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熱銷強檔】泰犯規~戀上華欣、奢華曼谷五星半島酒店五日
 團號：BKK3Q200911A
 升等曼谷國際超五星酒店

 出發日期：

2020/09/11

 旅遊天數：

5天4夜

 報名截止：

2020/08/28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床

嬰兒

單人房

NT$23,800

NT$24,800

NT$23,800

NT$6,000

NT$31,800

 每人訂金：

NT$10,000

 包含項目：

含團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

不含行李小費,不含行李超重費,不含簽證費用

 行程說明

<特別入住>曼谷河畔國際"超五星"半島酒店THE PENINSULA BANGKOK
<打卡熱點>SEENSPACE海灘市集廣場~華欣最必拍的網美聖地，無邊際海景旁購物吃美食、拍美照
<親子同樂>華欣SAFARI動物園~近距離接觸野生動物、看表演，親子同遊的歡樂好去處
<百年歷史>泰國最美火車站~華欣百年火車站鮮豔色彩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是華欣必拍景點之一
<特色景點>暹羅古城76府~是泰國縮小版的戶外博物館，一天就能遊覽整個泰國
<好逛好買>丹能莎朵水上市場、拉差達火車夜市、華欣夜市、曼谷河岸新地標ICONSIAM百貨

曼谷河畔國際"超五星"半島酒店
THE PENINSULA BANGKOK

沿著海灘邊的市集，以簡約的清水模建築為主體，搭配簡約的幾何線條，在陽光的穿透下更顯的愉悅而放鬆，在此您可享受到碧海藍天的華欣風情，更
可以在此尋找網紅推薦的餐廳品嘗美食，更可在這裡閒逛之際遇見泰國知名文創品牌，舉凡紀念品、服飾、包包等琳瑯滿目的特色商品應有盡有。

擁有百年的歷史的華欣火車站，建於1911年，擁有著「泰國最美火車
站」之稱，車站大量使用柚木當作建材，鮮豔的配色並洋溢著濃濃的懷
舊風格，是來訪華欣必去的拍照打卡景點。

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戶外博物館，由熱愛泰國文化的泰籍華人Lek
Viriyaphant所創辦，園區建造完全依照泰國國土形狀，以真實比例縮
小，所有的建築皆有專家指導，保持各個王朝的建築文化特色。

長方形彩色木筏載滿五顏六色水果，由戴著斗笠婦女搖槳緩前，在丹能
莎朵水上市場體驗泰國人的傳統水上生活，你可以在船上購買品嚐傳統
泰式料理、甜點等，兩旁水上攤販賣著各式手工藝品，遇到有興趣的商
品船伕會隨時停下船，讓客人選購。

這是一個泰國小鎮的傳統市場，你可以感受當地人的市場文化，品嚐傳
統泰式小吃，最大的特色就是攤販緊貼著鐵軌兩旁擺攤，鐵路就是市場
的一部份，當火車鳴笛聲響起，攤販們不慌不忙地收拾，讓火車緩緩通
過，之後又若無其事地恢復原狀繼續營業。

 航班參考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泰獅航

SL399

桃園國際機場

2020/09/11 10:45

廊曼國際機場

2020/09/11 13:30

5

泰獅航

SL394

廊曼國際機場

2020/09/15 19:30

桃園國際機場

2020/09/16 00:10

 每日行程

第1天

桃園機場/曼谷→三頭像神博物館→暹羅古城76府華麗重現→拉洽達火車夜市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泰國首都～曼谷。
【三頭像神博物館】曼谷人氣景點的三頭像博物館，是由泰國富商斥資十多億、花費超過十年建造
而成，粉色建築相當吸睛；館內展示有全亞洲最大的10層樓高象神雕塑，視覺震撼壯觀又華麗。
【暹羅古城76府】泰國總面積有513,115萬平方公里，行政規畫從以前的72府到現在已經是「76府
加一個曼谷直轄市」，人口大約6500萬，是個地廣物博的國家，真的完全符合『Amazing
Thailand〗。素來擁有極高宗教地位的泰國，全國大小寺廟共有3萬多座，僅曼谷就有佛寺400多
座，因此曼谷又有寺廟之城的美譽。若不想落下任何一處美好，除了花大把時間一一造訪，古城76
府，絕對是最棒的選擇。位於曼谷市郊30多公里的北欖府(Samut Prakan)，是一位泰籍華人老闆Lek
Viriyaphant(1914-2000)，花了10億投資；經歷10多年建立這偉大的公園，他以發揚泰國文化藝術
為出發點打造，十足表現對泰國歷史文化的〖分享〗及〖傳承〗的願望。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戶外博
物館，古城76府佔地超過1214畝，園區建造完全依照泰國國土形狀，再將全泰國76府著名的116個

