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程   內   容 

另類泰國～北砂紅樹林、老鷹搖滾、公主灣、神話奇幻秀５天（含稅簽）  

 

 



 

 



 

 

天數 出發日期-時間 抵達日期-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2020/02/26-10:15 2020/02/26-13:05 TPE/BKK 中華航空 CI831 

第 5 天 2020/03/01-10:55 2020/03/01-15:25 BKK/TPE 中華航空 CI834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 曼谷 綠山國家動物園（全亞洲最大開放式動物

園＋香水椰子一顆） 芭達雅 泰式古法按摩 2 小時 洋人街不夜城探險

之旅 

 
 

【綠山國家動物園】 

這裡有 300 種共 8 千多隻動物，在綠山環抱的大自然中，可近距離觀賞可愛的猴子、長頸鹿，

還可親手餵食梅花鹿。園內現有 50 隻馬來貘，每一隻都有 100 萬泰銖的身價。其他尚有長



頸鹿、河馬、犀牛、鴕鳥、大象、更有可愛的無尾熊 ， 讓您嘆為觀止！ 

※綠山遊園時請聽從導遊及解說員的交待，請勿喧嘩或驚嚇野生動物。 

【泰國古式按摩二小時】 

泰式按摩強調關節、淋巴、尤其是背部與腰部的舒展，對於全身肌肉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現

代人來說，力道重又切中穴位的泰式按摩，能讓您全身放鬆，舒解壓力。 

※註：古式按摩：您可視按摩師的服務品質或專業水準彈性給予小費，約 100 元泰銖左右。 

※註：16 歲以下小朋友團費不包含指壓項目，因此恕無法轉讓或退費，特此說明！ 

 
【洋人街不夜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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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留意隨身物品。 

※註：泰國洋人街因人多地雜，請勿單獨行動，並小心身邊的證件及錢包噢！ 
 

住宿：SN 優佳酒店 SN Plus Hotel 或頂級特色酒店 Signature Pattaya 或艾亞拉格蘭德飯店 Aiyara 

Grand Hotel 或 X2 Vibe Pattaya Seaphere Residence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X 中餐：機上 晚餐：酒店內用合菜 
 

 第 2 天 芭達雅 冰雕樂園 美斯樂小鎮８合一（騎大象＋馬車＋長頸族＋

金三角泰北文化村＋10 多樣水果吃到飽＋3D 博物館＋風情園潑水節＋放水

燈） 舒活美療 SPA（精油按摩 30 分鐘＋蒸氣或烤箱＋養生茶） 四方水上

市場 全新開幕 KAAN 史詩神話奇幻表演秀 

【冰雕奇緣】 

想不到身處南國的芭達雅也能看到美麗雪景呢！在這個《冰雕奇緣》的冰上世界，以特殊材

料做的人造雪景，有飛龍在天、魚躍龍門、天堂樹、可愛雪人等多種造景可以讓您拍個不停

喔！貼心為各位貴賓安排每人飲料一杯，喝完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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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好玩。 

 
【美斯樂趣味 8 合 1】 

來泰國一定要享受兩人騎大象絕妙的情趣，尋幽的同時，伴隨徐徐微風，彷彿泰國君王君臨

天下，怎一個飄飄然了得！來到這裡也可體會出不同的人生旅程，讓您不用到泰北就可參觀

真實的長頸族。另有馬車及 10 多種水果讓您開心吃到飽。 

※註：體驗騎大象：每次付馴象師小費約 20 元泰銖左右。 

 
【舒活美療 SPA】 

整套療程下來讓您充分達到整合身體、頭腦及靈魂，感到脫胎換骨的舒暢，從養生美容的療

程中淨化心靈，享受人生。療程完後還有養生茶，表面的保養外，也要兼顧體內養生，如此

更會讓您感到全身舒暢。 

※註：16 歲以下小朋友團費不包含ＳＰＡ項目，因此恕無法轉讓或退費，特此說明！ 

※註：泰式ＳＰＡ：您可視按摩師的服務品質或專業水準彈性給予小費，約 100 元泰銖左右。 

 
【四方水上市場】 

融合鄉村文化木雕風格的複合式水上市場，各種泰式水上建築在迂迴的河道上，旅客可以悠

哉踅遊穿梭在水上商家，也可自行品味傳統小吃。間或有民俗傳統舞蹈笙歌、木雕藝術敲打

聲，把泰國傳統文化展現的是如此多嬌！在此您可回顧泰人水上傳統生活型態。 

 
【KAAN 史詩神話奇幻秀】 

由泰國傳統神話文學啟發，融合故事、動作、電影特效、舞台表演、高科技技術的 KAAN 

show，是芭堤雅全新的精彩奇幻表演！敘述少年 KAAN 被一本與自己同名的神秘大書吸



引，隨即與神獸 Gabilpuksa 展開一段驚險刺激的冒險旅程！ 

 
 

