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日：2/1.8.19

2/25
3/11
4/3.5
2/23 3/2.8.16.23.29
4/12.19.26 5/3.10.17.24.31

團費：每人／NT26,100
團費：每人／NT23,500
團費：每人／NT31,400
團費：每人／NT24,200
團費：每人／NT24,200

起
起
起
起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及簽證費)

曼谷帝寶 55 酒店 LET'S RELAX SPA 60 分鐘

或安排曼谷五星艾美皇家酒店精油按摩 60 分鐘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芭達雅航海王半日遊

綠山動物園：園內飼養有 300 種、8 千多隻動物，搭乘遊園車參觀園區，除遠距離的觀賞各種變色龍、猴類、犀牛、大象
等奇珍異獸，更可近距離餵食梅花鹿、長頸鹿等動物。

芭達雅冰雕奇緣

芭達雅洋人街

芭達雅古羅馬城人妖秀

曼谷新開幕潮牌 SHOW DC 廣場

乙晚住宿曼谷五星帝寶 55 酒店

或 艾美皇家酒店

或

曼谷艾美酒店

芭達雅安排四星酒店住宿 3 晚
★特別說明：以上圖片來源皆為各酒店官網，各酒店房間以當地實景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839

高雄

曼谷

14:40

17:20

第五天

CI840

曼谷

高雄

18:35

23:0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高雄曼谷芭達雅泰式按摩(2 小時)

本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辨理登機手續，搭乘客機飛往泰國首都～曼谷。續往有《東方夏威
夷》之稱的渡假聖地～【芭達雅】。
【泰式古法按摩】(約 2 小時)：泰國古式按摩與中醫的推拿相近，經常按摩穴位也會舒筋活絡，特別
安排兩小時的療程使你強身健體而且神清氣爽。
註：16 歲以下貴賓恕不包含，孕婦不建議體驗此項按摩活動，我們將安排享用果汁或飲料乙杯，並請您在大通舖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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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敬請自理／午餐：機上簡餐／晚餐：魔幻森林泰式餐

住宿：AIYARA GRAND 或 HOTEL J 或 TRIO 或 SN PLUS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芭達雅航海王天使騎兵探險號(快艇來回+海中吊床+獨木舟+船上滑梯+海釣+海上跳跳

床+海上蹺蹺板+船上 BBQ+飲料暢飲)

皇家花園 5 合 1(信不信由你博物館+4D 動感電影院+鬼屋+迷宮+小火

車打鬼樂)～美軍洋人徒步街芭達雅

一早我們先搭乘快艇，乘風破浪，觀看大海美景，心情頓時海闊天空～接著再到我們的海上航海王天
使騎兵探險號，今天我們位各位準備了一連串精彩的活動(可以自由挑選參加)
1.船上滑梯：小時候回憶溜滑梯都應該是在陸地上，想不到在海中間也可以溜滑梯，好刺激啊!!!
2.船上吊床：您以為吊床只能綁在樹上嗎?我們讓您可以替驗躺在海中的吊床!在海中躺著，海風徐徐
吹來，不知不覺還有可能會睡著。
3.獨木舟：準備的各種顏色的獨木舟，可以讓您乘著獨木舟，在大海中尋找各式各樣的私房景點
4.海釣：在這片美麗的大海裡頭孕育著很多魚，我們為各位準備了釣竿，讓各位試試手氣，也看能不
能釣到新鮮的魚上來加菜。
6.海上跳跳床：跳著高高的跳床，一躍而上，眼下是藍沉沉的大海，刺激感瞬間加倍，這也是在其他
地方玩不到的喔!
7.海上蹺蹺板：跳跳床已經玩過了，接著來個海上蹺蹺板，除了為了回味小時候才有的蹺蹺板遊戲，
這也是另一種體驗，在大海中玩蹺蹺板～～美人魚都羨慕您了。
註：此騎兵探險號行程需搭乘快艇接駁，基於安全性考量，船家有權拒絕較年長的旅客搭乘快艇及從事水上活動項目，故
孕婦及 60 歲以上的參團旅客，為顧及您的安全，須於出發前放棄此行程，則退費 NTD600，另由領隊或導遊人員安排午
餐，不便之處，請見諒。

【皇家花園廣場 5 合 1】：為芭達雅較早期的複合式商場，不僅有商店、餐廳還有遊樂設施，Royal
Garden Plaza 還是在觀光界有一席的地位，銷售的品牌較為平價，光是外觀就很吸引人，因為竟然有
飛機撞上這棟百貨公司！大部分觀光客來此是為了 3 樓的遊樂設施，遊樂設施 5 合 1 等設施項目，
分別為:
• 真人鬼屋
• 鏡子迷宮：在鏡子迷宮裡，四面八方都是鏡子，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迷路了呢～
• 4D 動感電影
• 信不信由你博物館
• 小火車打鬼樂
或是可自由逛街購物挑選您喜愛的 Levis 牛仔褲、Naraya 曼谷包及名牌內衣，各種特色的手工藝品，
還有裡除了販買泰國的特色小物，還包括 Lacoste、Puma 的經典鞋款或華歌爾、黛安芬等精品內衣，
五花八門、無所不包。
【美軍洋人徒步街】：這裡是芭達雅夜生活的特定區，各式各樣的仿名牌攤販，物美價廉，另外還有
眼花撩亂的紅燈區、誘人的 PUB 等，因人多地雜，請勿單獨行動，並小心身邊的證件及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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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船上簡餐+自釣海鮮烹調／晚餐：金寶烤鴨合菜 或 酒店內合菜
住宿：AIYARA GRAND 或 TRIO HOTEL 或 HOTEL J 或 SN PLUS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國民族村)

