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失落的文明——藝術吳哥窟 精彩五日遊(四星版) 

  荒煙蔓草中，有一道光芒無法遮掩，在沈寂千年後，有一種奇蹟奪目耀眼。 
金黃色陽光下閃爍著世紀千古的壯闊，微笑中吳哥高棉漾起一抹神秘在唇邊。 

 

繁華與衰落之間，寂寞不是嘆息，而是恢弘氣勢下的讚嘆。 

揭開吳哥古城的朦朧與美麗，巧奪天工的精緻絕倫，矗立於眼前。 

一部古墓奇兵炒熱吳哥窟這個神秘的古城，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榮耀及謎樣

的傳說更讓世人紛紛前往朝聖，到底這個曾被遺忘於森林中長達四百年的人

間古城有著何種的光榮及瑰麗的過去…… 

吳哥王朝輝煌鼎盛於十一世紀，是當時稱雄中南半島的大帝國，版圖涵蓋現

今的部份越南及泰國，這也是柬埔寨文化史上的一個高峰。吳哥王朝於 15

世紀衰敗後，古跡群也在不知不覺中被淹沒於茫茫叢林中長達數百年，直到

1860 年被法國自然學家 Henri Mouh 依據中國元朝人周達觀所著之《真臘

風土記》，記載該國的風土人情，因而發現這個被世人遺忘的都城，並向歐洲和世界廣為宣傳，這個美麗的皇

城才重現光輝。 

【行程特色】  

NO SHOPPING 全程無購物、不進土產店及購物站，避免耽誤既定行程，以確保旅遊品質 

1、 搭乘小行星包機航班直飛前往吳哥窟，3.5 小時直航無需轉機讓您省去拉車及轉機之苦，省時更快捷，便

利又輕鬆。 

2、 探尋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大、小吳哥窟神秘面紗體驗吳哥古跡震撼魅力； 

3、 尋訪導演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的拍攝足跡，親臨《古墓麗影》拍攝地點塔普倫寺； 

4、 回味巴戎神廟那神秘的吳哥之微笑；更多神秘還留待您一一品味；   

5、 登巴肯山欣賞日落吳哥古城的壯麗； 

6、 吳哥窟【洞裡薩湖遊船】乘船遊東南亞最大湖，感受柬國水上人家的世界； 

7、 吳哥窟行程使用三日券門票券，並於現場數位拍照製成個人專屬門票，可做為永久紀念，讓您真切感受吳

哥魅力； 

8、真正深入吳哥窟遺址群，絕對物超所值。 



 

【品質保證】 

1、 品：柬式特色餐飲；賞：柬埔寨民族舞蹈表演。 

2、 優質遊覽車隊、遊覽船隊等交通工具之控管，達到出行的安全。 

3、 柬埔寨國家級專業導遊講解與服務。 

4、 我們以專業服務的精神，提供最豐富、詳盡的吳哥窟資訊，為您揭開吳哥窟神秘面紗。 

5、 特別安排歐、美、日旅客指定使用之當地特色 DINNER SHOW 餐廳-ANGKORMONDIAL 餐廳

用餐 

6、 四璧河越式百匯自助餐(高級用餐環境、多樣越式點心、河粉、炸物、甜點，精緻越南美食一次享

用) 

7、 全程 NO SHOPPING、不進土產店及購物站，避免耽誤既定行程，以確保旅遊品質 

【特別贈送】 

1、 贈送遊覽車上提供礦泉水，讓您隨時補充水分，隨時保持最佳狀況。 

2、 贈送吳哥門票收納吊帶識別牌，讓您輕鬆保存吳哥參觀門券，不遺漏。 

3、 贈送吳哥窟紀念 T 衫、遮陽草帽、小吳哥團隊合照。 

4、 遊覽粉色系岩石建築而成的世界級建築奇葩——女皇宮『班蒂斯蕾古剎』。 

5、 特別安排吳哥最負盛名的『嘟嘟車遊市區』。 

6、 ★ 貼心安排一小時柬式全身按摩，為您消除疲勞，通體舒暢。  

(P.S：12 歲以下兒童，為避免妨害骨骼發展，請恕無法贈送柬式按摩) 

★ 建議自費： 
 A.  NT$1500A /人:【崩密列】（Beng Mealea）+送午餐+下午茶+夜市逛街(接送) 