住宿：SN 優佳酒店 SN Plus Hotel 或頂級特色酒店 Signature Pattaya 或艾亞拉格蘭德飯店 Aiyara 

Grand Hotel 或 X2 Vibe Pattaya Seaphere Residence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金寶烤鴨風味餐 晚餐： M Hotel 海鮮自助餐自助餐 
 

第 3 天 芭達雅 特産乳膠 羅永水果市場 飛躍鷹潭：搖滾老鷹狂想曲

（漂流竹筏水上漂、原野獨木舟） 紅蟳漁村海鮮霸氣吃通海:爆膏紅蟳、海

鮮大蝦、泰式生蝦、魚露炸鱸魚（無限吃到飽）、飲料暢飲 入住公主灣歐式

莊園 

【公主灣歐式莊園】 

莊園坐落在風景如畫的白沙海灣及崎嶇的岩岸，以歐式童話風打造的莊園擁有色彩繽紛的小

房子及仿燈塔，大廳以及客房均以柔和色調打造舒適環境，因此也成為現任十世皇公主陛下

指定入住的飯店喔～ 

 
【飛躍鷹潭：電音搖滾老鷹】 

以紅樹林河川生態園為主題的《飛躍鷹潭》，可一邊吹著涼爽海風、一邊沿途尋找老鷹蹤跡，

這裡有野生成群老鷹翱翔於天空，罕見的壯觀奇景將是此旅程最特別的體驗，並可以最貼近

大自然的方式感受生生不息的活力。 

※註：漂流竹筏請穿戴救生衣。 

 
【紅蟳海鮮霸氣吃通海】 

公主灣所處的漁村以紅蟳著名，在台灣吃蟹講究的人還要準備蟹八件，在泰國漁村一根棒子

就可以搞定，已經敲碎的蟹螯相當容易就剝開，香氣濃郁、鮮甜的蟹肉絲絲分明，別忘了一

定要沾著主人特別準備的泰式海鮮沾醬入胃，持螯舉杯邀明月實為雅事～～ 
 

 

住宿：公主灣歐式莊園 Peggy Cove Resort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公主灣泰式套餐 
晚餐：紅蟳漁村海鮮霸氣吃通海＋飲

料＋卡拉 OK  
 

第 4 天 公主灣 浪漫戀人岬 NOEN NANGPHAYA VIEW POINT（招待榴槤冰

棒） 北砂無際生態公主灣 : 超好拍黃金紅樹林、動力小艇、海景木棧道、

生蠔養殖生態巡禮、三輪車遊老街、招待每人新鮮椰子一顆 愛樂威四面佛

最新觀光夜市：Asiatique 亞洲之星 

【北砂無際生態】 

佔地超過 960 萬平方公尺的黃金紅樹林，具獨特的自然生態，踏上浪漫木棧道，置身在遼闊

的「黃金紅樹林」內，一眼望去，黃中帶綠的水筆仔交織成廣闊的水上草原，彷彿置身在綠

色仙境中，可是超好拍的景點！晨昏時刻，陽光下的水鼻仔被染上一層金色薄紗，相當夢幻！

貼心安排動力小艇尋找水筆仔、松鼠、生蠔在海裡的家，另外安排三輪車遊純樸老街，來顆

冰涼椰子，享受地道的漫遊趣。 

 
【浪漫戀人岬】 

泰國東部最美公路，也是泰國 10 個夢想目的地旅遊景點之一，走上觀景台，憑欄晚眺景色

幽，賞海灣美景，欄杆上都是象徵把 2 人緣份緊緊鎖住的情人鎖。 

 



 
【愛樂威四面佛】 

最富盛名的愛樂威四面佛，無論是求財或婚姻都很靈驗，也是港台明星們的最愛。參拜方式：

四面佛依序是事業、愛情、財運、平安，從正面順時鐘膜拜，每面三炷香。 清楚的告知自

己的姓名、地址及生日並詳細的說出你的心願及還願方式。 

※註：提醒您，參拜四面佛，請在達成願望的同時一定也要記得還願喔！例如：請人跳「還

願舞」或酬送「木雕大象」，依心願大小自行斟酌。 

 
【亞洲之星觀光夜市】 

Asiatique 真是個很棒的新玩樂景點！擁有 1500 多商家，結合美食佳餚、觀光活動及啤酒音

樂季的城市文化生活圈，在此不只有許多精品可逛，還能品味不同的風味晚餐。 

※註：亞洲之星營業時間 15:00～24:00，約 17:30 店家才會陸續開店，此地約停留 2～3 小時，

逛街人潮多，請注意隨身重要物品！ 
 

 

