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不设防-《炫酷沙美》产品行程说明书

Day1
中国--泰国曼谷

今日贵宾于国内乘国际航班飞抵“天使之城”-泰国首都曼谷（Bangkok），本社工作人员根据航班抵达时间与您接洽并

安排接机服务，随后乘车赴下榻酒店。抵达酒店后贵宾须向酒店前台提供《酒店预订单》和《护照原件》即可办理入

住手续领取酒店房卡。为避免在旅游过程中发生意外和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请在参团报名时和出行前向本社或组团社

领取《出行告知》和《境外旅游提示》，请详细阅读。

泰国曼谷市

早餐：无安排 午餐：无安排 晚餐：无安排

▲贵宾乘国际航班抵达泰国曼谷市素万那普机场或廊曼机场取完行李后，请根据本社发放的接机流程与接机服务人员

进行接洽，如有任何接机流程疑问请拨打 24 小时接机热线：0630236991。

▲抵达下榻酒店办理完入住手续后，贵宾如有出行需求，请至酒店前台领取酒店名片。出行期间请保持手机通信畅通，

如发生意外和有任何紧急需求、求助，请及时联系领队，或拨打当地紧急求助电话。

▲在曼谷自由出行期间可乘坐标有“Taxi-meter”的正规出租车、公交车、轻轨或地铁，请勿乘坐嘟嘟车（Tuk-Tuk）和

没有标识的非正规出租车，以免因价格问题产生冲突。

▲因今日无餐饮安排，请贵宾在选择就餐时尽量避免选择刺激性强和不认识的食品，并在用餐前询问好价格。

▲泰国有严格的酒类管理和禁烟规定，请贵宾严格遵守本社发放的《出行告知》和《境外旅游提示》内容。



Day2
曼谷市--

春武里府·芭堤雅

酒店品尝早餐后，请贵宾按照导游通知时间于酒店大堂集合，开始今日旅程！

(1)【曼谷大王宫+玉佛寺】（参观游览约 90 分钟）曼谷大王宫始建于 1782 年的曼谷大皇宫是泰国目前建筑规模最大

的皇宫建筑群，也是汇聚泰国建筑、绘画、雕刻、装潢艺术的精粹，其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特点，自却克里王

朝的拉玛一世开始至曼谷王朝的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国王均居住在曼谷大王宫内。玉佛寺是泰国最著名的佛院

寺庙，也是泰国三大国宝之一，寺内供奉着一尊高 66 厘米、阔 48 厘米，由整块碧玉雕刻而成的佛像。

(2)曼谷市午餐【昭帕耶自助餐】，用餐后乘车赴曼谷素坤逸商业广场

(3)乘车府春武里府·芭堤雅（Pattaya），车程约 150 分钟

(4)【清迈小镇】（参观游览约 30 分钟）不需花费十几小时，即可体验从泰南到泰北跨越 820 公里的“异域风情”！泰国

民俗婚约仪式、邓丽君主题馆、泰国少数民族文化精髓、骑大象、钓鳄鱼，在清迈小镇都能目睹体验。

(5)芭堤雅晚餐【鲜活海鲜 BBQ】（大头虾不限量供应）

(6)特别赠送【泰式古法按摩】（泰式古法按摩体验约 60 分钟）！

泰国春武里府·芭堤雅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曼谷昭帕耶自助餐 晚餐：芭堤雅鲜活海鲜 BBQ

