氣息的沙灘上，慢慢享受日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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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泰好拍】◎ 3D立體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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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拚泰過癮】◎ 暢貨中心購物趣  

在這裡您可看到各式各樣的商品，有泰國當地的、亦有各國的名牌，若想買到好東西當然要比
較一番拉，多看幾家準不會錯的！  

晚間您可自費參加芭達雅夜晚的各項精彩表演活動。 

※註：在芭達雅遊玩時導遊常會推薦一些自費活動，如您無參加，導遊或領隊或助手將會依照當天行

程安排，就近安排讓您休息或送您先回酒店。  

景 點：夢幻水陸歡樂遊 、3D立體美術館 、暢貨中心  

餐 食：早／飯店內早餐  午／泰式風味餐  晚／花雕雞傳奇(沙蜆鍋+澳門骨煲+香蕉蛋餅+

啤酒飲料暢飲)  

旅 館：芭達雅 VILLA型  SEA TWO POOL VILLA 或 THE ZIGN PREMIUM VILLA  或同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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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悠活之旅   

芭達雅、VILLA內自由活動、七珍佛山、神奇顛倒屋、四方水上市場＆體驗搭乘手搖舨船、
泰國風情園潑水體驗、CENTARAL FESTEVAL 旗艦百貨逛街樂、特別安排★海景自助餐(新
鮮龍蝦+美味生魚片+棒棒叫生蠔+現烤多汁牛排+大頭蝦通通吃到飽) 

早餐後，專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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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泰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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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就可以得到一萬泰銖。等你來挑戰喔！ 

【就是泰好買】◎ 四方水上市場＆體驗搭乘手搖舨船  

結合農村文化藝術元素，融合鄉村文化木雕風格的複合式水上市場，佔地 36800平方公尺。
有別於傳統丹能莎朵 歐式水上市場的長途拉車距離及其物價都以外國人價位喊價，四方水上
市場對觀光客而言不但更具特色，所售物 品的價格也都是以泰國人當地的售價，非常便宜！
對於喜愛泰國特色紀念品及小吃的遊客，這裡可是必遊之地 唷！各種泰式水上建築在迂迴的
河道上，安排旅客體驗搭乘手搖舢舨船，悠遊穿梭在水上五金商貨水果雜項商 家，期間或有
民俗傳統舞蹈笙歌，木雕藝術敲打聲，好棒的巧思，把泰國傳統文化展現的是如此多嬌。 

【PLAY 泰趣味】◎ 泰國風情園潑水體驗  



泰國風情園，除了最具傳統文化舞蹈表演外，最令人期待的就是泰國節日潑水節，準備來場潑
水大戰，觀光兼具文化傳承，不錯的創意。 

【來逛泰好買】◎ CENTARAL FESTEVAL 旗艦百貨逛街樂  

目前芭達雅最新的時尚百貨公司。自從 CENTRAL FESTIVAL開幕後大大的重創了其他的

SHOPPING MALL，中央百貨最大的特色是擁有自創品牌，女生最愛的華歌爾、黛安芬等內
衣，這裡也比台灣便宜了三到四成，空姐最愛的曼谷包 NARAYA 芭達雅總店也設在這裡。從
地下 1層到地上 6層樓，除了購物區，中央百貨還另外設置了休憩區，並提供宅配到府和購物
諮詢等免費服務。百貨公司內還有電影院、夜光保齡球館、書局、咖啡廳、速食店、餐廳等，
提供完善的休閒空間，B1的美食街集合了各式泰式小吃美食，點餐前別先忘了到櫃檯買張儲
值卡才能點餐。 

