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天

第二天

参考航班时间：SL903 SZX-DMK 0330-0500第一天

深圳 SZX 曼谷 DMK  酒店  大皇宫.玉佛寺酒店（酒店：曼谷四钻酒店）

指定时间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集中，在我司专业领队带领下搭乘豪华客机飞往“天使之都”——【曼

谷】。抵达后前去入住酒店休息，早餐之后参观【大皇宫】（100 分钟），它由一组金碧辉煌的建筑群组成。

随后参观泰国人民最尊敬的【玉佛寺】，按泰国传统，泰王每年亲自为玉佛更换袈裟：热季换上镶红宝石

的金衣，雨季穿着缀有蓝宝石的金衣，而凉季则是一件纯金的金衣。随后乘坐空调旅游车赴酒店休息。

温馨提醒：

1、泰国大皇宫穿着要求男性需穿长裤，女性必须穿着过膝裙子，上身不能露出肩膀及肚脐眼，不能穿拖鞋。

早餐：含 午餐：泰式围餐 晚餐：泰式围餐

船游湄南河大理石寺泰式古法按摩巧克力小镇（酒店：曼谷四钻酒店）

早餐后前往游览【湄南河】，东南亚最长的河流之一，搭乘泰式长尾船游览湄南河两岸传统的水上人家；

湄南河就像一条彩带，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色彩。乘船还可以远眺到拉玛大皇宫的尖顶和大皇宫隔河相

望的【郑王庙】 。午餐于金皇宫或印象暹罗自助餐，午餐后参观.后前往【大理石寺】寺内建有佛殿、

藏经阁、长廊、楼阁、佛学院等建筑。其主院建筑全部由意大利输入的大理石建成。主殿大门两侧有石狮

子守卫，殿内供有一尊高约 3 米的释迦牟尼金佛。主佛殿中的清拉佛像，是泰国著名彭世洛佛像的复制品。

主殿后面，是一个以云石铺地的大庭院，陈列着 51 尊泰国历代各时期的各种类型的佛像，融合了中印等佛教

造型艺术风格，是 19 世纪泰国佛教的典范。此外，还有中国或日本的佛像（如闭馆则用 皇后博物馆替

换）。之后去享受正宗的【泰式古法按摩 1小时】。参观【巧克力小镇Chocolate Ville】是一个欧式乡

村庄园餐厅，这里有可爱卡通的欧式小楼，喷泉植物玻璃房，各种文艺女青年钟意的场景道具，总之，夜

幕降临时走在里面感觉有点梦幻，会错觉漫步在童话书里！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金皇宫或印象暹罗助餐 晚餐：泰式风味餐

