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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樂蘇美島／行程特色  

 

自然合一 
島國人文紀行 

←見證蘇美島上最具代

表的納蒙瀑布、祈福富

貴大佛、祖父（母）石！ 

泰式按摩 
靜謐舒體驗一小時 

←舒適非常泰式按摩；

讓輕巧的手指替您全身

的穴道好好按摩一番。 

飯店精緻美饌 
無國界自助餐 

←呈現豐美的時令菜色

及雅緻的用餐氛圍，深

受旅客們矚目與青睞！ 

泰式經典 
料理餐廳 

←品嚐道地的泰式風味

料理，南洋味十足的香

料美食包您大快朵頤！ 

 

 

 

 航班時間  

 
曼谷航空 起抵城市 航班編號 航班時間 起抵城市 航班編號 航班時間 

六天五夜 

天天出發 

台北－曼谷 PG-4900 0720／1000 曼谷－蘇美 PG-151 1445／1550 

蘇美－曼谷 PG-136 1415／1520 曼谷－台北 PG-4903 1705／2145 

航班備註 航段如遇客滿，將會調整前後班次，實際航班請依本公司最後確認為主。 
 

 蘇美島自由行  

 
行程 

內容 

曼谷航空來回經濟艙機票＋住宿＋每日早餐＋當地中文導遊＋機場接送＋保險＋簽證。 

※ 此經濟艙為T艙，若無T艙則需視艙等補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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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飯店  

 

   

諾拉布里度假酒店 

Nora Buri Resort & Spa 

安瑪塔拉普拉泳池別墅 

Ammatara Pura 

X2 蘇美度假飯店 

X2 Koh Samui Resort 

往返班拉克海灘以及大佛像都便
利。寬敞起居空間，融合現代及

古典，可於室外游泳池消暑享受
健身設施和三溫暖。 

有起居區、廚房和可俯瞰海灘的
陽台，免費 WIFI 及泳池。風格深

受傳統泰國宮殿和廟宇影響。設
有用餐區、迷你吧及私人泳池。 

X2 曾經入選「2008 年 DESIGN 
HOTEL」，坐落於蘇美島東南面

沙灘附近。遠離塵囂，設計獨特
的別墅都擁有私人泳池或花園。 

查溫區  度假海濱  拉邁區  度假別墅  華斯納區  時尚簡約  
 

   

班德拉酒店 
Bandara Resort & Spa 

奧特瑞格海灘度假村 
Outrigger Koh Samui 

W 度假酒店 
W Retreat Koh Samui 

近柏樸海灘。酒店共有一百五十

間豪華客房及別墅，亞洲風格設
計結合大自然，讓入住旅客享受
度假該有的寧靜舒適。 

位於海灘上，豪華的熱帶度假勝

地，提供室外泳池、健身房、圖
書館及桑拿。房內提供、私人泳
池、迷你酒吧及免費 WIFI。 

時尚前衛格調，完美體現高質感

兼活潑氛圍。路的盡頭都有冰箱，
內有冰淇淋、飲料。是間非常特
別及舒適的酒店。 

柏樸區  時尚簡約  曾蒙區  國際經典  湄南區  時尚精品  
 
飯店區域 旅宿新募集，嚴選查汶海灘精緻飯店 飯店區域 旅宿新募集，精選蘇美島特色飯店 

查 溫 區 

諾富特 NOVOTEL SUMUI 

拉邁區 

美居海灘 MERCURE 
班哈德岩 BAAN HAAD NGAM 海灘共和國 BEACH REPUBLIC 
諾拉海灘 NORA BEACH 思拉瓦迪 SILAVADEE POOL 
凱里卡岩 KIRIKAYAN BOUTIQUE 安瑪塔拉普拉 AMMATARA PURA 
布日紮海灘 THE BRIZA BEACH 蘇美悅榕莊 BANYAN TREE SAMUI 
蘇美海灘 SAMUI RESOTEL BEACH 

柏樸區 
蘇美迪瓦海灘 DEVA SAMUI 

班蘇美 BAAN SAMUI 珀普瑞達海灘PUNNPREEDA BEACH 
蘇美達拉海灘 DARA SAMUI BEACH 班德拉 SPA BANDARA 
新星海灘 NEW STAR BEACH 

曾蒙區 
蘇美芒果 ROYAL MUANG 

KC 海灘俱樂部 KC BEACH CLUB 奧特瑞格 OUTRIGGER KOH SAMUI 
蘇美橋拉 CHURA SAMUI 蘇美六善 SIX SENSES SAMUI 
諾拉布里 NORA BURI 