住宿：曼谷阿瑪瑞酒店 Amari Residences Bangkok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綠光森林泰式餐廳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第 5 天 曼谷 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後，整理好所有行裝，隨後前往機場返回甜蜜溫暖的家，結束五天四夜愉快的歡樂渡假

行程。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內 中餐：機上 晚餐：X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 16 歲（含）以下小朋友無論佔床與否，不贈送古式按摩、SPA，亦不可退費。 

‧ 12 歲（含）以下小朋友，若不佔床，則行程中看秀的部分將不提供座位。 

‧泰國煙酒管制嚴格：同一團體如欲購買香煙或酒，應在規定的數量內，各自購買並取得收據攜帶入關，切勿交由同一個

人攜帶，以免被重罰。 

‧本行程安排之購物站：乳膠。 

‧以上所有車程、船程、航程時間僅供基本參考，會因行程次序調動或酒店安排不同或塞車或氣流影響有所調整，特此說

明！ 

‧此為團體行程恕無法接受指定酒店，若遇酒店滿房時，將以其它同等級酒店取代，本公司對同級飯店間之入住選擇保有

最終決定之權利。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本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為顧及旅客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在旅遊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

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迷你小團，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團費說明】 

※泰國天氣炙熱，本公司特別安排給貴賓們每天每人一瓶礦泉水。 

※報價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天 NT$200 元。 

※報價含保險 500 萬履約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購物 1 站-特産乳膠。更改無購物需加價。 

※報價不含國內接送費。 

※兒童不佔床每人優惠價，按大人售價每人減 NT1000 

※指定單人房須 補價差 NT 4,000 

※以上報價僅適用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持外籍護照需另行報價。 

※23 歲以下及 60 歲以上報名人數不可超過半數，若超過半數則價格另議。 



【泰國簽證須知】 

》觀光簽證需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需 6 個月以上效期。若辦理落地簽證，需 7 個月以上效期。僑居身份者，需有效之入出國許可。 

2、 二吋彩色白底大頭近照 1 張（6 個月內近照，照片頭頂到下巴需於 3.2-3.6 公分，審查很嚴格，每人需提供兩支不同

的電話號碼 ）。持大陸護照需 3 張。學士照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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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手機號碼 ( 如無手機，可提供住家電話 )。 

請注意！泰國可辦理落地簽證(泰銖 2000)，辦理落地簽者本身，需另備有 2 萬泰銖等值之現金才可辦理，但等候時間較

長，若非必要請在台灣先辦理。 

》觀光目的免簽證國家： 

1、 持美國、加拿大、紐澳、加拿大、歐洲聯盟國家及菲律賓、越南、印尼之護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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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境/搭乘飛機】 
關於孕婦的搭機～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孕婦搭乘指引(IATA medical guideline 3rd edition)， 確保孕婦和胎兒的安全以及

安全的航空旅行而制訂了懷孕婦女的搭乘標準，敬請留意。搭機適宜與否，請洽詢專科醫師的專業意見。同時請隨附合格

醫師所開立的專業證明文件備查。航空公司有權將根據文件中註明之懷孕期間及懷孕狀態(單胎或多胎、多胎懷孕指雙胞

胎或以上)決定是否能夠乘搭航班旅行。 尤其是多胎懷孕的情況， 患有懷孕並發症(懷孕性高血壓、懷孕性糖尿病、婦

科性出血等)的高危 婦適用另行制訂的標準，特此告知。基於安全考量，航空公司不受理生產後未滿 14 天之產婦登機。 某

些國家對孕婦入境有特別規定，建議出發前洽詢該入境國之辦事處相關事宜。 

1.飛機起飛前至少二小時請攜帶行李及證照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領隊將協助於指定之航空公司櫃檯

辦理登機（CHECK-IN）及出境手續。 

2.托運之行李，請以每人一件交運，交運行李箱大小不拘，宜堅固耐用，不超過 30 公斤者為限。超重將會有加收費用產生，

請自理。 

3.登機隨身自帶行李箱，係輕便隨身攜帶常用物品。尺寸與內容物請遵守航空公司與機場之規定 

4.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5.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並按登機證上說明準時前往登機門登機。 

6.攜帶有價貨幣：台灣出境 

A.台幣:現金不超過 60,000 元。 

B.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旅行支票,匯票不計)。 

7.政府規定自 87.10.01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8.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檢疫須知: 