芭堤雅（2.5小时车程）清迈小镇（大象、马车、鳄鱼、长颈族、邓丽君纪念

馆）金三角风情园梦幻古堡（酒店：芭堤雅四钻酒店）



第四天

早餐后乘车前往泰国享誉最著名的海滨渡假区—芭堤雅。

参观【金三角风情园】，包括泰北民族村、原国民党 93师博物馆、孤军装备展览室、毒品与战争展

览馆、坤沙历史等，了解原国民党 93师的离奇历史。感受他们故土不能归的悲壮。

下午【清迈小镇】“清迈小镇”坐落在芭提雅。涉及娱乐景观及本土历史文化：骑大象、长颈族、草泥

马、泰北绵羊、鳄鱼、泰国少数民族部落（泰族、傈傈族、华族、老族、马来族、高棉族,克伦、孟、苗、 大耳

族等山区少数民族）、古曼童表演、泰国民俗婚约仪式、邓丽君主题馆、泰国田园风情、坐马车、泼

水园等自然观景风情小镇

晚餐后，乘车前往【梦幻古堡】观赏一场神奇的、精彩的魔术表演。梦幻古堡魔术秀，属世界首创,

泰国应该属第一位,以魔术、科技、幻觉捷为一体的表演。在此可见视到魔术与科技所结合而成的奇幻世界。 独一

无二、融合泰式文化的剧场秀，让您在讚叹声中，感受一场视听娱乐杰作，是一场视听娱乐的盛宴。

早餐：酒店用餐 午餐 :The palazzo自助餐 晚餐：围餐

芭提雅珊瑚岛金沙岛快艇出海芭提雅 5大奇观太平洋观景台东方/暹

罗公主号风月步行街泰拳表演（酒店：芭堤雅四钻酒店）

酒店早餐后，导游已经身着短裤短袖抱着浴巾在大厅等候着您,提醒您千万不可穿长裤皮鞋出海。我们

将乘快艇（约 30分钟）前往【珊瑚岛】：海中有岛，岛中有湖，湖中有岛，构成罕见的海上奇观。随着

潮水的涨落，岛的宽度不断变化，使得整岛形貌仪态万千。【金沙岛】岛上满是细细的黄沙，在阳光下遥

望海岛金光闪耀，犹如一条巨大金带飘于蔚蓝大海之上）。午餐品尝美味的【海鲜简餐】，返回芭堤雅（30

分钟）。

下午驱车游览【五大奇观】（包括有【九世皇庙】：是现今皇上未来的行宫；【七珍佛山】以山 为

佛、蔚为壮观；【蜡像馆】：反映泰国古今大千世界，均有很高的参观价值；【神仙脚印】，【天地 还原

池】，【国宝舍利】）。参观完毕，前往【太平洋观景台】芭堤雅太平洋观景台是芭堤雅海边的一座

小山，山高不过几十米。临海边山顶上建有观景台。从这里远眺芭堤雅的海湾、海滩和山脚下的旅游码头， 风景

十分秀丽：芭堤雅有一条娱乐街【风月步行街】白天时与别的街道并无不同，入夜后则换了一副热闹的模

样，街两边，铺位对望，一半是商店，一半是酒吧，街上霓虹灯闪烁夺目。更深入的感受泰国特色文化，

被称为泰国国粹的【泰拳表濱】感受刺激，紧张，残酷的场面。穿过风月步行街之后就是我们要去的东方/

暹罗公主号；【东方公主号/暹罗公主号】是外国游客必去场所。令此游船闻名遐迩的不是暹逻湾的夜景，而

是东方/暹罗公主们的美丽。泰国人妖的精彩歌舞表演令很多人对台上的丽人们雌雄难辨，为您端菜、 与您共舞

的都是盛装美丽的人妖公主。

温馨提示：



参考航班时间：SL902 DMK-SZX 2300-0230+1第五天

曼谷 深圳

第六天

费用已含

1、如遇台风或者雨季影响，不适合出海，金沙岛将改为芭提雅水上乐园（泰国每逢 5-10 月为雨季）。

2、因快艇颠簸，不适合 55 岁以上长者，我司将安排长者在酒店休息。

3、岛上有船家出售的各种海上项目如：空中降落伞邀游、水上电单车、快艇、香蕉船、深海潜水等，这些

项目客人自愿参加，费用直接交予船家，具有一定危险性不在意外理赔范围，请团友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进行适当选择。水上活动与中泰旅游公司没利益关系，建议选择水上自费项目时与正规船家交易，不要搭

讪私人船家避免敲诈。

4、泰式按摩小费约 50-100 铢/人客人自理；12 歲以下小孩体骼成长未健全不含按摩（此项目为赠送项目，

费用恕不退还）。

早餐：酒店用餐 午餐：海鲜简餐 晚餐：中式围餐或酒店

芭提雅天明寺水果园观看人蛇大战KINGPOWER免税店机场

泰国，自然风光伴以温和友善的人民，被誉为微笑之国，更有佛之国、黄袍佛国之称。早餐后，我们将前

往参观【天明寺】,顺时针膜拜四面之神，祈福后返回曼谷。途中经过【水果园】果园占地 200多莱，可参

观园内部分各式各样的水果树，感受田野风光，之后果园园主会准备各种时令水果，一饱口福，可千万不

要客气哟！后享受泰港式风味。【燕窝店】参观燕窝专卖店，了解金丝燕垒窝过程，可自由品尝和选购滋

补圣品。后前往泰国毒蛇研究中心，欣赏【人蛇大战】，精彩，刺激。后前【KINGPOWER免税店】自由

选购，并享用皇权国际自助餐，各国美食尽情享用，选购丰富的免税品。后乘车往曼谷国际机场，自曼谷

返回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结束愉快旅程。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免税店自助餐 晚餐：无

到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结束愉快的旅途，自行返回温馨的家。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温暖的家

☆☆☆☆☆☆如遇当地天气不允许或路况以及其他突发意外状况，导游会对景点顺序做相应调整 ☆☆☆☆☆☆

（1） 线路中列明的航空公司经济舱机票及税，境外空调旅游巴士。

（2） 住宿：两人一间。

（3） 保险：旅行社责任险,个人旅游意外险。

（4） 景点：行程表内所列的景点。



费用不含

（5） 膳食：酒店内早餐，午、晚餐。

（1） 行程外之自费节目及私人所产生的个人费用等。

（2） 航空公司通知新增加的燃油附加费，泰国节庆假日、展会期间酒店上浮价格。

（3） 境外活动期间和转机期间因交通延阻、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人力不可抗拒的原 因