▲贵宾游览参观曼谷大王宫时，请遵守其不能着无袖衣裳和短于膝盖的裙子等着装要求，不能在国家御会馆、玉佛寺

等相关场馆内拍照摄像。

▲参观游览清迈小镇时，请遵照景区内工作人员及提示牌的指示和要求，特别是参与景区内的体验项目，请勿擅自活

动，以免发生危险。



Day3
春武里府·芭堤雅

--罗勇府·沙美岛

酒店品尝早餐后，请贵宾按照导游通知时间于酒店大堂集合，乘坐快艇赴沙美岛，开始今日旅程！

(1)【罗勇府·沙美岛】（游览约 240 分钟，海岛娱乐项目须贵宾自费）海岛、沙滩可以说是泰国南部旅游必玩的行程。

沙美岛如同其名，海滩上的海沙柔软细腻，再配上唯美的日落，就如同一条镶嵌在太平洋上的金色丝带。当你厌恶

了都市的喧闹，踏上沙美岛，享受着阳光、海风、沙滩所带来的片刻宁静；宁静时光过后也可以去尝试下热闹激情

的海岛体验，沙美岛有着如浮潜、冲浪、日光浴、风浪板、拖翔伞、水上摩托、海底漫游等众多海岛娱乐体验项目。

(2)沙美岛午餐【海景沙滩大餐】

(3)【芭堤雅风月步行街】白天的芭堤雅是沉睡的，夜晚才释放出本色。Walking Street Pattaya 风月步行街是芭堤雅最出

名的景点，也是整个泰国夜晚最热闹的地方，这里诠释了夜夜笙歌的泰国夜生活，啤酒、音乐、酒吧、街头小吃、

各种娱乐……这里应有尽有。

(4)芭堤雅晚餐【泰式风味餐】

泰国春武里府·芭堤雅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沙美岛海景沙滩餐 晚餐：芭堤雅泰式风味餐

▲出海登岛前请自备好防晒霜、防晒油、太阳镜、遮阳帽等防晒用品。

▲登岛后请听从导游安排，根据自身身体条件选择海岛体验项目，请勿试图作出有危险性的行为或进入岛上的未知区

域和海域（游泳等涉及到下海的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请慎重考虑后再选择！）

▲参观游览芭堤雅风月街请遵守导游告知事项，勿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

▲今日参观游览或自由活动时请留意导游告知集合时间，以免耽误行程进度。



Day4
春武里府·芭堤雅

酒店品尝早餐后，贵宾可选择今日体验类型：A-全天自由活动 / B-经典体验！B-经典体验行程↓

(1)【宝石画廊】泰国最新最大的珠宝首饰展示中心，有着种类繁多的红、蓝宝石和紫水晶、钻石、锆石等特色宝石。

(2)【富贵黄金屋】（参观游览约 90 分钟）芭堤雅富贵黄金屋是泰国华人首富斥巨资为其母亲所打造的西洋式建筑，

其富贵与黄金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庄园中有一尊纯金的望海观音像。

(3)芭堤雅午餐【富贵黄金屋千人宴】

(4)【健康生活--乳胶体验中心】（活动约 90 分钟）泰国是全球主要的乳胶产地，同时也是出口量最大的乳胶制品生产

国。泰国的天然乳胶以健康环保著称，乳胶体验中心内多种多样的乳胶制品足以满足你的健康体验需求。

(5)【杜拉拉水上市场+游船】（参观游览约 90 分钟）芭堤雅四方水上市场是泰国湄南河上最原始的水上市场，你可以

体验泰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品尝到地道的泰国街头小吃和鲜活的泰式海鲜，！

(6)【铂尔曼下午茶】+【Max 泰拳馆】享受慵懒的五星级下午茶时光，观赏泰国传统文化“泰拳”所带来的刺激！

(7)特别赠送【芭堤雅特色夜秀】（特色夜秀观赏时间约 60 分钟）！

泰国春武里府·芭堤雅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B 行程芭堤雅富贵黄金屋千人宴 晚餐：芭堤雅推荐（自理）