為出發點打造，十足表現對泰國歷史文化的〖分享〗及〖傳承〗的願望。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戶外博
物館，古城76府佔地超過1214畝，園區建造完全依照泰國國土形狀，再將全泰國76府著名的116個
古蹟景點，依照真實比例縮小，所有的建築皆有專家指導，保持各個王朝的建築文化特色。還有三
頭象神博物館，透過象腿中的電梯，可通往象腹中的博物館，探索泰國象神的奧秘。想要在一天之
內環遊泰國中部、東北部、北部、南部，這裡絕對令你大飽眼福，不虛此行。
【曼谷拉差達火車夜市】保有基本的復古元素，露天夜市、生活小物攤位、美食小吃、啤酒屋皆
有，晚上想找個地方吃吃逛逛，想喝點小酒放鬆，三五好友間聚會，都是不錯的選擇。



第2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76府內泰式帝王餐



MESTYLE MUSEUM HOTEL 或 HOLIDAY INN
EXPRESS BANGKOK SOI SOONVIJAI 或 IBIS
RATCHADA或同級

曼谷→丹能莎朵水上市場（含搭船）→美功鐵道市集~華欣→網美打卡景點-SEENSPACE→華欣夜市
→百年復古火車站

【丹能莎朵歐式水上市場】許多人自近郊划著舢舨到水上市場。市場內人來人往好不熱鬧，生意人
熱絡的招呼消費者，使消費者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戴著寬邊斗笠的婦女們，划著滿載南方特有水
果和蔬菜的小舟，悠游在運河上兜售，沿河的土產店，櫛次鱗比，出售各色精美的名產，如最受遊
客喜愛的象牙雕刻品以及絲織品，遊客可以乘坐馬達小艇來此慢慢的精挑細選一番，享受一下南國
特有的熱絡真是令人收穫良多呢!
【爆笑鐵支路菜市場】很久以前在網路上流傳的超爆笑鐵路菜市場，造成一陣不小的討論。有一個
市集活躍在鐵路兩旁。鐵皮屋遮陽棚櫛比鱗次疊床架黑壓壓擠滿兩旁，菜販肉販么五喝六交易密
集。早晚火車要通過時必有3響鐘聲。初響！彷彿成功嶺集合令，所有攤販排列等候手扶棚竿集合。
二響！收竿，立正！整齊劃一、一絲不苟，火車僅擦著棚架駛過。三響！回歸原位，你買我殺彷彿
不曾發生過任何事似的。※註：菜市場鐵路火車之旅，常有誤點，敬請耐心等候。
【SEENSPACE文創空間】延著海灘邊的市集，以簡約的清水模建築為主體，搭配簡約的幾何線條，
在陽光的穿透下更顯的愉悅而放鬆，在此您可享受到碧海藍天的華欣風情，更可以在此尋找網紅推
薦的餐廳品嘗美食，更可在這裡閒逛之際遇見泰國知名文創品牌，舉凡紀念品、服飾、包包等琳瑯
滿目的特色商品應有盡有。
【華欣百年火車站】擁有近百年歷史的華欣火車站，有著泰國最美火車站之稱，從1911年起運作至
今，雖然泰國的火車系統進步速度頗慢，乘搭巴士或其他交通工具的人遠比乘火車的多，但華欣火
車站仍是值得您參觀的地方，從火車站的門扇、窗櫺、屋頂以至售票口均以柚木搭建，鮮艷的紅白
對比色彩設計十分協調沒有違和感，且線條分明，並洋溢濃濃的懷舊風格，就此也吸引了不少遊客
駐足參觀和拍攝留念，這也是鐵道迷到泰國都不會錯過的地方之一。
【華欣夜市】白天平凡無奇的巷弄，到了晚上，舉凡賣衣服的、日用雜貨的、也或者是紀念品攤
販、熱帶水果攤、海鮮、麵攤等多種視覺與味覺的饗宴隨之而來，所到之處都是當地居民及來自全
世界各國的觀光客，光想就是相當熱鬧與精采，您也會在此體驗到屬於泰國的平民生活文化。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河畔玻璃屋泰式風味餐
晚餐： 夜市美食自由選-敬請自理