為了您通關順利，請勿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禁止旅客攜帶的動物及其產品，如: 

活體動物：犬、貓、免、禽鳥、鼠等。 

動物產品：生鮮、冷凍、冷藏肉類及其製品（如香腸、肉乾、貢丸、餛飩、烤鴨等）、含肉加工品（速食麵、雞湯、含肉

晶粉等）、蛋品、鹿茸、血清等生物樣材等，包含已煮熟、乾燥、加工、真空包裝處理之產品。 

新鮮水果。土壤、附著土壤或有害活生物之植物。活昆蟲或有害生物。自疫區轉運之植物及植物產品。 

自 97 年 10 月 1 日起，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如未主動向關稅局申報或未向本局申請檢疫而被查獲者，除處新臺

幣 3,000元以上罰鍰外，如有違規情節重大者並將移送法辦。 

下機至出關途中請旅客主動將動植物產品丟入農畜產品棄置箱，配合檢疫偵測犬隊執行行李檢查。 

旅客檢疫相關規定，可參考網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出入境旅客檢疫注意事項」專區。 

9.為維護飛航安全,自 2007 年 3 月 1日起，凡我國搭乘國際線班機(含國際包機)之出境、轉機及過境旅客所攜帶之液體、膠

狀及噴霧類物品實施管制。 

所有旅客隨身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其體積不得超過 100 毫升，並要放入不超過 1 公升且可重覆密封之透明塑膠袋

內。袋子需能完全密封。 

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奶粉(牛奶)、嬰兒食品、藥品、糖尿病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體膠狀及

噴霧類物品，經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並獲得同意後，可不受前項規定的限制。 

出境或過境(轉機)旅客在機場管制區或前段航程於機艙內購買或取得前述物品可隨身上機，但需包裝於經籤封防止調包及

顯示有效購買證明之塑膠袋內。 

為使安檢線之 X光檢查儀有效，前述之塑膠袋應與其他手提行李、外套或手提電腦分開通過 X光檢查。 

 



【小費說明】 
出國旅遊小費的給予不僅僅是禮貌，更是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由於國外大多數的服務業從業人員為無底薪制，「小

費」即成為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當您「使用」過他們周到的服務後，請給予適當的「報酬」，才不失為一位有禮

的世界公民！ 

以下為建議小費，敬請參考： 

‧古式按摩：您可視按摩師的服務品質或專業水準而彈性給予，約泰銖 100 元左右。 

‧叢林騎大象：每次付馴象師約泰銖 50元左右。 

‧馬車遊中天：每次付馬夫約泰銖 50 元左右。 

‧與人妖拍照：每人每次約泰銖 50~100 元。 

‧行李小費：一間房間一次約給行李人員泰珠 20 元。 

‧床頭小費：一間房間(2人)每天約給泰銖 20 元。 

【入境泰國須知】 

★泰國為杜絕非法打工者入境，依照規定所有入境泰國旅客，須出示在泰期間足夠之生活費，每人身上必需有 2 萬泰幣，

每一家庭至少 4 萬泰銖或等值外幣現金(銀行信用卡等無效)。 

海關人員會以不定時抽查方式，若不符合規定，海關有權利不給入境，並馬上遣返回國。★ 

參加團體之旅客雖適用此規定，但有領隊協助出入關，勿需過於擔心。自由行旅客則請自行注意！》入境泰國通關須知： 

泰國觀光局台北辦事處礙於最近消費者赴泰旅遊，因不了解入境的相關規定，攜帶煙酒超出免稅範圍而誤觸法規，遭到罰

款事件，為避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現將泰國海關規定說明如下： 

1、 一般禁止／控管項目：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毒品(如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大麻、安非他命等)。 