餐後，您可選擇去 disco狂歡一番或者去看一些表演，替您留下最美好的一夜… 

※註：在芭達雅遊玩時導遊常會推薦一些自費活動，如您無參加，導遊或領隊或助手將會依照當天行

程安排，就近安排讓您休息或送您先回酒店。  

景 點：七珍佛山 、神奇顛倒屋 、四方水上市場 、泰國風情園 、CENTARAL FESTEVAL旗
艦百貨  

餐 食：早／飯店內早餐  午／飯店內享用或泰式風味餐  晚／海景自助餐+龍蝦吃到飽  

旅 館：芭達雅 VILLA型  SEA TWO POOL VILLA 或 THE ZIGN PREMIUM V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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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曼谷   

芭達雅→曼谷(約 145km) 特產巡禮、亞洲最大複合式河畔觀光市集 ASIATIQUE 

很多朋友到了泰國常會指定要買一些伴手禮送給厝邊頭尾，但除了知名必敗的曼谷包之外呢…

當然少不了凡來過必買的泰式零食囉！所以揮別多彩多姿的芭達雅後，於回曼谷的途中司機大
哥會在高速公路旁土產店稍停一下，讓您方便多參考選購，這裡還有貼心的包裝服務喔！ 

【添添泰貴氣】◎ 國際珠寶展示中心  

泰國寶石佔世界寶石業百分之四十，也是世界前五大寶石出產國之一，推薦最壯觀的珠寶中心
讓您大開眼界。擁有國際公信力 ISO，TGJTA，TAT三大機構認證的珠寶平台以及泰國公平
交易委員會的監督。為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泰國珠寶首飾業近年積極加強設計創意能力並發展
品牌，目前已發展為結合珠寶首飾、紡織品服裝、鞋類皮革等於一體的時尚製造產業，館內還
附設南部盛產橡膠樹所製作成的多樣時尚特色小物，以及乳膠系列寢具可選購。此外甜美滋潤
的燕窩，也是泰國特產之一，愛美的女人一定不能錯過。到這裡除了驚歎寶石的美，更可發現
設計美學的大膽突破，以及燕窩的好滋味！ 

【發現泰稀有】◎ 皮件展示中心  

沒時間去歐洲買皮件？現在到泰國就能了解當今歐洲、香港最暢銷的皮件新款式囉!泰國是鱷
魚皮、珍珠魚皮最大產地，珍珠魚的名稱是以其形狀而取名的，其背部從頭至尾長滿如細石般
的珠砂，堅硬如石。珠砂經磨光後呈白色，有如一串珍珠般煽然閃爍。還有鱷魚皮、大象皮、
蛇皮…等精心設計的皮件，可說是皮革製品的小型展館。 

【非常泰厲害】◎ 毒蛇研究中心  

亞洲最大的毒蛇研究中心，園內收集各類數以千計的活毒蛇可供研究和觀賞，且全世界的毒蛇
研究所中規模僅次於巴西，排在世界第二位。在這裏遊客能觀賞到毒蛇和飼養員交鋒以及飼養
員從蛇的毒牙上提取毒液等精彩表演，也為您介紹毒蛇的功能與野外遇蛇急救之方法。 

【來逛泰尋寶】● 亞洲最大複合式河畔觀光市集 ASIATIQUE  

Asiatique於 2012年五月開幕的超大型夜市，這裡前身可是五世皇時代非常重要的港口，開啟
促進泰國經濟繁榮功臣之一，原本的商業輸紐，也有衰落的一天，隨著時代轉變，Asiatique

一面緊鄰著昭披耶河，一面是 Charoenkrung路，佔地非常廣大，裡面一共分為 10個區。 

面臨 Charoenkrung路這邊是 1-4區，中間為 5、6區，面臨碼頭的是 7-10區，旁邊則是廣大
的停車場。1-5區最外圍多是泰國連鎖知名餐廳，像是 MK、KFC、以及和知名日式 Nikuya吃



到飽餐廳等，裡面則規畫成一間間的小店鋪，賣的東西總類繁多，有大家最愛的曼谷包
NARAYA、衣服、鞋子、包包、民俗藝品、零食舖、個性商店等。 

Asiatique把原本的碼頭和舊倉庫樣貌保留下來，重新設計包裝，搖身一變成為集合吃喝玩樂
於一身的觀光夜市，不但把原本的碼頭賦予了新的生命，吸引了人潮，也讓這個老城區注入了