NOVOTEL HUA HIN CHA AM BEACH RESORT &
SPA 或 THE REGENT CHA AM BEACH RESORT或
同級

第3天

華欣SAFARI動物園(老虎表演+大象表演+鱷魚表演)→返回酒店-享受華欣酒店內設施→華欣CICADA
週末創意市集(如遇平日改走華欣BLUPORT HUA HIN RESORT MALL購物中心)

【華欣SAFARI動物園】不同於曼谷賽佛瑞動物園，華欣賽佛瑞動物園著重於動物的表演。匯集泰國
四大動物表演，此外還有騎大象、越野車體驗以及和小老虎接觸的機會(需自費)。
【週末創意市集Cicada Market】Cicada市集裡沿街叫賣的小吃跟服飾攤位，跟台灣夜市很像，不過
價格相對便宜，而且華欣漁港海鮮一流，因此夜市裡賣泰式酸辣麵海鮮的攤位很多。到這邊，也用
不著怕食物不乾淨，入境隨俗就請敞開心胸開心的享受美食吧！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THE CHOCOLATE FACTORY風味餐
晚餐： AIR SPACE泰式風味餐



NOVOTEL HUA HIN CHA AM BEACH RESORT &
SPA 或 THE REGENT CHA AM BEACH RESORT或
同級

華欣→聖多里尼希臘小鎮(不含遊樂設施) →巨石摩艾咖啡館(飲料自理)→特產巡禮【珍寶苑(內含珠
第4天

寶乳膠皮件)】→曼谷河畔新地標ICONSIAM暹羅天地→遊湄南河體驗(搭乘專屬半島酒店船)-入住曼
谷國際五星半島酒店

【聖多里尼希臘小鎮】這裡是令人驚艷以希臘風情的藍白小屋為建築主題的樂園，於2012年5月5日
開幕。樂園面積大約為 10 公頃，具有各式區域：遊樂、休息廣場、餐廳區、活動區、購物區、表演
區及藝術品周末市集。遊樂設施包括摩天輪、雙層旋轉木馬、 Wallholla 攀岩遊戲、來自新西蘭的
Gmax和GMax Swing等…。
【巨石摩艾咖啡】前往華欣的路上一家咖啡店，這裡的摩艾非常巨大，一定要用真人比例來呈現，
最新熱門Moai Cafe摩艾咖啡拉風的打卡點。
【曼谷河畔新地標全新開幕ICONSIAM百貨】由泰國高級購物中心龍頭Siam Piwat集團與多家集團
聯手打造的ICONSIAM河岸綜合購物商城，於2018年11月9日開幕，這座斥資540億泰銖打造，座
落於曼谷昭披耶河畔，佔地高達75萬平方米，曼谷河岸綜合購物商城包含兩棟購物中心、1間國際連
鎖酒店與1座公寓大廈，購物中心邀來各大國際品牌進駐，奢華又創新的複合式功能，讓曼谷這個河
岸綜合購物商城走向曼谷全新的旅遊新地標。



第5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中泰式風味餐
晚餐： 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入住曼谷河畔國際超五星半島酒店THE
PENINSULA BANGKOK 或 聖瑞吉斯酒店THE ST.
REGIS BANGKOK或同級

曼谷享受沒有MORNING CALL的早晨可自由享受超五星酒店豐盛早餐及酒店設施→超靈驗四面佛
+世貿商圈自由逛+BIG C超市採買→曼谷/台北

【愛樂威四面佛】無論求財或婚姻很靈驗，也是港台明星們的最愛喔！首先來到一旁的櫃檯買香柱
及花環，一份只要20泰銖，內有有3x4=12柱香、四個小花環、一根小蠟燭，點好香後，然後從正面