芭達雅冰雕奇緣(含飲料一杯/人) 四方水上市場泰國風情園潑水體驗(泰
古羅馬 COLOSSEUM 人妖秀芭達雅

【冰雕奇緣】
：2016 年開幕的冰上世界，一進入裡面就彷彿就響起 LET IT GO 的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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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冰宮後，請小心地板滑)，裡面迎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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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有各式造景，可以讓大家盡情的在裏頭拍照。
貼心為各位貴賓安排的飲料乙杯，但這杯子可是用冰塊打造的，請大家在 1 分鐘內喝完，要不然他就
結冰。在出口處有一個杯子山，可以把杯子丟在那邊砸破，像老外喝酒後，會砸杯子一樣的儀式，多
麼澎湃好玩。
【四方水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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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0
平方公尺。各種泰式水上建築在迂迴的河道上，穿梭在水上五金商貨水果雜項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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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風情園潑水體驗+最新泰國民族村】
：園區內豐富的呈現泰國當地的傳統民俗特色及風情文化，
最有名為潑水節及水燈節，潑水節對泰國人來說就是個最歡樂重大的新年節日，在準備開始祈求新的
一年好運，園區內更貼心的為您準備當地的泰國傳統服飾供您使用。只有在這裡才能真正體驗到如此
特別的活動表演，把當地文化風情用表演的方式介紹的淋淋近致，讓大家深深的體驗，精采的傳統民
俗歌舞表演，足以讓你留下深刻印象，撼動人心。特別保留泰國少數六民族的傳統文化, 生活習慣.民
族建築風格及傳統代表的舞蹈表演。
【羅馬競技場人妖秀】：仿羅馬神鬼戰士鬥獸場外觀，廳內歐式巴洛克裝潢；亮麗典雅。在芭達雅人
妖秀場場爆滿下，風光開幕。耗資無數讓結婚男人後悔、女士自卑的表演，常讓中外旅客讚賞不已。
可看性高，節目結束後，您可自付小費與人妖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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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FOOD PARK 泰式小吃自助餐／晚餐：南洋辛香鈣骨海陸秘製鍋+養身蝶豆花蜜茶
住宿：AIYARA GRAND 或 TRIO HOTEL 或 HOTEL J 或 SN PLUS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芭達雅綠山國家公園(含遊園車+動物餵食) 曼谷酒店精油 SPA(60 分) 全

新開幕 Show DC 韓系潮牌百貨曼谷五星酒店
【綠山國家動物園 KHAO KHEOW】：飼養有 300 種、8 千多隻動物，我們會安排搭乘遊園車參觀園
區，除了遠距離的觀賞各種變色龍、猴類、牛羚、犀牛、大象等奇珍異獸，更可近距離餵食梅花鹿、
河馬、長頸鹿等動物，讓每個人都充滿著有趣又新奇的感受。
註：提醒您，遊園時請聽從導遊及解說員的交待，勿驚嚇野生動物。

【若住在曼谷帝寶 55 酒店則安排 LET'S RELAX SPA(60 分)】：在泰國多個獲獎的 Let's Relax Spa。

Let's Relax 是一個精品日間水療中心，包括熟練和訓練有素的治療師，優良的服務以及衛生保證。
【若住在艾美酒店則安排酒店內芳療館精油 SPA(60 分)】：每種水療密切個性化到你的血型。叫做
Immunetra，這種定制過程有助於刺激你的免疫系統，緩解你的緊張，使你心境平和。
註 1：16 歲以下及不參加者改以恐龍星球樂園替代(恕不退費)。
註 2：芳療師及空間有限,如預團體人數多無法一次容納,將分配時段進行,敬請配合。
註 3：如遇酒店 SPA 預約客滿時，則改到泰國知名連鎖【HEALTH LAND SPA】
，這家知名的 SPA 店成立於 1999 年，是
泰國首屈一指的品牌。因為認真重視客戶服務的細節，有優雅的設備和師傅純熟技巧，在泰國已有 9 家分店，我們特別安
排了精油按摩 90 分鐘的療程。

【SDC 綜合商圈娛樂中心】：坐落於 Chaturathit 路，佔地 4.3 公頃的土地，其中包括在韓國以外全
世界最大的「K-town」
（韓國城）
。作為泰國第一家綜合購物娛樂中心，帶來嶄新的購物享樂概念，結
合了大型娛樂設施與多樣化的購物餐飲商家。目標是打造泰國成為區域購物及娛樂之都，遊客將能享
受最棒的購物、美食及文化饗宴。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SAVOEY 泰式合菜／晚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住宿：GRANDE CENTRE POINT SUKHUMVIT 55 帝寶 55 酒店 或 LE MERIDIEN 艾美酒店 或 THE ATHENEE
HOTEL BANGKOK 皇家艾美雅典娜廣場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曼谷參拜四面佛世貿百貨中心(自由逛街) 機場高雄