新的活力，就像浴火重生的鳳凰般能再次翱翔天際！這也是一個很成功的都市更新案例！ 

景 點：國際珠寶展示中心 、皮件展示中心 、毒蛇研究中心 、河畔觀光市集 ASIATIQUE  

餐 食：早／飯店內早餐  午／皇家御廚火鍋餐或泰香樓風味餐  晚／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第 

6 

天 

再見曼谷   

機場 台北 

揮一揮手說該是說 bye bye，我們期待與您再一次邀約。飛回台北溫暖的家，相約下次同遊，
結束此難忘的泰國之旅。 

餐 食：早／機上輕食  

旅 館：溫暖的家   

備註 

★１：報名前溫馨小提示★ 
1-1：本行程報價僅含「旅遊責任險」，但未含泰國簽證、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1-2：本行程購物點為：珠寶展示中心、皮件店、蛇園。每個購物點停留時間約 60~90分鐘。 

1-3：本行程「單人房差」費用為新台幣 6,500元。 

1-4：未滿２足歲之嬰兒費用為---元，以上費用已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旅遊責任險」，但不含

泰國簽證新台幣 1,200元、行程餐食且不佔機（車）位；行程中景點、秀場（除有年齡限制外﹞等亦

可入場但不佔座位，另可不必支付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提醒旅客須自行準備嬰兒餐食。 

1-5：為安全起見，行程若有[按摩]或[SPA]，16歲以下旅客恕不包含，亦不可轉讓或退費，更不建議參加任

何相關自費活動。 

1-6：本行程報價限適用於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非本國籍旅客每人需加收新台幣 4,000元，本公司

並保留最終承接訂單與否之權力。 

1-7：本行程最低成團人數為 10人（含）、最高團體人數為 40人（含），當地配備專業導遊解說行程，10

人（含）以上另派台灣專業領隊隨團服務。當參團人數未滿 10人時，本公司可徵求旅客同意將團體

更改為［迷你小團］型態照常出發，台灣無領隊隨行服務，但當地仍配備專業導遊進行解說及服務。

請注意，本公司系統顯示之「可賣」係指機位剩餘數量且將依航空公司供需或旅客取消而有增減變

化，「可賣」數量非最終成團人數。 

1-8：本行程未包含並建議每名旅客支付「台灣領隊＋當地導遊＋當地司機」之小費，六天共合計新台幣

1,200 元整。倘若為「迷你小團」之情況，仍建議旅客依上述建議小費金額給予鼓勵。 

1-9：本行程為顧及旅客之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於團體進行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建議您另行選購本

公司其他自由行套裝商品。 

1-10：行程景點、水上活動、食宿均包含於行程費用中，如自行放棄均無法退費或轉讓他人使用，而安全措

施及操作程序由領隊及導遊在外站詳細告知，請旅客務必遵守。 

1-11：行程所示之飯店、景點、餐食等圖片為本公司自行拍攝或官方網站提供之檔案，實際情況以現場呈現

為準，本公司網站所提供之圖片僅供參考。 

1-12：有特殊餐食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國定假日）通知承辨人員，以便立即為您服務處

理，並以實際回覆為準。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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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本行程乃以團體為報價模式，所有機票、餐食、景點、住宿、車資等成本費用並無兒童、年長者或其

