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迷沙美-----

曼谷.芭提雅.沙美岛 6天 5晚浪漫之旅
出发城市：广州 出发日期：3月 09/16/23 日 最低成团人数：15 人

产

品

特

色

全程泰国航空，广州往返：曼谷.芭提雅.沙美岛 6天浪漫之旅！

航班：“女神航空”-泰国（TG）国际航空，广州直飞曼谷、正点航班！

采用波音 773 或空客 330 机型执行飞行。

游：1、漫游浪漫宁静的沙美岛，带着慵懒闲情，踩着浪花或漫步或晨泳，充分感受阳光与

沙滩…

2、漫步于犹如海底的地下玻璃隧道，畅游芭提雅海底世界五彩缤纷的热带海洋…

3、坐上七彩布条装饰的长尾船，船游泰国母亲河【湄南河】--号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湄南河，

别有一番风情~

4、 赠送【热带水果园】品尝最新鲜的时令水果，为您的旅程补充满满的维生素和活力，让

每一天都是美美哒~

5、赠送体验泰式古法按摩，行走了一天行程之后，享受泰国地道的按摩手法,舒缓身心，缓

解您一日的疲劳…

6、无忧 0自费压力，透明消费，高性价比！！

吃：领略舌尖上的泰国-享用印象暹罗自助餐、咖喱螃蟹、冬阴功汤、海鲜餐等特色美食…

住：保证 1 晚沙美岛住宿：体验沙美岛蓝天、白云、如丝般的沙滩，还可感受浪漫的沙美夜

生活；升级 2 晚芭提雅国际国际五钻泳池酒店，感受入夜后浓浓的芭提雅各式风情…

全程酒店内早餐。

沙美岛海边精选酒店：（以下常用酒店信息及图片仅供参考，实际安排以出团确认行程为准）：

拉吕纳海滩度假村 (Lalune Beach Resort) 网址： http://www.lalunebeachresort.com/

http://www.lalunebeachresort.com/


升级 2 晚芭提雅国际五星酒店（以下常用酒店信息及图片仅供参考，实际安排以出团确认行程为准）：

芭堤雅莱森特 酒店 网址： http://www.lasantel.com/

天数 参考行程

第一天

广州 曼谷： （参考航班： TG679 2025 2245 飞行约 3 个小时）

于指定时间，在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出发厅集中，由领队协助办理登机手续，乘搭国际航班飞往“天使之都”

-曼谷，尔后入住酒店休息。

住宿安排：曼谷 Clefhotel 或 Ny City Resort And Spa 或同级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飞机餐

第二天

大皇宫-玉佛寺-皇后博物馆--长尾船游湄南河- -巧克力小镇

早餐后,前往参观【大皇宫】+【玉佛寺】（共约 120 分钟）大皇宫是曼谷保存最完美、最壮观、规模

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园林艺术的精粹；玉佛寺以尖顶装饰、建

筑装饰、回廊壁画三大特色名扬天下，体现了泰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的艺术瑰宝。镀金佛塔、漆成