▲今日选择方案 A 的贵宾，在自由活动期间不包含车辆、导游和用餐，并且须签署《自由活动安全协议书》。

▲今日选择方案 B 的贵宾，按照行程内容包含车辆、导游和午餐，并且须签署《自愿参加行程同意书》。

▲今日下午茶如遇铂尔曼 G 预订满员，则更换同级别的 MYTT Beach Hotel 或 Garden Cliff 下午茶

如遇 MAX 泰拳馆预订满员，则更换同级别的 JF 泰拳馆。

▲“特别赠送”项目只针对 18 周岁以上成年游客，自愿参加，因个人原因不参加或无法参加的，视同自愿放弃！



Day5
春武里府·芭堤雅

--曼谷市

酒店品尝早餐后，请贵宾按照导游通知时间于酒店大堂集合，乘车赴曼谷市开始今日旅程！

(1)【芭堤雅四面佛】（参观游览约 45 分钟）来到泰国，处处都弥漫着浓浓地佛教气息，芭堤雅除了唯美的海滨还有

灵验的四面金佛，你可以在此虔诚的祈祷福祉，祈求平安、福气、财运和健康！

(2)曼谷午餐【华彩轩自助餐】

(3)【泰国王权免税中心】（活动约 120 分钟）出国购物当然优选免税！王权免税中心 KingPower 是泰国旅游超人气景

点，在王权免税中心有女士们心仪的化妆品、珠宝首饰、香水、服饰、鞋子……，也有男士喜欢的数码电器、手表、

皮具……等等数万种商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你的购物清单理好了吗！！

(4)【Vanessa 凡妮莎国际人妖秀】

(5)【曼谷夜市】（参观游览约 90 分钟，根据当日情况选择老火车夜市或亚洲夜市，晚餐请贵宾自理）一座城市有 10

个夜市！10 个！这就是夜生活举世闻名的曼谷！街头表演、酒馆酒吧、路边摊档、泰国土产、手工艺品、小玩意

儿……还有让人流口水的街头美食，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曼谷夜市应有尽有，尽情体验曼谷的夜风情吧。

泰国曼谷市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曼谷彩华轩自助餐 晚餐：曼谷夜市推荐（自理）

▲王权免税店内部分商品不属于免税范围，购买时请咨询好相关商品信息。

▲乘坐航空对携带烟草、酒类和液体数量有严格限制，在购买相应商品时请注意航空限制数量，以免造成损失。

▲曼谷夜市活动时，如有商品购买需求，请与商户商谈好价格、数量。

▲第 6 日为行程结束日，请尽早返回酒店休息，并将行李及随身物品收拾齐备。

▲请于今晚与导游确认好第 6 日送机时间、机场信息和返程航班信息！



Day6
泰国曼谷--中国

酒店品尝早餐后，请贵宾按照与导游确认的时间于酒店大堂等候，待安排车辆送至机场候机！

贵宾请在酒店退房前再次检查个人护照、机票等相关证件和行李、随身物品是否携带齐！

酒店退房时间为泰国时间 12 时，请贵宾于 12 时前退房，以免产生额外费用！

车辆送至机场后，您的行程就此结束！

在此，本社及全体工作人员预祝贵宾旅途平安！

无酒店住宿安排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无安排 晚餐：无安排

▲返程前请贵宾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以便在航班抵达前做好添减衣物的准备。

▲在行程结束后，本社会随机性抽取对贵宾进行电话客服回访，如有打扰敬请

▲如贵宾在标有“VAT Refund For Tourists”的商场商店自行购买商品，可在泰国机场退税窗口进行退税，具体退税商品

范围和流程请咨询机场退税窗口或网上查阅“泰国机场退税”。（泰国机场退税流程较为复杂，如有退税需求，请务

必按照原定到达机场时间提早 1～1.5 小时。）

重要提示

▲本行程中所标注的景区景点参观游览时间和顺序仅供参考使用，行程过程中导游或领队将根据实际情况作顺序调整（承诺绝不增加或减少景点）。

▲泰国政府规定：外籍人士进入泰国境内时，要求入境人员每人必须携带不低于 20,000 泰铢或等值的其他国家货币（即$630 美元或￥5,000 人民币）。泰国移

民局会在入境区域（机场、港口、边境）进行检查，如查实入境外籍人士未携带足够现金，泰国移民局将根据《泰国移民法》第 19 条、22 条和 54 条之规定，

有权拒绝其入境，并于 48 小时内强制遣返或驱逐出境！（此规定不包含银联及信用卡部分）

▲泰国海关规定：外籍人士入境泰国时，个人携带现金超过 50,000 泰铢或等值的其他国家货币（即$1,570 美元或￥10,900 人民币）必须向泰国海关和泰国移民