他特殊身份之優惠，亦不適用於上述元件各自推出之針對個別旅客所進行之優惠活動；詳細售價與特

惠方式以各行程標示為準，本公司不再進行任何退費與折扣。 

1-15：旅遊本為增廣見聞與體驗和平日不同之生活經驗，東南亞各國餐食、住宿、水質、交通、氣候、巴

士、風俗依各國觀光發展程度各有不同。建議各位旅客報名前適時瞭解當地狀況並入境隨俗，避免與

期待認知產生極大之誤差。另各旅遊地區景點與食宿皆為全球旅客所共享參觀之權益，本公司團體行

程無法迴避您所顧忌的任何國籍、種族、宗教之其他旅客，請您支持與體諒。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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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飯店之溫馨小提示★ 
2-1：行程飯店所使用之房型除行程特別載明或旅客特別需求，正常以提供各飯店之標準房型為主。 
2-2：旅客需求一大床或二小床、高或低樓層、吸煙或禁煙房、非邊間或連通房等等特殊需求，在不升等房型

且不增加售價之前提下，且最終之情況需於飯店現場辦理入住時使得確認，尚祈鑒諒。 
2-3：單人房差說明～上述名詞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房之價差」。由於國外團體或自由行通常是以「兩人

一室」為報價基礎，假設您為享有較隱私之住宿品質而欲單人入住一間房，需補貼之價差則稱之「單
人房差」。所入住之房型則以行程表所載明之房型為準。 

2-4：團體旅客若為單人或經分房後落單且不需指定單人入住一間房，則由本公司安排同性別團員或領隊同房
（恕無法指定）。迷你小團型態若經分房後為單人一間，旅客仍須補足單人房差費用。 

2-5：大部份飯店在入住時會收取「入住保證金」（可支付現金或信用卡），收取之金額依各飯店規定為準。
團體行程將由領隊及導遊協助您統一處理。但若為迷你小團或自由行之旅客，住房期間若無他費用產
生，退房時務必記得取回現金或銷毀信用卡簽單，以便確保您的權益。 

2-6：大部份飯店並無「三或四人房型」，旅客若選擇加床，全球飯店幾乎都以統一型式之折疊床為主（台灣
業者所慣稱之行軍床），且每間房基於房型與消防安全為由，最多僅能加一張床。(※註：部分飯店
之基本房型不提供加床服務，如旅客有加床需求，煩請事先告知業務。) 

2-7：若您的最終分房為１大人＋１兒童（或嬰兒），為顧及其他旅客之住宿品質與權利，恕不接受兒童不佔
床之訂單需求，若另一旅客為嬰兒，大人則需支付「單人房差」。 

2-8：各飯店是否提供盥洗用品、吹風機、WIFI上網、熱水器等等皆有不同服務規格，因此仍建議您攜帶慣
用之個人衛生盥洗用品與電器，或根據最終說明會資料洽詢您的服務人員或領隊。 

2-9：行程中若包含飯店內早餐，餐食及服務（例如管家烹煮服務）則依各飯店所提供之內容為準。 
2-10：行程所標示飯店等級以當地認證為準，部份設施、服務、環境可能與國際星等飯店有些微落差。如有

須加強服務之處，可洽飯店服務人員或領隊、導遊協助。 
2-11：團費未含飯店內各項迷你吧商品、有料（付費）電視、客房服務、自費設施等項目。另旅客若毀損、

遺失飯店內之用品，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任，旅客須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３：機票之溫馨小提示★ 

3-1：兒童定義為「回程搭機日」２足歲（含）以上、未滿１２歲之旅客。 

3-2：嬰兒定義為「回程搭機日」未滿２足歲之旅客，且不列為團體人數。 

3-3：團體機票正常情況並無兒童之機票價差，嬰兒則請參考各行程售價。 

3-4：本行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故無法累積哩程、優先選位更改航班及日期、退票、更換旅客。 