【愛樂威四面佛】無論求財或婚姻很靈驗，也是港台明星們的最愛喔！首先來到一旁的櫃檯買香柱
及花環，一份只要20泰銖，內有有3x4=12柱香、四個小花環、一根小蠟燭，點好香後，然後從正面
的佛像開始順時針參拜，一面佛像拜完拿三柱香插上香壇，然後再掛上一個小花環，依序拜完四
個，而小蠟燭則是插在特別想祈求的那一面的香壇上(例如:背面的姻緣佛像)這樣大概就完成了。四梵
行－四無量心代表之意義為：慈無量心：與大梵天王佛的正面「密達」 (METTA) 相應，願眾生得
樂。悲無量心：與大梵天王右面「噶如喇」(KARUNA) 相應，濟貧恤苦，願眾生離苦。喜無量心：
與大梵天王後面「摩達」(MUTHITA)相應，見人行善，離苦得樂，生歡喜心，願一切眾生離苦得
樂。捨無量心：與大梵天王左面「無別迦」(UBEKKHA)相應，無愛憎，廣披澤恩。四面佛「大梵天
王」具慈、悲、喜、捨之四梵心，故無論祈求 「功名、事業」「愛情、婚姻」「富貴、利祿」「平
安、福慧」 皆能圓滿靈驗。
【世貿百貨中心CENTRAL WORLD PLAZA】東南亞最大最具時尚領導風格的CENTRAL WORLD
PLAZA中央世貿商場，這是大曼谷商圈三大百貨購物中心（ZEN、CENTRAL WORLD PLAZA、
ISETAN）連成一大棟的百貨商場。樓高20層，可容納10萬人的活動廣場。該購物中心位於捷運BTS
站CHIT LOM站3號出口，賣場面積達55萬平方公尺，位於市中心最繁華的地段，簡直是曼谷的新地
標。CENTRAL WORLD外觀玻璃帷幕的建築設計，看起來非常時尚新穎，所有歐美精品品牌或泰國
品牌一應俱全，其中又以泰絲及NARAYA 曼谷包最受台灣觀光客青睞。來到這怎能不採買一番呢！
當然這裡也是泰國節慶主要的活動場地，聖誔節，跨年倒數，潑水節等，CENTRAL WORLD都是指
標性的地標。百貨公司內皆設有美食街與餐廳。
【BIG C超市】BIG C是一間泰國連鎖大賣場，你可以在這裡買一些台灣吃不到的各類泰式零食或是
伴手小禮，帶回台灣送人自用兩相誼，這裡不但價格便宜而且網路上介紹該買、必買、一定要的東
西，這裡都應有盡有。搭機返台的時間到了，帶著渡假完所擁有的NICE好心情上機，也為這次的泰
國之旅畫下完美的句點。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 --



溫暖的家

 附加項目
泰國簽證

必須購買

TWD 1,400



備註:(一)觀光單次簽證準備資料 1.[泰國簽證基本資料]需申請者填寫完整後，簽名後正本繳回辦理簽證
2.[護照正本]六個月以上有效期，護照內不可以夾或釘任何資料。
3.[中華民國身份證影本]須為原比例清楚完整的影本，請勿翻拍(正反面用A4白紙影印在同一張，不須裁剪)。僑居身份者，需有效之入出國許可(影本
空白處填寫電話)
4.[戶籍謄本影]14歲以下沒有身分證申請者，請附上3個月內全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5.[二吋彩色白底近照一張] 背面簽寫姓名
**請注意！照片審查非常嚴格，請務必提供符合尺寸規格的6個月內之照片**
六個月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3.2至3.6公分照片詳細規格-六個月內拍攝之彩色照片白色背景半身正面脫帽五官清晰之兩吋照片，不可張開嘴巴
(包括嬰兒)，不得配戴有色眼鏡、眼鏡不得反光、眼鼻口臉及兩耳不得遮蓋，照片不得修片或翻拍或合成。
★請注意★
1. 簽證處有權依照申請個案之需要對申請人提出額外相關文件的要求。
2. 電子簽證上傳後無法撤件抽取護照，不准件一概不退費，無論核發簽證與否。
3. 簽證處依簽證主管判斷給予簽證，簽證處有權拒絕解釋拒給簽證之理由。
4. 簽證有效期非等同在泰國停留期限，簽證有效期(自申請日算起)是指可於該期間入境泰國之使用期限，而停留期限請依各簽證種類不同而有所不
同。
(二)雙重國籍國人注意事項 泰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國人倘同時持有中、泰兩國護照，入境泰國或我國時仍宜以泰國護照入境。
雙籍華僑倘擬持我國護照返國入境，可於出境時申請在外國護照補蓋入出境章，惟須符合下列要件：
(A)中、泰兩本護照均有效且資料相符。
(B)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所持外國護照來台有效簽證許可停留期限，無簽證者須符合免簽證國家人民及停留未逾十四天之規定。
(C)需自同一機場或港口入出境，並限加蓋當次入出境查驗章戳。
(三)若出身地為(越南、高棉、寮國)者，申請簽證注意如下
若<無>工作者，需附上：