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4） 签证：泰国旅游签证费 250 元/人，(提前做签证所需资料:护照原件和 2 张2 寸白底或蓝底照片.注：2018

年 11 月15 号到 2019 年10 月31 号免泰国落地签签证费用 450 元/人，提前送签费用正常收取 250 元/人，请知

晓）

（5） 单房差 1200 元。

（6） 导服：全程导游服务费 240/人。

（7） 快速通关小费 50/人

境外注意事项

01） 出境：请游客一定要携带护照。出境允许携带美金 5000元或同等价值外币，人民币最高携带额 20000
元；如因携带过多货币被处罚与旅行社的责任无关。进入泰国请准备不低于 5000元人民币现金备移民局检

查，为了杜绝非法移民和非法劳工，泰国移民局要求每位旅泰游客携带不低于 5000人民币现金，以保证在旅

泰期间有足够的生活费；抽查到未携带足额现金，移民局有权拒绝你入境（我们旅行社有提醒、告知义 务）。

高级照相机、摄影机须向海关申报后才能带出境；水果、植物、动物必须经过检疫（申报手续请咨 询领队）。

02） 过关：集体过移民局/边防/海关，要听从领队安排，请不要私自行动，切记不要帮陌生人带行李，以

防被人利用。

03） 交通：飞机上禁用移动电话、游戏机，部分航空公司未提供免费餐饮，机上请勿大声喧哗。泰国车辆 是

靠左边行驶（与国内车辆行驶方向相反），过马路时必须先停、看、听，注意来车方向，且最好有导游 或领

队陪同，以免方向不同而发生意外。

04） 托运：每人允许托运行李 15公斤，每程行李托运费客人自理（亚航），约 117元/段*2，（超重部分

另外支付附加费）如需托运，请现付柜台。每位旅客限携带 1件随身行李：行李尺寸限制（56cm X 36cm X
23cm ）和重量限制（7kg）。请将贵重及易碎物品或需随时取用的物品放在随身行李内，如有遗失或被偷、

抢，旅行社不负任何责任。100毫升以上的液体(如润肤露,洗发水等液体，容器超过 100毫升)需要托运,抵达

目的地后，先过移民局，后提取行李过关。

05） 住宿：贵重物品务必随身携带或存放酒店保险箱（免费）内。绝不可放在住宿房间或车上，如有遗失 旅

客必须自行负责，与地接社的责任无关；退房前请务必再次检查物品是否遗漏。建议您不要单独外出， 行程

中或住宿酒店外请不要与陌生人随意搭讪,以免受骗导致财产损失或危及个人安全。

06） 游览：（1）请注意导游宣布的注意事项、集合时间、地点，认清楚游览车的号码，务必准时集中，以免

影响行程及团员情绪；（2）遵守当地风俗习惯，不要随地扔纸屑、烟头、吐痰；不要在公共场所、酒店、 旅游车

上吸烟，在旅游过程中注意安全；（3）在旅游点和公共场所，注意自己的钱包及贵重物品，晚上外出最好 结

伴而行，安全第一；（4）自费增加项目，属个人自愿行为，与旅行社无关。

07） 旅客水上活动的注意事项：



特别注意：

①按照航空公司条例：除了持中国大陆护照的，团费都要加收：人民币 500/人；所有团队机票，一旦误机或

出票后因客人个人问题不能参团机票款及机场税均不允许退税。

②切记：如客人护照上有“DT”字样，须送北京办理签证，费用另计，或可以做落地签

（1） 再三声明：只有您最了解自己个人的身体状况，如孕妇、以及心脏病患者、高低血压病患者、骨质疏 松症

者、高龄者、幼龄者，或任何不适合剧烈、刺激性活动的病患者等，绝对不适合参加任何水上活动。如旅客

隐瞒个人疾病或坚持参加活动，而引起意外发生，即旅客必须自行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2） 搭乘船或从事水上活动时，务必穿上救生衣；乘坐快艇时，严禁坐在船头前面的座位，以免脊椎骨受