3-5：由於團體機位座位安排統一由航空公司以姓氏之英文字母順序排定，可能造成您與同行之親友座位不相

連之情況，團體行程則由領隊協助您進行與其他團員更換之動作，迷你小團或自由行旅客則請自行與

其他旅客協調。領隊進行座位更換時，可能造成變更您原始座位，請您支持與諒解。 

3-6：請於班機起飛前二小時抵達機場與領隊會合，並自行考量交通狀況提早出門。另請務必於航空公司所規

定時間內抵達登機閘口，以免錯過航班起飛時間。 

3-7：各航空公司針對孕婦搭乘的規定不一，一般懷孕三十二至三十六週須請產檢醫生填寫航空公司之專用診

斷書，三十六週後須醫護人員同行搭乘或禁止搭乘，詳情請洽您的客服專員，我們將為您查詢最新訊

息。 

3-8：台灣出發航班行李規定，一般每人以拖運一件且不超過 20公斤為原則，若超重時旅客須自行負擔超重

費用，詳細費用依各航空公司規定為準。 

 

★４：行程之溫馨小提示★ 

4-1：為求安全起見，請再進行所有水上活動時全程穿著水上救生衣；如有感到身體不適，可選擇不參加，並

請告知領隊及導遊，謝謝合作。 

4-2：如遇景點之部份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因維修或其他因素而關閉之情形，旅客不得對於該關閉之遊樂設

施或展覽項目請求權利。 



4-3：本公司保留因當地氣候、交通、航班、罷工、訂房狀況或其他因素而針對景點、餐食、住宿或其他行程

內容進行前後順序調動之權利。 

4-4：建議您可根據行程內容自行攜帶泳衣帽、珊瑚鞋等用品，另若有浮潛行程時，本公司免費提供公用浮潛

用具，但您若有個人衛生考量，建議您可自行準備。 

4-5：團體所使用之餐食與餐廳基本上以行程內容所標示為主，因此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素食），菜色會較

正常餐食少及簡單，建議旅客可備素食泡麵或罐頭以備不時之需。 

4-6：行程合菜餐食，當同一團之旅客人數（不含領隊及導遊）為 8-12人（一桌）、13-23人（兩桌）、

24~31人（三桌）、32~40（四桌）、41~50（五桌）；實際桌數與菜量依當團實際用餐人數而定。 

4-7：若為迷你小團時菜量依人數而定，2-3人（四菜）、4-5人（五菜）、6-7人（六菜）。 

 航班參考：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長榮航空 BR201   桃園國際機場  09:40  曼谷 12:35  

長榮航空 BR206   曼谷  01:30  桃園國際機場 06:10  

自費活動參考 A：危險 B：一些危險 C：安全 

城市 節目名稱 簡介 費用（泰銖） 備註 危險 

芭達雅 藥草熱敷按摩 

★藥草熱敷按摩+養生茶 

活動時間： 約 120分鐘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特別說明： 最低人數 5人  

$1000 

依行程順暢度，視

狀況安排； 

不接受１６歲以下

小孩。 

(因擔心骨骼還在成

長階段)  

B 

芭達雅 

STAR DICE 
DISCO PUB 

含一杯飲料 

★舞台 VIP席+汽水或啤酒每人

乙瓶。 

活動時間： 約 60~180分鐘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特別說明：21:30開始營業； 

最低人數 5人 

大人 $800 

小孩 $800 

依行程順暢度，視

狀況安排； 

未成年午夜 12:00

點以前要離場。  

B 

芭達雅 

BIG EYE三

合一秀或 699

6秀 

★當地特色成人綜合表演節目，

三種不同表演。 

活動時間： 約 50～60分鐘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特別說明： 最低人數 5人  

$1000 

依行程順暢度，視

狀況安排； 

未滿１８歲禁止參

加。  

C 

芭達雅 帝王宵夜餐 

★紅燒砂鍋魚翅 ★椰子燕窩 

活動時間： 依個人享用時間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特別說明： 最低人數 5人  

$1000 
依行程順暢度，視

狀況安排  
C 

芭達雅 
信不信由你博

物館五合一 

★信不信由你博物館+動感電影

院+驚險尖叫鬼屋+夢幻迷宮探險

+明星博物館。 

活動時間： 約 120分鐘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特別說明： 最低人數 5人 

 