‧ 仿冒品或是違禁品。         ‧佛像、工藝品及古董。 

‧ 武器、彈藥、刀械以及爆裂物等。   ‧植物及動物。 

‧ 醫藥及化學用品。          ‧電信用品。 

‧ 煙、雪茄及酒類。 

2、 旅客入境泰國可以攜帶物品其免稅範圍，因應個人合理的需求，範圍如下： 

‧ 個人或其專業使用，價值不超過 10,000 泰銖。泰國海關 7/1/2014 起，將嚴格執行免稅品入境限額規定，凡搭乘班機入

境的旅客，若在國外購買免稅品總價超過 1 萬泰銖（約新台幣 9232 元），入境後必須向海關申報補稅。 

‧ 酒類不得超過 1 公升(1000 毫克)。任何含有酒精成份，不管是固體或液體，或調和後會變成含酒精成份的物質。 

‧ 煙類包括雪茄、香煙、煙草，不管是抽的、嚼的，香煙不能超過 200支(10 包)，雪茄、煙草不能超過 500 公克或總重量

不得超過 500 公克。 

3、 注意事項： 

‧ 酒類及香煙都是管控物品，旅客如果攜帶超過以上規定數量又無法出示合法許可證明，所攜物品將遭舉報並全數沒收，  

並處以重罰。 

‧ 同一團體如欲購買香煙或酒，應在規定的數量內，各自購買並取得收據攜帶入關，切勿交由同一個人攜帶，以免被重罰。 

‧ 泰國海關及國稅局駐機場人員或航警皆有權利依照泰國相關法規於機場內各角落如發現疑點皆可提出檢查，不論出關

與否。 

‧ 泰國機場免稅店已接到通知，不得銷售超出海關規定的煙酒數量給旅客，但如果您是從台灣機場購買要帶進泰國的話， 

請小心不要超出海關規定的數量。 

‧ 旅客在出發前應詢問旅行業者或領隊入境泰國的相關規定，及注意飛機上的廣播訊息，以免觸法被罰。 

【入境隨俗】 

泰國社會文化與台灣有些差異，有些當地風俗習慣不可不知，以免觸犯當地人，招惹不必要的麻煩更影響遊興。 

1、 不可摸頭：泰國人相信每個人頭上都有精靈，被人摸頭或以手揮過頭頂，將使精靈之光黯淡無神，因此切記不可摸泰

國人的頭。 

2、 不可用腳指來物品：泰國人認為腳是最污髒的地方，因此以腳指物品及水果都是不敬的。 

3、 不可碰觸和尚身體：泰國為佛教國家，男士必須出家修行，因此在泰國旅遊期間，您可常見到泰國和尚，女性不可碰

觸和尚之身體，否則他多年修行將毀於一旦。 

4、 注意來車方向：泰國交通駕駛靠左邊行駛，與台灣相反，逛街過馬路請先注意右邊再看左邊。 

5、 水不可生飲。榴槤不得攜入旅館、機場內、車上。 

6、 自備衛生用品：泰國絕大部份酒店均不提供牙膏牙刷等私人性必需品，故薦於於個人衛生等因素，請您務必打包於個

人行李中，自行攜帶。 

 



【電壓及時差】 
▲電源規格：220 伏特、50Hz、雙孔圓形與三孔扁型插座。 

▲時差：台灣時間-1。 

【貨幣種類】 

▲泰國貨幣以泰銖(Baht)為單位，1 銖為 100沙丹(sating)。 

▲紙幣有 10,20,50,100,500 銖，銅質硬幣有 20、50 沙丹二種,銀質硬幣有 1、2、5銖三種。 

【氣溫參考】 
泰國屬熱帶氣候，全年三季分明：三月至五月為夏季，六月至九月是陽光充沛的雨季，十月到翌年二月為清涼季節 。泰

國的常年氣溫在 19~38 之間，平均氣溫約 28 ℃，四季如夏，年平均溫雖高，但還是建議您隨身攜帶一件輕便薄外套，以

防冷氣房及山區的涼意。 

城市平均溫度（℃） 

城市平均溫度（℃）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曼谷 
最高 34 36 38 39 38 36 36 35 35 35 34 33 

最低 20 21 24 28 29 29 29 29 29 28 26 22 

普吉 
最高 34 35 37 38 37 36 36 36 37 35 35 35 

最低 26 28 29 30 30 30 29 29 29 28 27 26 

【電話通訊】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泰國：台灣國際冠碼(002)＋泰國國碼(66)＋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人在<泰國>，打電話回台灣家中：泰國國際冠碼(001)＋台灣國碼(886)＋台灣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人在<泰國>，用台灣的電信公司打泰國當地手機：開機後直撥泰國當地收機號碼即可 

▲緊急電話：觀光客遇到緊急事件可打泰國觀光警察的電話：6521721-6 

【其他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幫忙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請勿離手。 

‧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策安全；請勿在燈上晾衣物；床上禁止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請扶緊把手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自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請衡量自己身體狀況請勿勉強參加。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動、溫泉..等易增加身體負擔具有刺激性

的活動。 

‧海邊戲水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搭乘交通工具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方向 以免發生危險。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及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導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遵守領隊及導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請妥善保管護照、證件及個人貴重物品，請勿放於巴士、旅館、房間內以及大行李中，並謹防扒手及陌生人搭訕。 

‧請勿幫陌生人代拖運行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