湄南區 
凱里卡岩 KIRKAYAN LUXURY POOL 

蘇美城堡 MUANG SAMUI W 酒店 W RETREAT 

麗晶海濱 CHAWENG REGENT BEACH 華斯納區 X2 蘇美 X2 KOH SAMUI 

拉瓦娜安娜塔 ANANTARA LAWANA 
飯店說明 部分飯店另有 VILLA 房型，VILLA 房

型報價請另洽詢旅遊專員。 莎莉菈雅 SAREERAYA VILLA & SUITES 
蘇美瓦納貝麗 VANA BELLE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9931-novotel-samui-resort-chaweng-beach-kandaburi/index.shtml?xtor=SEC-706-goo-%5bppc-nov-mar-goo-wh-en-th-bro-sear-th-loc%5d-%5bnov-v7452-samui-9931%5d-S-%5b%2Bnovotel%20%2Bsamu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A601-mercure-koh-samui-beach-resort/index.shtml
https://www.baanhaadngam.com/
http://www.beachrepublic.com/
http://www.norabeachresort.com/
http://www.silavadeeresort.com/home.php
http://www.kirikayan.com/kirikayanboutique/location.html
http://www.ammatarapura.com/
http://www.thebriza.com/index.html
https://www.banyantree.com/en/thailand/samui
http://www.samuiresotel.com/
http://devasamui.com/
http://www.baansamuiresort-online.com/
http://www.punnpreeda.com/index.html
http://www.darasamui.com/
http://www.bandarasamui.com/
http://www.newstarresort.com/
https://muangsamui.com/royalmuangsamuivillas/
http://www.kchotelgroup.com/en/kc-beach-a-pool-villas
http://www.outriggerthailand.com/koh-samui-beach-resort/
https://www.churasamui.com/
https://www.sixsenses.com/en/resorts/samui
http://www.noraburiresort.com/
http://www.kirikayan.com/main.html
https://www.muangsamui.com/muangsamuisparesort/
http://www.wretreatkohsamui.com/
http://www.chawengregent.com/
https://crosshotelsandresorts.com/x2/resorts/x2-koh-samui-a-spa-retreat/
http://lawana-chaweng.anantara.com/default.aspx
http://www.sareeraya.com/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usmvl-vana-belle-a-luxury-collection-resort-koh-samui/?PS=LGEN_AA_DAPI_CGGL_T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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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樂蘇美島／行程介紹  

  

第 1 天 

台北－曼谷－蘇美島／得天獨厚度假天堂／好食！好味！大頭蝦GURU 

BUFFET海陸燒烤BBQ自助晚餐（炭火烤爐、銅盤2選1 ＆ 飲料無限暢飲）／

CENTAL FESTIVAL SAMUI中央商場歡樂購物 

蘇美島  X  機上或自理  
大頭蝦海陸

燒烤BBQ 

今日將於（班機起飛前 2 小時）集合於台灣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曼谷國際機場，再搭乘曼谷航

空直飛夢幻島嶼－蘇美島，出關後由熱情中文導遊接待前往飯店辦理入住；晚餐在知名海鮮燒烤大排檔

名店享用，門口一艘舢舨船載滿大頭蝦、螃蟹、生蠔、魷魚、孔雀蛤、牛、豬、雞、蔬果等食材，另外

還有專人現做熟食、果汁飲料通通吃到飽。並提供炭火烤爐、銅盤烤盤兩種料理方式，讓吃法更加的多

元，吸引在地人與歐美旅客前往大啖一番。結束後前往商場為自已的度假旅程添購一些生活用品。 

★ 食材請酌量取用，若浪費食材以每 100 公克 100 泰銖計算。 

 

 

第 2 天 

海洋花園海島遊蹤：龜島陽光浮潛（免費提供蛙鏡、呼吸管、救生衣）＋南悠

島／飯店精緻自助餐 或 泰式套餐 

蘇美島  飯 店  
南悠島 

自助餐 
 
飯店自助餐

或泰式套餐 

早餐後，懷著雀躍的心情，換上塵封已久的比基尼泳裝，展開期待已久的海洋之旅！歐塔島因貌似烏龜

又稱龜島，為蘇美島最受歡迎的浮潛勝地；在碼頭搭乘快艇出海，奔馳在藍天碧綠的海域，陶醉於大自

然懷抱，美麗海灣、奇形大石，豐富的海底生物讓人讚嘆不已。抵達後大伙換上蛙鞋、救生衣、戴上蛙

鏡呼吸管下海與珊月灣的七彩熱帶魚群共舞於海洋之中，結束海上派對後，乘快艇返回蘇美島，一場充

滿歡樂驚奇、陽光的旅程將悄悄地展開。 

★ 參與離島、泳池水上活動時請注意患有高血壓、心臟衰弱、癲癇、酒醉、孕婦等不適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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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與自然合一島國人文紀行：祈福富貴大佛／菩亞寺／祖父岩／祖母岩／叢林