局进行申报，并且在离境时携带现金不得高于入境时申报金额。

▲泰国海关规定：外籍人士在泰国购买古董、佛像和艺术品的，离境前必须向泰国国家艺术厅申请艺术品离境许可。

▲泰国海关规定：外籍游客进入泰国境内时，每人携带不得超过 200 支香烟或 250 克烟草、1 公升酒；出境时每人携带免税店购买香烟不得超过 400 支，超出规

定携带部分将被收缴，并以携带香烟总量为基数，处以 10-15 倍不等的罚金。



行程备注

费用包含

▲行程中已标注酒店住宿费用（2 人标准间，按床位计算，含酒店早餐费用，不占床则不含酒店早餐费用）。

▲行程中已标注第 2 天至第 5 天午餐、晚餐费用（第 1 天不含任何餐饮，需要自理的餐饮费用由游客自行承担）。

▲行程中已标注景区、景点首道门票。

▲行程中已标注机场接送车辆费用和旅游运营车辆使用费。

▲报名参团提前送签的签证费用（如因游客个人原因无法在国内提前送签，须至泰国办理落地签证的，按实际产生签证费用收取）。

费用不包含

▲行程中未标注的自费项目及活动（如景区景点内付费照相、索道、电瓶车等）。

▲不含导游服务费 20 元/人/天

▲不含税金 80 元/人，落地签费用及过关小费 50 元/人

▲行程中已标注酒店因不占床儿童在酒店用早餐所产生费用（须按酒店早餐费用现付）。

▲行程中已标注酒店入住时产生的押金（退房离店时退还）。

▲行程中已标注酒店中明确列示的个人消费项目：客房自费食品、饮品、付费电视、付费电话、传真、日用品及酒店提供的自费桑拿、Spa、

洗衣、租车、购物、行李搬运等因个人需求所产生的费用。

▲行程中所涉及和已标注自由活动时间内因个人需求所产生的个人消费项目（餐饮、交通、导游和购物等消费）。

▲因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因素所导致，产生的额外交通、餐饮、酒店住宿等费用。

▲在泰国境内所产生的礼仪性小费（如酒店床头小费【20 泰铢每间客房】、人妖拍照/合照小费【50 泰铢每人】）。

费用须知

▲12 周岁及以下不占床儿童在行程中只含正餐费用和旅游运营车辆 1 人的使用费（1 个座位），其他费用（酒店不占床早餐费、景区景点

门票费、活动体验项目费用、娱乐表演费用）须游客现场自理付费。

▲行程中已标注酒店，因游客个人原因需单人入住 1 间客房或多人入住需加床或需升级/更换其他行程中未列酒店所产生的单房差、加床

费用和升级/更换酒店的差价。



▲行程中和产品宣传中已标注为“赠送”、“礼包”的项目，费用属本旅行社承担，不包含在游客缴纳参团费用中，如因游客自身原因放弃的，

则不退费用！



酒店信息

地区 参考酒店（或同级）

泰国曼谷

▲曼谷阿瓦尼中庭酒店 Avani Atrium Bangkok

▲曼谷飞越大酒店 The Grand Fourwings Convention Hotel Bangkok

▲曼谷威尔酒店 Well Hotel Bangkok

▲曼谷素坤逸大酒店 Grand Sukhumvit Hotel Bangkok - Managed by Accor

▲曼谷阿尔梅洛兹酒店 AI Meroz Hotel Bangkok - The Leading Halal Hotel

▲曼谷阿玛拉素万那普机场阿贝斯特韦斯特尊贵酒店 Amaranth Suvarnablhumi Airport, BW Premier Collection by Best

Western

▲丽晶庄园曼谷水疗度假村 Divalux Resort Adn Spa

泰国芭堤雅

▲芭堤雅巴厘岛酒店 Le Bali Resort & Spa

▲芭堤雅海湾海滩度假酒店 Bay Beach Resort Pattaya

▲芭堤雅花园海景大酒店 Garden Cliff Resort & Spa Pattaya

▲芭堤雅布赖顿大酒店 Brigton Grand Hotel Pattaya

▲芭堤雅金色郁金香海滩度假村 Golden Tulip Pattaya Beach Resort

▲芭堤雅格兰德帕拉佐酒店 Grand Palazzo Hotel

▲芭堤雅拉文达海滩度假酒店 Ravindra Beach Resort & Spa



餐饮信息

餐饮信息

▲行程中已标注早餐均为酒店提供，正餐标准将根据所在地区和餐饮类别进行明确标示，保证按照标示价格用餐（标示价格为泰铢）

行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Day1 今日无餐饮安排！

Day2 酒店早餐 曼谷昭帕耶自助餐 芭堤雅鲜活海鲜 BBQ

Day3 酒店早餐 沙美岛海景沙滩餐 芭堤雅泰式风味餐

Day4 酒店早餐
A 线-自理

B 线-芭堤雅富贵黄金屋千人宴
自理晚餐

Day5 酒店早餐 曼谷华彩轩自助餐 自理晚餐

Day6 酒店早餐 无餐饮安排！



温馨提示

▲泰国地处亚洲中南半岛中部，气候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4～30℃。每年 3-5 月份气温最高，可达 40～42℃，而 7-10 月为雨季，11 月-次年 2 月为旱