绿色的屋顶瓦片和嵌有马赛克柱子是其代表作品。玉佛寺位于泰国曼谷皇宫内，与皇宫同建于 1789 年。

泰国玉佛寺位于曼谷大王宫的东北角，是泰国著名的佛寺，也是泰国三大国宝之一。作为皇室举行宗教

仪式的地方，是曼谷重要的寺庙，由拉玛一世在兴建皇宫时一并建造，并于 1784 年 3 月 27 日迎请玉佛

到寺中供奉。【皇后博物馆】坐落在大皇宫入口的附近，在那里，你可以了解到关于王后（Majesty Queen）

的许多东西，从她的衣服、鞋子到配饰，那儿还有王后的视频展示。（如遇闭馆，则更改为游览【大理石

寺】，敬请谅解)。乘车前往码头坐上七彩布条装饰的长尾船，船游泰国母亲河【湄南河】（约 30 分钟）

游览两岸风光，这里两岸建有风格各异的特色建筑、闪闪发光的金黄的寺庙，将被号称为东方威尼斯的



湄南河衬托的富丽堂皇，别有一番风情。

最后来到【巧克力小镇】（约 120 分钟 为方便游玩晚餐自理）巧克力小镇占地 13 亩，以欧式建筑为主，

远离闹市，景色是真的很漂亮 ，环境非常不错，非常适合拍拍照，仿佛置身欧洲小镇，小清新浪漫精致，

晚上在那里用餐也是超级浪漫的哦。指定时间集中后返回酒店休息。

温馨提示：参观大皇宫时男士须穿长裤，女士需穿过膝长裙，女士不可穿露背，吊带上衣以及超短裙。

住宿安排：曼谷 Clefhotel 或 Ny City Resort And Spa 或同级

早餐：酒店内 午餐：印象暹罗自助餐 晚餐：为方便游玩晚餐自理

第三天

曼谷-珠宝中心-皮具专卖店-沙美岛（晚上住宿沙美岛海边酒店）

早餐后前往参观【珠宝中心】（约 60 分钟），前往参观【皮具专卖店】（约 60 分钟），之后驱车前往

罗勇码头（约 2.5 小时车程）；后乘坐快艇（约 25 分钟）前往沙美岛自然国家公园,沙美岛是泰国一个非

常漂亮的小岛，人们都赞美她那连绵的海滩，为太平洋镶上了金色的花边；沙白，海美，其实沙美岛的名

字已经诠释了一个完美的海岛，碧蓝如洗的天空、清澈见底的海水和婀娜多姿的椰林， 没有喧嚣的人群，

尽情玩海吧，沙美岛美丽的热带风光和第一流的海泳场，可以让我在一湾清澈见底的绿水中徜徉，奢侈地

独享这份清幽；玩累了，就躺在茅亭下的沙滩椅上，看那海水轻柔地拍打和抚摸着柔软的沙滩，看它们那

么亲昵着、缠绵着，一遍又一遍，无止无休，不知疲倦；傍晚的沙美岛更是魅力无限，夕阳西下， 原本

湛蓝的天空被晚霞渲染上一层金黄的色彩，彤红的太阳慢慢地坠向海平面，平静的水面上闪耀着动人的余

晖...后享受美味的岛上海鲜餐，之后入住沙美岛海边酒店，享受浪漫的一夜。

住宿安排：沙美岛酒店

早餐：酒店内 午餐：咖喱螃蟹餐 晚餐：沙美岛海鲜餐



第四天

沙美岛-- 海底世界 -四合镇水乡--罗马金宫人妖表演 -泰式按摩

早餐后于指定时间集合，乘坐快艇返回芭提雅，前往参观【海底世界】（约 60 分钟）行走在 150 多

米的地下玻璃隧道水族馆，聚集上千种的太平洋海底水族和著名的淡水鱼类供欣赏；美丽的颜色，新鲜的

感觉，犹如漫步于海底，回味无穷。参观【四合镇水乡】（约 60 分钟）四合镇水乡，位于泰国芭蒂雅，是

一个面积约为 36,800 平方米的景区，古色古香的泰式建筑，质朴的人文气息，让您感受在这曲曲折折的

河道上具有独特风情的水上生活。风景名胜四合镇水乡独具当地的特色，这里生活的是水上民居，他们居

住在泰式木屋中，河道弯曲，泛舟水上，感受曲折中的无限魅力。观赏罗马金宫人妖表演（约 60 分）罗

马金宫人妖秀剧场仿罗马竞技场建造而成，人妖穿着各式演出服，步履轻盈。精彩节目可媲美国际性歌舞