伤；任何船只行走时，请安坐在座椅上勿随意走动，以免跌撞受伤；切勿将手或脚放置在船边或栏杆上， 以免

夹伤或碰撞受伤。

（3） 海边戏水游泳时不要单独活动，更勿超过海边、海上安全警界线的范围。

08） 安全：因季节性的关系，旅客到境外难免会有水土不服，导致偶尔泻肚的状况，请避免食用生冷食物、 冰

块、椰子、牛奶等，食物尽量熟食，如有腹泻现象请尽快告知当团领队或导游，不要擅自乱服药。泰国是一个

禁赌、禁毒的国家，请勿在车上及公共场所聚赌（任何纸牌游戏均不适合）或携带食用有涉及违法的物品，一

旦触犯泰国的法律，个人将负起法律刑责。请务必留意当团领队或导游所宣布的集合时间及地点或所交代的注

意事项，万一走失时勿慌张，速联络泰国观光警察热线 1155，谢谢合作！

09） 个人消费：各种私人费用自理，如使用酒店长途电话或其他服务，请自行结账。

10）必备物品：自备个人常用药品、太阳眼镜、雨伞、洗漱用品（毛巾、牙刷、牙膏）、拖鞋等，转换插

座。

11）换汇：兑换当地货币可在当地国家机场、银行、导游处换汇。

12）通讯方面：泰国开通了中国移动通讯全球通国际漫游的手机可以使用。

13）携带物品：请提醒客人进泰时每人只能带一条香烟,如超带海关将没收并重罚,切记!!
14）落地签：申请泰国落地签证时，旅客须持有在泰期间足够之生活费用，不低于 5000人民币现金。

15）离团费：客人如果在泰国旅游期间强行离团，需要交 500-1000每人每天的离团费。

16）占床费：18岁以下小孩占床费 600元，12岁以上酒店要求必须占床。

参考酒店（或同级）

曼谷酒店：

H5 LUXURY HOTEL H5 豪华酒店 www.h5luxuryhotel.com

Siam Villa Suite Suvarnabhumi 素万那普暹罗别墅套房酒店 www.siamvillasuitessuvarnabhumi

Clef Hotel 克莱夫酒店

Livotel Hotel Hua Mak Bangkok 曼谷胡玛科利沃特尔酒店

Kuun Hotel Sukhumvit 曼谷素坤逸库恩酒店

Tubtim Siam Suvarnabhumi Hotel 曼谷暹罗素万那普图布蒂姆酒店

CINNAMON RESIDENCE 辛纳蒙住宅酒店 http://cinnamon-residence.com

AUNCHALEENA GRAND HOTEL 昂查里納大酒店 http://chaleena.bangkokshotels.com

芭提亚：

Ramanya Resort Pattaya 芭堤雅拉玛雅度假村 www.ramanyaresort.com/

LK Noble Suite Pattaya 芭堤雅 LK 贵族套房酒店 www.lkpattaya.com/noble

http://www.h5luxuryhotel.com/
http://cinnamon-residence.com/
http://chaleena.bangkokshotels.com/
http://www.ramanyaresort.com/
http://www.lkpattaya.com/noble


LK Crystal Ville Pattaya 芭堤雅 LK 水晶酒店 www.lkpattaya.com/crystalville

Jomtien Garden Hotel & Resort 仲天花园度假酒店 www.jomtiengarden.com/home.html

Marble Garden View Pattaya 芭堤雅玛贝乐花园酒店

Mantra Pura Resort Pattaya 芭堤雅曼特拉普拉度假村

芭堤雅百思通酒店 Beston Pattaya

THE TJ RESORT THE TJ 度假村 http://www.thetjresort.com

VAREENA HOTEL 瓦雷纳皇宫酒店 http://vareenapalace.com

注明：如旺季或特殊时段无法安排以上参考酒店，我社将另行安排当地同级别酒店（曼谷/芭提雅），不做 另

行通知。

补 充 协 议 书

一、购物场所：（自愿选购）

名称 简介（主要商品种类、特色等） 停留时间

珠宝展示中心 泰国本土特产(红宝石、黄宝石、蓝宝石戒指、吊坠、首饰等等) 60分钟

皮具中心 泰国本土特产(鳄鱼、大象、珍珠鱼皮包、皮带、等等) 60分钟

毒蛇研究中心 泰国本土特产(解毒丹、蛇油丸、风湿丸等等) 60分钟

乳胶 泰国本土特产（乳胶品，精油，香皂，香薰等） 45分钟

原石+泰丝 泰国本土特产(红、蓝、黄、白宝石首饰及其它稀有有色宝石饰品，泰丝等) 60分钟

购物场所说明：

1、旅游者请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谨慎购买，您在约定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若非质量问题，我社不承担责任。

2、行程单中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以内及周边购物店不属于安排的购物场所，若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

任,此外寺庙的佛牌也不属于购物点，游客在寺庙有任何消费均属客人自行消费，不在退货之列。

3、旅游者自行前往的购物店所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旅游者代表（盖章或者签字）：

旅行社（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年

年

月

月

日

日

http://www.lkpattaya.com/crystalville
http://www.jomtiengarden.com/home.html
http://www.thetjresort.com/
http://vareenapalace.com/


游客已阅读并且确认以上行程无误

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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