季，气候较为极端，出行前请更具个人出行时段（季节）随身配备防晒、雨具等物品。

▲泰国酒店、商场商店、餐厅等室内均设有空调电扇，室内外温差较大容易引起人体不适，出行前请随身配备预防感冒的药品和保暖衣物。

▲泰国属于东七时区，相较于中国东八时区（北京时间）晚 1 小时，旅游过程中请注意行程安排时间和导游告知时间均为泰国时间。

▲泰国境内使用电源插座均为美标插头，两相插座与中国国内相同，而三相插座则为单孔两扁，如需使用笔记本电脑等三相插头电器，请自备插头转换器（泰

国使用电压与中国国内相同，220V）。

▲泰国境内可使用国际通用货币“美元”和泰国官方货币“泰铢”。人民币（CNY）兑美元（USD）汇率 0.1446、人民币（CNY）兑泰铢（THB）汇率 0.2160【即

6.90 元人民币兑换 1 美元、1 人民币兑换 4.62 元泰铢，具体汇率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为准】。出行前请在国内银行做好货币兑换，或携带人民币至泰国

境内银行进行兑换（会产生兑换手续费）。

▲泰国属于“小费制”国家，请在兑换泰铢时兑换一些面值 10THB、20THB 和 50THB 的泰铢。在由当地民众向您提供额外服务时，请适当给予小费。酒店客房小

费和人妖照相/合照小费属于必给项目，请在每日酒店客房打扫前将小费放置于枕头下。（切记！泰国给予小费时不要使用硬币）

▲为不影响出境通讯设备的使用，请在出行前开通国际漫游服务功能（具体开通方式和境外使用注意事项请咨询所使用 SIM 卡的服务供应商），或在淘宝网购

买泰国高速流量手机电话卡。

▲如遇紧急事务可拨打下列紧急求助电话：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0066）-2-2457044、泰国火警电话 199、泰国报警电话 191、泰国医疗救护电话 254425/210935

泰国旅游警察电话 1155

▲旅游过程中需要自行外出或自由活动时，请随身携带保管好酒店名片和牢记领队、导游联系电话。如遇紧急或意外情况，请及时联系领队和导游（生命危险、

被盗、意外伤害等特殊情况请及时拨打上列紧急求助电话）。

▲泰国境内所有公共区域（所有室内公共区域、室外交通枢纽、运动场馆、公园、动物园、博物馆、寺庙、市集、海滩）都禁止吸烟和使用电子烟设备，只在

特殊区域设置指定吸烟区，如在禁烟区域吸烟将面临高额罚款或监禁；在泰国进内 24 个海滩吸烟将面临 10 万泰铢罚款或一年期监禁。（泰国酒店客房分为

禁烟房和吸烟房，入住时请详细咨询好，勿在禁烟房和禁言区域吸烟！）



《旅游出行须知》

▲出行前可阅读一些目的地读物或网络资料，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宗教和民俗文化差异，尽可能避免触及当地禁忌，同时也可以对旅途中的所见所见所闻有

更深入的理解，而不是“走马观花”的旅游。

▲出行前请务必检查好个人有效证件和此次行程中需要的相关单据（身份证、护照、酒店预订单、旅游合同等），如因个人原因没有携带有效证件导致无法出

入境、无法入住酒店、无法或延误登机等损失的，由个人自行承担。乘坐国际航班请提前 2.5~3 小时抵达机场办理相关手续。

▲请根据出行时目的地季节和气候状况准备衣物，泰国境内寺庙、王室管辖区域等景区景点对着装有严格要求，请根据行程安排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出行前请自备常用药品，如感冒药、止泻药、眩晕药、防蚊虫叮咬、止痛药、创可贴及个人特殊药品。

▲旅行过程中请妥善看管好个人行李、贵重物品、财物及有效证件，勿要交由他人保管。

▲泰国南部属低海拔地区，如您是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区，抵达泰国后可能会出现醉氧的情况，如发生此类情况，尽可能避免剧烈运动、饮酒等行为，并尽快

告知随行领队和导游。

▲旅行过程中请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选择风险可控的自选娱乐、活动项目，如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恐高等症状，请勿选择带有刺激性的高风险娱乐活动。如行

程中安排有固定娱乐活动，参与时请严格遵守导游和景区工作人员的安排。

▲观看演出表演时，请遵守演出场所的相关规定，勿在场馆内吸烟，部分演出在表演过程中禁止拍照摄像请严格遵守（允许拍照摄像的请关闭闪光灯）。

▲泰国境内公共场所和酒店内不允许吃榴莲和山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