秀。表演结束后您还可以近距离接触人妖比一比到底是她美还是你艳，拍照留念可千万别忘记了哦。体验

泰式古法按摩（约 60 分钟）（此为赠送项目，取消不退费用；12 岁以下小孩骨骼未发育完整，不能参加

此项目。请付按摩师奖赏费 50 泰铢/人），行走了一天行程之后，享受泰国地道的按摩手法,舒缓身心，缓

解您一日的疲劳。晚餐后感受浓浓的芭提雅各式风情，尔后入住酒店休息。

住宿安排：芭提雅 LA SANTEL JOMTIEN 酒店或同级

早餐：酒店内 午餐：绿光森林餐厅 晚餐：泰式自助小火锅

第五天

芭提雅- 神殿寺（四面佛）---热带水果园大餐--乳胶中心自由购物及 Kingpower 国际免税店

早餐后前往【金佛寺】参拜四面佛（约 40 分钟）人称“有求必应”佛，该佛有四尊佛面，分别代表

健康、事业、爱情与财运，掌管人间的一切事务，是泰国香火最旺的佛像之一。对信奉佛教的人来说，到

泰国来不拜四面佛，就如入庙不拜神一样，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据说四面佛的灵验超乎寻常，因此，有

些游客为了在四面佛前许誓还愿而多次往返泰国，更有许多港台影视明星，年年都来泰国膜拜四面佛，可

见四面佛的魅力。前往【热带水果园】（约 40 分钟），这里是人间的伊甸园，种植多种热带水果，葡萄、

山竹、红毛丹、菠萝蜜、火龙果等，远离喧嚣的园内景色原始优美，清新扑面，可品尝最新鲜的时令水果，

为您的旅程补充满满的维生素和活力，让每一天都是美美哒。参观【乳胶展示中心】（约 60 分钟）。 前往

【KingPower 国际免税店】（约 120 分钟） 并享用 Kingpower 自助晚餐。

住宿安排：芭提雅 LA SANTEL JOMTIEN 酒店或同级

早餐：酒店内 午餐：泰式风味餐 晚餐：Kingpower 自助晚餐。

第六天

曼谷 广州：（参考航班： TG678 1525 1905 飞行约 3 个半小时）

早餐后乘车返回曼谷，【土特产休息站】（约 45 分钟）返回曼谷途中途径此处，您可以选购各式土特

产商品，稍事休息后前往曼谷。参观毒蛇研究中心（约 60 分钟），前往曼谷国际机场乘搭国际航班返回广

州，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后散团，返回温馨的家，行程圆满结束！

早餐：酒店内 午餐：泰式风味餐 晚餐：飞机餐



特别提示： 此行程安排仅作为参考，具体航班信息和详细安排请以出团通知为准！

费用包含：

1.交通：含广州-曼谷-广州来回程国际机票及机建燃油税。

2.用车：当地用新型空调旅游车，地方用车根据团队人数安排 15-45 座空调旅游车，保证每人 1 正座。

3.住宿：全程 2 晚曼谷豪华五星酒店，升级 2 晚芭堤雅国际五钻泳池酒店标准双人间，入住沙美岛 1晚海边精品酒

店。单男单女及单人住宿要求需补房差 1200 元/人（泰国酒店无三人间，也不能加床）。

4.用餐：早餐酒店内用餐,正餐为行程所列；不含酒水，飞机餐不视为正餐，如航空公司航班时间临时调整，我社

有权根据实际航班时间安排用餐，不做任何赔偿。所有餐食如自动放弃，款项恕不退还。

（温馨提示：泰国当地食物口味偏酸辣、如不习惯请游客谅解！）

5.门票：行程内景点大门票，不含园中园。

6.购物: 全程 4个购物店、1个特产店(自愿消费)。

7.导游：全程中文领队服务，当地中文导游及全程领队陪同服务。

8.保险：中国境外旅游意外险保额 30 万元/人。

费用不含:

1. 不含提前办理泰国签证费 250 元/人；（落地签费用以及有 DT 记录费用另询价，如泰方有新政策，则按当天新政

策价格执行，具体以当天为准）（机场现付领队）；领队导游小费 300 元/人。

2.护照办理费用（200 元，客人自行办理）；（有效期 6 个月以上护照，2 张大一寸半年白底或蓝底近照）

3.行程外私人所产生的个人费用,行程外的自费项目；

4.航空公司临时上涨的燃油税；

5.因个人意愿要求房型升级产生的单房差费用；

6.行李物品保管费以及托运行李超重产生的费用；

7.因不可抗力（如天灾战争罢工等原因）或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产生的额外用；

8.持港澳台护照或持外籍护照的客人签证自理！

9.客人必须全程随团队旅游，确需离团自行活动者，应到当团领队处办理手续，离团费 500 元/天。

特别注意：

1.按照航空公司条例：除了持中国大陆护照的，港澳台护照及外籍护照加收 500 元/人；所有团队机票，一旦误机

收客备注

2 岁以上（含 2 岁）-12 岁以下（不含 12 岁）不占床大小同价，含早餐；

12 岁以上（含 12 岁）-18 岁以下（不含 18 岁）占床+500 元/人。

60 岁以上长者（含 60 岁）+300 元/人；小孩及长者比例超过 20%，价格另议。

外籍华人（包括港澳台护照） +800 元/人

注意：70 岁以上老人需提供医院健康证明及旅游承诺免责书。

签证备注

1、正常送泰签，收取签证费 250 元/人 ，DT 章护照另议！

2、如需提前办理签证，需提前 10 个工作日以上送护照办理签证！如因提供护照时间不足而造

成无法提前办理签证，需做落地签且费用自费，泰国落地签费用为签证费 450 元/人，我社领

队提供协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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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客人退团，团费不退。

泰国旅游须知
一、出、入境，海关，卫生检疫：

泰旅局规定：进泰的团队每位客人必须带 5000 人民币以上和全程机票才可以进关！

另外：现在泰国移民局对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对行李的检查特别严，最新规定是每个入境的游客最多只能携带一条

烟，否则一经被查到则罚款 4000 铢/条烟。特此声明！！望各大组团社知悉！！

1.入境过边检的时候，注意一米线。请勿在边检、海关区域摄影、拍照，以免被扣留器材。

2.根据海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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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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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级照相机、摄影机须向海关申报后才能带出境。

5.动、植物、未经检疫的水果以及政治性、色情书刊、光盘等在回国时严禁携带入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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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出、入境时请勿帮他人携带物品，以免被不良分子利用。

8.回国入境时，每人烟酒的携带限量是：烟两条、酒一瓶。

9.每到一个目的地国家，均需填写入境卡。领队会协助您填写该类表格。

10.前往泰国入境时，请保留好自己的登机牌存根，以备移民官员查验。

二、登机手续，行李托运：

1.手提行李的总重量以 7 公斤（部分航空公司有特殊重量限制规定）为限，每件行李的体积不得超过 20×40×55

厘米（三边之和不超过 115 厘米）。超过上述重量或体积限制的，应作为托运行李托运，TG 航每人可免费托运 30KG

（超重部分另外支付附加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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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贵重物品、钱币、证件等切勿放在行李中托运。为了您的财产安全，托运的行李请上锁。

3.飞机的座位由航空公司按姓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定，因此同一公司的游客不一定被安排在相邻的座位上。就整架飞