【四面佛】：首先到一旁的櫃檯買香柱及花環一份，只要 2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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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完成。
【世貿百貨 CENTRAL WORLD】：耗資 260 億泰銖所建立的複合式購物商場，位於曼谷最熱鬧的商
圈地段，主打年輕、休閒與時尚路線，擁有許多深受年輕人喜愛的平價品牌及知名的泰國設計品牌，
堪稱全曼谷最大型的複合式商場，特別安排您可在此自由逛街。隨後前往蘇汪納蓬國際機場，由專人
協辦離境手續後搭機返國，結束此次的泰國之旅。
註 1：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當地交通狀況為準。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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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貴賓們諒解。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老山東中式合菜／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自 費 活 動:
地點

行程名稱

泰國芭達雅

泰式指壓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泰國古式指壓 2 小時

幣別：泰銖

活動時間： 2 小時

大人：500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 全身按摩 註:按摩小費請自理

小孩：16 歲以
下不適合

特別說明： 最少 5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
營業時間： 晚上
正統的泰國古式按摩，再加上含有特殊中藥草包為您舒壓
活動時間： 1.5 小時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泰國芭達雅

草藥按摩

費用包含：

此收費為原已行程若含泰式指壓，外加藥草按
摩 註:按摩小費請自理

特別說明： 最少 5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

幣別：泰銖
大人：1000
小孩：16 歲以
下不可參加

營業時間： 午後
您可自費品嚐沙鍋紅燒魚翅及椰子燕窩每人一份
活動時間： 2 小時
泰國芭達雅

沙鍋魚翅+椰子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燕窩宵夜餐

費用包含： 每人 1 份
特別說明： 最少 5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

幣別：泰銖
大人：1000
小孩：1000

營業時間： 下午或晚上
【信不信由你博物館+動感電影院+驚聲尖叫鬼屋+射擊】四
合一的遊樂卷。
活動時間： 約 30 分鐘

泰國芭達雅

信不信由你博
物館四合一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

幣別：泰銖

信不信由你博物+動感電影+驚聲尖叫鬼屋＋

大人：800

魔幻迷宮

小孩：800

特別說明： 心臟病患者及孕婦不宜／最少 5 人以上報名才
可成行
營業時間： 上午 11:00 後
金絲貓秀或猛男秀或泰國浴模特兒秀或成人秀
活動時間： 依個人享用時間
泰國芭達雅

成人秀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 每人一杯飲料
特別說明： 最少 5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

幣別：泰銖
大人：1000
小孩：1000

營業時間： 午後
於 PATTAYA PARK 樓上的旋轉餐廳,有滑樓設施可供膽子
大的人體驗
活動時間： 約 20 分鐘
泰國芭達雅

摩天大樓高空
滑樓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 飲料+高空滑樓
特別說明： 高空滑樓如遇風大或下大雨則無法進行／最
少 5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
營業時間： 白天

幣別：泰銖
大人：600
小孩：600

欣賞耗資千萬的蒂芬妮國際人妖秀，精採表演節目可媲美國
蒂芬妮人妖秀
泰國芭達雅

(一樓座位)或
羅馬競技場人
妖秀 (VIP 座)

際性歌舞秀
活動時間： 約 75 分鐘

幣別：泰銖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大人：1000

費用包含： 觀賞門票

小孩：1000

特別說明： 最少 5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
營業時間： 17:00~22:00(視當天觀眾多寡)
芭達雅夜未眠
活動時間： 約 60~180 分鐘

泰國芭達雅

DISCO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幣別：泰銖

費用包含： 汽水或啤酒每人一瓶

大人：800

特別說明： 最低人數 5 人;未成年午夜 12:00 點以前要離

小孩：

場
營業時間： 營業時間 21:30 開始
魔術師精彩的手法與生動表情吸引著大人小孩的注意
活動時間： 約 1 小時
泰國芭達雅 TUXEDO 魔術秀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 汽水或啤酒每人一瓶
特別說明： 最少 5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

幣別：泰銖
大人：800
小孩：800

營業時間： 10:00~22:30

活動時間： 1 小時

泰國芭達雅

SPA 精油按摩+
草藥熱敷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 美白去角質 SPA
特別說明： 此收費為原已行程若含 SPA，外加草藥熱敷 註:
按摩小費請自理

幣別：泰銖
大人：1200
小孩：16 歲以
下不可參加

營業時間： 白天
長頸族部落村+每人椰子一顆+品嘗熱帶水果

泰國芭達雅

長頸族

活動時間： 視個人參觀時間

幣別：泰銖

報名方式： 請洽當地導遊報名

大人：800

費用包含： 參觀門票

小孩：800

特別說明： 最少 5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
營業時間： 10:00~17:00

 應 備 證 件: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1.04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