(三)若出身地為(越南、高棉、寮國)者，申請簽證注意如下
若<無>工作者，需附上：
(A)戶籍謄本(六個月內有效)。
(B)銀行存摺之正影本土(存款五十萬元以上)。
(C)政府機關所出示之良民證正本。
(D)來回機票正影本(需確認OK)。
(E)有效期半年以上之護照正本。
(F)二個月內拍攝之二吋照片二張。
(G)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
若<有>工作者，需附上：
(A)戶籍謄本(六個月內有效)。
(B)公司執照影本。
(C)需一年以上的公司在職証明(需英文打字)內容需註明本人在公司擔任的職位、年資、薪資。
(D)來回機票正影本(需確認OK)。
(E)有效期半年以上之護照正本。
(F)二個月內拍攝之二吋照片二張。
(G)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需本人自行辦理)。
駐台北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
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三段206號
電話：02-2773-1100
傳真：02-2740-3300

中華民國護照10年效期

TWD 1,500



說明:以出發日期算起需滿六個月效期，否則請重新辦理護照 *當事人應繳交最近半年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鏡，眼、鼻、口、臉、兩耳輪廓
及特殊痣、胎記、疤痕等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足資辨識人貌，直4.5公分，橫3.5公分，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3.2公分及超過3.6
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相片1張，不得使用合成相片。相片背面註明姓名、國民身分證號碼。規格如下：（相片樣張登載內政部網站：
http://www.ris.gov.tw）*
備註:
1.身份證正本(1份) 2.尚有效期之舊護照(1份) 3.服完兵役的男性需附上退役證明正本(1份) 4.已滿14歲以上的女性需加附監護人之身分證正反影本
一份 5.填妥並簽名的普通護照申請書。(1份) 6.六個月內正面拍攝之2吋白色背景彩色照片(照片規格請參閱備註欄)(2份) 7.改過名者請同步提供戶
口謄本正本 8.聯絡人之電話及緊急聯絡人之電話 9.年滿7歲未達14歲未領有身分證者需加附有照片的健保卡正本

 護照及簽證
項目

辦證工作日

護照效期

可停留當地天數

說明

泰國簽證

5天

6月

--



中華民國護照10年效期

5天

10年

--



 其他說明
小費

泰國：泰國是個習慣付小費的國家之一,而付小費是一種禮儀!
泰國給小費是一種禮貌，請以紙鈔為宜(因為泰國人認為硬幣是給乞丐的)
泰國的行程：(以下提供一些需付小費的地方,讓您參考)
床頭小費，一間房間(2人)每天THB20(泰銖)
行李小費，一間房間一次約給行李人員THB20(泰銖)
叢林騎大象，每次付馴象師每頭THB50(泰銖)
馬車遊棕天，每次付馬夫THB50(泰銖)
古式按摩小費，您可視按摩師的服務品質或專業水準而彈性給予,每人THB100(泰銖)
泛舟小費，每人THB50(泰銖)
與人妖拍照，每人每次THB100(泰銖)