机而言，团队通常会被安排在机舱的中后部及尾部就座。

4.新加坡和曼谷机场面积庞大，候机时请注意登机牌上标明的登机口，并在规定时间内登机。

5.登机安检时，随身携带的液体物品限量为 100 毫升。安检人员可能会要求您打开液体物品检查，因此最好请勿携

带易拉罐食品或饮品。酒精类制品及易燃、易爆等化学物品也是严禁随身携带登机的，而且即使办理托运手续，也

会有被航空公司拒绝的可能。

6、尖锐物品如修眉钳、指甲锉、剪刀、小刀、刀片剃须刀等，都必须托运。如果随身携带该些物品登机并被安检

人员查及，可能会被暂扣或没收。打火机既不能随身携带也不能托运，所以请务必不要带名贵打火机。

三、自备物品：



1.为了节约资源，做好环保工作，我们入住的团队酒店多数不提供一次性用品，出行前请携带好牙刷、牙膏、木梳、

毛巾、拖鞋、洗发水等洗漱用品。

2.游泳装、晴雨伞、太阳镜、防晒霜、晕车药及其他常用药品、笔（需填表格）等。

3.泰国大皇宫禁穿无袖衫、短裤、拖鞋者进入，马来西亚云顶娱乐场男士须着正装，不能穿拖鞋。请准备好相应的

服装。

4.请准备一件长袖外套或薄披巾，在晚间行车时用以防寒。

四、 饮食，住宿：

1.泰国饮食以酸辣为主，如果您担心无法适应当地的口味，可携带一些方便菜肴诸如小包装榨菜等，但是请勿携带

肉、禽类制品。

2.膳食标准为自助餐或每桌 6～8 菜一汤的团队餐。不建议您在团队餐厅加餐，因为一则口味不佳，二则上菜速度

偏慢。

3.如航班正值用餐时间，则不另行安排团队用餐。

4.泰国的旅游业发展得很成熟，很多星级酒店年份久已，因此设施相对陈旧。此外，泰国酒店的房间内不供应开水，

如有需要可让服务员送。

5.团队中如出现单男单女，旅行社将拆分夫妻房，请予以配合。如有特殊要求，则增收房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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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游览

1.请务必留意当团领队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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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走失时勿慌张，速联络泰国观光警察热线 1155，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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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旅客水上活动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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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货币、购物、自费、小费：

1.您可在泰国导游处换取泰铢，行程结束时如有多余，可按相同汇率换回人民币。

2.生产地。建议您谨慎购物。

3.如您有意购买高档耐用物品，请务必要求店家开具发票。遇店家开具英文发票的，请与店家确认英文所表达的准

确含义与您所购买的物品是否相符。



4.建议出发前请预先拟定一个消费计划。考虑到货币的流通性以及携带的便利性，除人民币外，可携带一些美元。

5.泰国是一个小费王国，很多地方均需支付小费。如每天起床压在枕下的小费、与人妖合影的小费、坐船给船家的

小费……小费起付点为 20 泰铢。如您晚间外出吃夜宵的，在支付完餐费外，请再额外给服务生 10％或至少 20 泰铢

的小费。支付小费时请勿使用硬币。

6.国货币称为“铢”，与人民币的兑换率为 5：1左右。

7.中国游客常去的许多购物中心、免税店、专卖店等可用银联卡消费。新加坡近 100％、马来西亚约 80％、泰国约

90％的 ATM 可用银联卡取款，且提供中文界面。境外用银联网络消费和取款免收 1%-2%的货币转换费。

8.旅行期间，护照由客人自行保管好，团员应听从领队的安排，自由活动期间最好结伴而行，去什么地方最好与领

队和导游打招呼，并带上酒店名片以免迷路无法返回酒店，要有团队精神，任何人任何时侯不能离团，如有离团不

参加团队活动，所有用餐及其他事先安排好的景点和内容，一切费用概不退还，客人必须随团出入境。

八、交通、卫生、气候、时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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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泰国的交通为靠左行车，与我们所在的城市相反。过马路的时候请遵守红、绿交通指示灯的信号穿越人行横道。

3.泰国的司机通常住在汽车上，因此请保持旅游车的整洁，并禁止吸烟。有空调的室内请勿吸烟(特许除外)。

4.泰国的年平均气温在 26-36 摄氏度，请注意防晒。

5.曼谷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1个小时。抵达目的地国家后，请及时调整您的手表或其他计时器，因为导游所说的集合