大人 $100

0 

小孩 $100

0 

依行程順暢度，視

狀況安排  
C 



芭達雅 泰國風情園 

★換上花花綠綠的服裝，欣賞著

泰國傳統民俗舞蹈表演，之後隨

著音樂開始體驗泰國潑水節活動

的樂趣、還有放水燈祈福唷！您

不可錯過的活動！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特別說明： 最低人數 5人  

大人 $800 

小孩 $800 

依行程順暢度，視

狀況安排  
B 

芭達雅 大魔鏡魔術秀 

★以“魔術與科技藝術”為主題的

高科技展覽與表演劇場，有極高

的教育啟發性和娛樂性，屬於老

少咸宜參觀欣賞的綜合藝術表演

節目。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大人 $800 

小孩 $800 

依行程順暢度，視

狀況安排  
C 

★簽証之溫馨小提示：★ 

泰國觀光簽證準備資料： 

1.護照正本-須具六個月以上有效期。(落地簽要七個月以上效期) 

 (僑居身份者,需有效之入出國許可，需附僑居證明正、影本(持大陸護照需影本３份) 

2.二吋彩色白底近照１張-六個月內近照。(持大陸護照需３張)(學士照不收) 

  ※附註：照片一定要大頭，同護照規格相片，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 3.2-3.6 公分。 

3.中華民國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１份。(持大陸護照需影本３份) 

  ※附註：持外國護照申請者需準備機票正本(或電子機票),且附正影本各一份(確認位子後要有票號) 

          (泰國可辦理落地簽,但等候時間較長,非必要請在台灣先辦理) 

 

＊泰國觀光免簽證國家:(觀光目的)(請查詢 http://www.mfa.go.th/main/en/services/123/15396-

Tourist-Visa-Exemption.html) 

持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歐洲聯盟國家及之護照者，前往泰國觀光免簽證，僅須持有效護照，最長可於泰國停留

30 天。 

＊持＜香港＞護照分四種： 

 1.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ssport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可 30 天免簽證 

  2.British Narional Overseas －－＞需辦泰國簽證 

  3.Certificate of Identity   －－＞需辦泰國簽證至護照效期滿為止 

  4.Document of Identuty      －－＞需辦泰國簽證 

 

 

 

 

 

 

 

＊特別注意事項:1 若出身地為(越南,高棉,寮國)者,申請簽證注意如下: 

               #非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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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工作者~需附上: 

              A.戶籍謄本(六個月內有效)  

              B.公司執照影本 

              C.需一年以上的公司在職証明(需英文打字)內容需註明本人擔任的職位,年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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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本人自行辦理) 

＊雙重國籍國人注意事項： 

 1.泰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國人倘同時持有中、泰兩國護照，入境泰國或我國時仍宜以泰國護照入境。  

  2.雙籍華僑擬持我國護照返國入境，可於出境時申請在外國護照補蓋入出境章，惟須符合下列要件： 

   （1）中、泰兩本護照均有效且資料相符。 

   （2）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所持外國護照來台有效簽證許可停留期限，無簽證者須符合免簽證國家人民及停留未逾十

四天之規定。 

   （3）需自同一機場或港口入出境，並限加蓋當次入出境查驗章戳。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台北市松江路 168 號 12 樓 (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 

  電話：02-2581-1979     網址：www.mfa.go.th 

  傳真：02-2581-8707     上班時間：上午 09:00-下午 17:00 

價格參考  特惠 應付訂金： $5,000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 小孩加床 嬰兒 

參團費 $9,999 $10,999 $9,999 $10,999  

簽證費 

 

不包簽證費 $1,200 

機場稅 

 

不包稅燃 $3,000 

備 註 

 

(1)持【單本】外國護照者或外藉人士(不含泰國籍) 需加收 NT4,000。 

(2)此行程不含稅燃；需另加價 NT3,000/人。 

(3)此行程不接受包團、JOIN、嬰兒及其他特殊團體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