騎大象／納蒙瀑布森林浴／泰式舒壓按摩一小時／義式控站出來！OLIVIO

奧利維現代意式海景餐廳：海陸經典套餐6擇1（鱸魚和帕爾馬、意香西冷牛、

意式豬排、披薩帕爾馬火腿、意式鮭魚片、鱸魚蝦）＋意式湯品＋甜品 

蘇美島  飯 店  
浪漫泰式 

料理餐廳 
 
奧利維意式

海陸經典餐 

早餐後，將展開蘇美島迷人人文之旅，初訪蘇美島先品嚐道地泰式料理，南洋味十足的香料美食包您大

快朵頤！餐後前往蘇美島著名地標—富貴大佛，這尊高達四十呎金身大佛，矗立於島上菩亞寺內，是蘇

美島最具代表的廟宇，從階梯下方抬頭望向大佛，壯觀雄偉氣勢十足；接續島上的祖父石、祖母岩，石

頭造型經由天然風化而成，聳立在岩石上，因造型獨特而成為當地熱門景點之一；之後我們將讓您體會

古時泰國皇室以象代步跋山涉水，翻山越嶺的絕妙樂趣。前往高約 130 呎，終年澎湃而下的黃色石灰泉

水—納蒙瀑布，為這趟島國紀行添上一頁印象山水之美！結束後，安排體驗舒適的泰式按摩；讓輕巧手

指替您全身穴道好好按摩一番。晚餐來到 OLIVIO 意式海景餐廳，地處近查汶海灘北部，是由灰棕色木

質紋理及柔和磚質牆壁打造的餐廳與户外的棕櫚樹和燦如綠松石的海灘美景交相輝映，此外，您還能在

此欣賞美麗的查汶夜景。餐廳主理現代意式風味，將提供六組海陸特色經典套餐供您選擇品嘗。 

★ 16 歲以下之小孩無論佔床與不佔床，皆不含按摩，亦不退費！ 

★ OLIVIO 意式海景餐廳菜單會不定時的推陳出新，如有異動將以餐廳當季菜單為主。 

 

 

第 4 天 

享受飯店設施／隨心所欲地享樂之旅／建議自行前往FRIDAY NIGHT好食！

好逛！漁人村碼頭夜市【午晚餐請自理】 

蘇美島  飯 店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早餐後，在飯店內享受飯店設施或自費安排體驗大自然 SPA 四部曲，在療程中（草本精油按摩、香草蒸

氣浴、腳部按摩或臉部美容二選一及蘇美養身茶）有迷迭香、薰衣草、玫瑰、茉莉、茶樹、薄荷、尤加

利、檸檬、甜桔、依蘭等歐洲進口芳香精油任您選擇，幫助血液循環及消除疲勞，身心靈獲得調養效果

的舒鬆感，達到恢復精神體力。夜晚是歡樂時光的開始，大夥亦可自由前往每週五開市的漁人村碼頭夜

市，在左支右絀的人群裡穿梭，讓您更貼近感受當地島民的夜市文化；而當地炒粉條、泰式串燒、傳統

泰式湯粉、車仔薄餅等特色泰味小吃更是不容錯過的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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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隨心所欲地享樂度假／建議自行前往迷人的查汶海灘【午晚餐請自理】 

蘇美島  飯 店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今日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盡享不被打擾的度假時光。喜歡熱力夜晚的朋友們，可與

三五好友一起相約娛樂集中地—查汶海灘；海灘主要道路上開滿餐廳、酒吧、迪斯可等。餐廳除道地泰

菜外，混合泰式美味的海鮮 BBQ、義大利、德國等歐陸料理都有，特產為海產和熱帶水果。遊客可到酒

吧喝啤酒、欣賞人妖秀。夜幕低垂之際，人們湧入最受歡迎的 GREEN MANG 舞廳，吸引人們徹夜狂歡，

玩樂到天亮。 

 

 

第 6 天 享受飯店設施／整理歡樂記憶時光／收拾起度假玩樂的心情囉／曼谷－台北 

台 北  飯 店  機上或自理  機上或自理 

今日起個大早，替這幾天的歡愉整理出清晰的記憶軌跡。在依依不捨道別聲中結束這趟歡樂度假島嶼之

旅真心期待下一次的相會。 

 

 行程說明  

行程備註➢若因天候及不可抗拒之因素、導遊保有變更行程順序之權力，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餐食備註➢如遇飯店特殊規定須綁餐食，報價請另外洽詢旅遊專員。 

旅遊資訊➢時差比台灣慢 1 小時。電壓220W，2 孔小圓身插頭。氣候四季如夏均溫 28－30 度。 

簽證資料➢護照正本（需六個月以上效期）、身份證影本、2 吋彩色白底近照一張（頭頂至下顎之長度需

3.2 至 3.6 公分之間）。18 歲以下小孩無身份證者，請附上戶口名簿影本；有身份證者以身

份證影本送件即可。表格須填寫電話及申請人緊急聯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