时间、出团时间等均以当地时间为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与北京时间没有时差。

九、 安全：

1.注意人身安全，在泰国不要接受说华语的陌生人的搭话。如您需在旅行社行程以外的自由活动期间外出的，尽可

能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包斜背在胸前，最好由导游陪同。

2.贵重物品必须随身携带。在景点下车游览时，贵重物品也请勿存放于车上。

3.保管好自己的护照，这是您在国外的身份证明。在泰国，由于涉及水上活动，因此护照可交由领队保管。

4.使用卫生间时请注意防滑，以免摔倒。

5.在芭堤雅的金沙岛上，不要受不良商贩的低价诱惑而搭乘摩托艇等，以免被敲诈勒索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6.请勿擅自离团，除地接社需收取离团费外，旅行社也不承担游客擅自离团时发生意外的责任。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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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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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注意事项：

1、在您出、入境时，可能会有很多游客同时在办理手续，因此会出现较长时间的排队、等候。行程中的用餐、景

点游览、候船、候车及办理酒店入住等，也可能会出现此类情况。敬请您考虑以上客观实际情况，给予理解和支持。

2、由于有着不同的文化教育及成长环境，各国地接导游的讲解、表达、服务、行事等很多方面与您的想象会有较

大的差距。比如泰国导游，行事以“哉焉焉（意思为慢慢来）”为主，请入乡随俗。

3、行程中需要搭乘多次国际航班，期间也有一些为时不短的行车，舟车劳顿，体力消耗很大。特别是出团的第一

天和最后一天，大多都是晚航班，无法正常睡眠。因此请注意“游逸结合”，及时休息。

4、在泰国的行程中，很多景点都有摄影师给您“免费”拍数码照片(如第一天抵达曼谷时有“美女献花”合影)，



然后冲印好供您选购，请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通常为 100 泰铢一张。

5、注意集合时间，请勿迟到，以免让其他的贵宾等候。

6、为安全及工作便利，旅游车第一排为导游和领队的工作座，请您从第二排开始入座。

7、根据国际惯例，旅行社不承担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而造成的损失及责任。

十一、其它安全问题：

外出旅游时，流动性很大，小偷无所不在，抢窃也时有发生。因此现金、相机、首饰等贵重物品必须随身携带，步

行时注意歹徒从背后抢窃，离开酒店、餐厅时，均必须将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如果遗失物品，客人必须自负，容易

出现偷窃的地方有：各地车站、飞机场、餐厅、酒店等公共场所。

十二、风俗习惯：

泰国人认为自己的头部是最高尚的，所以请不要触摸他们的头部，而且泰国人忌讳他人用脚对着自己，或用脚

指东西。马来西亚人忌讳用右手递东西给对方。

◤特别说明◢

●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标明的星级标准为当地行业参考标准，普遍比国

内略差一点。

●任何非官方网站所公布的酒店星级档次，是属于该网站自己的评估标准，不代表该酒店的真实档次或星级。

●以上行程为参考行程，我社保留因航班、交通、签证等原因而导致行程变化，而对出团日期、线路等做适当调整

的权利。

●行程中的购物点安排，是行业公会认定合法购物商店，客人自愿消费；全程无需保证自费，严禁强迫消费。

●团队中如遇单男单女，如无补房差，一律由我司统一安排；60 岁以上的老人参团需有直系亲属的陪同，患病旅行

者和孕妇不得参团。

温馨提示：

中国驻泰国领事馆 电话: 006685433327 曼谷警察局 电话: 1155

中国政府规定：如境外遇法轮功成员打座集会，切勿围观；法轮功派发宣传单张，切勿索取！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了解此行程及备注等 6 页，同意并遵守旅行社安排。

客人签名： 年 月 日

祝您旅途愉快！

补 充 协 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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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钟

皮具专卖店
鳄鱼皮、珍珠鱼皮和大象皮具是泰国的特产，大象制品最实惠，

珍珠鱼皮次之，鳄鱼皮的最昂贵。
60 分钟

乳胶中心 泰国本土特产(乳胶枕头、乳胶床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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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场所说明：

1、行程单中的中途休息站（土特产中心） 、以及（免税商场）不属于安排的购物场所，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2、旅游者自行前往的购物场所购买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旅游者代表（盖章或者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旅行社（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