出團備註

【以上報價包括】：
＊桃園/曼谷/桃園 來回經濟艙機票及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全程表列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四千萬履約保障險、兩百萬責任險及20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含來回托運行李各20公斤＋手提行李7公斤。
【以上報價不包括】：
＊護照新辦費用每人NT1500元、泰國簽證費用每人NT1400元
＊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天NT200元X5天=NT1000元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不含來回機上餐食，如有需求請於飛機上自行加購
【售價注意事項】
小孩佔床需加價NT1,000元、2歲(含)-11歲(含)小孩不佔床同大人價、單人房差NT4,000元 ，嬰兒
NT8,000元(已含稅險燃料費)
【其它注意事項】
1.購物站：珍寶苑(內含珠寶乳膠皮件)
2.為讓您的旅遊行程玩得更豐富，推薦您參加我們的自費活動（實際售價以當地導遊報價為準）:
3.北/高接駁: 自理
4.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若出發後於行程中途脫
隊，視同自願放棄行程恕不退費，並加收NT2,000元/人；如因此而發生意外，概由脫隊者自行負責。
5.本專案僅適用本國人（需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每人須補收NT6,000元非
優惠價差。
6.23歲(含)以下及60歲(含)以上報名人數不可超過半數，如旅客為特殊身分(非本國籍、華僑、學生團) 超
過半數， 則團費每人需加收NT1,000元，並祝您旅途愉快。
7.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盡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前後更動或更換觀光景點；遇季節性變化
或餐食變更情形，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及餐食內容之權利。
8.特別說明：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旅遊權益，本行程年滿70歲以上及行動不
便之貴賓，須有同行家人或友人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注意事項：燃油稅開徵日期及加收金額，以航空公司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證照費用，以相關單位公
告日期及價格為主。
9.此行程使用航空公司規定，報名付訂後，如要取消此行程，則須沒收全額訂金。請特別注意。
【泰國簽証需知】
(一)觀光單次簽證準備資料
1.[泰國簽證基本資料]需申請者填寫完整，簽名後正本繳回辦理簽證。
2.[護照正本]六個月以上有效期，護照內不可以夾或釘任何資料。
3.[中華民國身份證影本]須為原比例清楚完整的影本，請勿翻拍(正反面用A4白紙影印在同一張，不須裁
剪)。僑居身份者，需有效之入出國許可(影本空白處填寫電話)。
4.[戶籍謄本影]14歲以下沒有身分證申請者，請附上3個月內全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剪)。僑居身份者，需有效之入出國許可(影本空白處填寫電話)。
4.[戶籍謄本影]14歲以下沒有身分證申請者，請附上3個月內全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5.[二吋彩色白底近照一張] 背面簽寫姓名。
**請注意！照片審查非常嚴格，請務必提供符合尺寸規格的6個月內之照片**
六個月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3.2至3.6公分照片詳細規格-六個月內拍攝之彩色照片白色背景半身
正面脫帽五官清晰之兩吋照片，不可張開嘴巴(包括嬰兒)，不得配戴有色眼鏡、眼鏡不得反光、眼鼻口
臉及兩耳不得遮蓋，照片不得修片或翻拍或合成。
★請注意★
1.簽證處有權依照申請個案之需要對申請人提出額外相關文件的要求。
2.電子簽證上傳後無法撤件抽取護照，不准件一概不退費，無論核發簽證與否。
3.簽證處依簽證主管判斷給予簽證，簽證處有權拒絕解釋拒給簽證之理由。
4.簽證有效期非等同在泰國停留期限，簽證有效期(自申請日算起)是指可於該期間入境泰國之使用期
限，而停留期限請依各簽證種類不同而有所不同。
(二)雙重國籍國人注意事項
泰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國人倘同時持有中、泰兩國護照，入境泰國或我國時仍宜以泰國護照入境。
雙籍華僑倘擬持我國護照返國入境，可於出境時申請在外國護照補蓋入出境章，惟須符合下列要件：
(A)中、泰兩本護照均有效且資料相符。
(B)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所持外國護照來台有效簽證許可停留期限，無簽證者須符合免簽證國家人民及停
留未逾十四天之規定。
(C)需自同一機場或港口入出境，並限加蓋當次入出境查驗章戳。
(三)若出身地為(越南、高棉、寮國)者，申請簽證注意如下
若<無>工作者，需附上：
(A)戶籍謄本(六個月內有效)。
(B)銀行存摺之正影本土(存款五十萬元以上)。
(C)政府機關所出示之良民證正本。
(D)來回機票正影本(需確認OK)。
(E)有效期半年以上之護照正本。
(F)二個月內拍攝之二吋照片二張。
(G)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
若<有>工作者，需附上：
(A)戶籍謄本(六個月內有效)。
(B)公司執照影本。
(C)需一年以上的公司在職証明(需英文打字)內容需註明本人在公司擔任的職位、年資、薪資。
(D)來回機票正影本(需確認OK)。
(E)有效期半年以上之護照正本。
(F)二個月內拍攝之二吋照片二張。
(G)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需本人自行辦理)。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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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表日期：2023/01/09
國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65018

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綜字第2103號
聯絡電話：(02) 27772366

https://www.etholiday.com

品保協會編號：第北1493號

地址：中山區八德路二段260號11樓

服務信
箱：ryan_lee@etholiday.com;sky_teng@etholiday.com;edwin_fang@etholiday.com;chaoyaya_chao@etholiday.com;ping_hung@etholida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