 B.  B 席 35USD/人: A 席 45USD/人: 吳哥微笑燈光秀(smile angkor)+國際自助餐 

 C.  15USD/人:小吳哥窟日出   
 

【住宿酒店參考】 

★★★★吳哥微笑渡假酒店 Angkor Smiling Hotel http://www.smiling-hotel.com/ 

座落於吳哥窟中心區域，地處市區新興區域之優越地理位置，離機場跟購物區及吳哥遺跡區都只需 10 分鐘左

右的車程，它是一座擁有 110 間多樣化的大小房間，除了設備新穎、高雅、安靜、清潔和舒適外，小而美的

大廳，以飯店式商旅之設計風格構築，給您回到自己溫暖的窩的溫馨感覺，酒店內擁有標準露天游泳池、設備

新穎的健身房、各式餐廳等，典雅舒適套房木質地板、溫馨體貼的裝潢設計，是您出國渡假旅遊的不二選擇，

更是歐美旅客出訪吳哥窟的重要休閒渡假酒店。 

★★★★吳哥皇家帝國渡假酒店 Royal Empire Angkor Hotel http://www.royalempirehotel.com/ 

座落於吳哥窟飯店街上，地處市中心區之優越地理位置，離機場跟購物區都只需 10 分鐘左右的車程，是一座

擁有 120 間多樣化的大小房間，除了設備新穎、高雅、安靜、清潔和舒適外，小而美的大廳，以西式現代化

http://www.smiling-hotel.com/
http://www.royalempirehotel.com/


 

木造之建築風格構築，非親臨其境，不能感受到舒適典雅中的感性溫馨，酒店內擁有標準露天游泳池、設備新

穎的健身房、西式餐廳等，典雅舒適套房木質地板、溫馨體貼的裝潢設計，因此成為國外賓客來訪的重要休閒

渡假酒店。 

★★★★吳哥河景渡假酒店 Angkor Riviera Hotel http://www.angkorriviera.com  

座落於吳哥窟市區暹粒河畔，地處市中心之優越地理位置，距離洋人街跟購物區都只需數分鐘左右的路程，是

一座擁有 180 間多樣化的大小房間，除了設備高雅、安靜、清潔和舒適外，富麗堂皇的大廳，以西式現代化

之建築風格構築，非親臨其境，不能感受到舒適典雅中的感性溫馨，剛柔並蓄中呈現深邃的柬國文化之美；酒

店內擁有標準露天游泳池、設備新穎的健身房、西式餐廳、紓壓精油按摩房等，更因此還兼具政府高官及國外

賓客來訪的重要休閒渡假酒店。 

或吳哥曼菲斯酒店 http:// www.majesticangkor.com/或吳哥酒店 http://www.angkorhotel.net 

或吳哥國王酒店 http://www.kingdomangkor.com/吳哥皇龍酒店 http:// www.dragonroyal.com/ 
或吳哥達瑞酒店 http://www.darareangsey.com/ 吳哥幸運酒店 http:// www.luckyangkor.com/ 
吳哥夢迪樂酒店 http:// www.monoreach.com/ 
吳哥皇冠酒店 http://www.royalcrownhotel.com.kh 
 

【航班參考】 

參考航班 
台北/暹粒 RD 7121 台北時間 11:00/13:30 柬埔寨時間 

暹粒/台北 RD 7120 柬埔寨時間 14:30/ 19:00 台北時間 

【注意事項參考】 

★ 本行程航班為團體機票之包機航班，航班數量及時間均受限制。旅客締約後如取消行程或提出延後、變更

行程者，本公司將收取機票全額費用外，另需視飯店已付費用如有損失則需另行負責！再依照扣除全額機票

費用、飯店費用後之費用，再依旅遊契約書旅客自行取消之規定酌收取消費用。敬請見諒。如機票一經開票

無退票價值，無法辦理退票。 

※團體票無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座位不一定能相鄰，敬請見諒！ 

★ 有特殊餐食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國定假日）通知承辨人員，以便立即為您服務處理，並

以實際回覆為準。 

【行程參考】 

日 期 行 程 安 排 

第一天 

台北 柬埔寨→皇家公園→姐妹廟→國王行宮         

參考航班： RD 7121 11:00/13:30 

于指定時間在台北桃園國際機場集中，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飛往世界七大奇跡之一，座落于人

間的天堂—【吳哥窟】，位於高棉北部的暹粒省，它曾長期淹沒于叢林中，直到１９世紀才被發

現。吳哥窟總建築群占地２４公里長，寬８公里，是高棉吳哥王朝全盛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不朽宗

教建築；全城雕刻之精美有「雕刻出來的王城」美譽。抵達後準備開始這一段美妙的旅程。當地

導遊帶領大家參觀【皇家公園】（約 30 分鐘），其位於吳哥市中心, 彷佛相伴姐妹佛不舍離去.

吳哥窟大型楠木很多, 在這皇家公園中就可以觀賞到許多百年以上的巨木，公園中空氣清新，為

炎熱的吳哥帶來陣陣的綠意。外觀【國王行宮】（約 20 分鐘），此為西哈努克的國王行宮。後參

觀【姐妹佛廟】（約 20 分鐘），暹粒市最靈驗的姐妹廟，也是當地香火最旺的廟宇，帶著一份虔

誠的心祈求，滿懷吳哥的祝福。晚餐後送往酒店，入住休息。 

早餐：無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國王酒店中華料理餐 

第二天 

吳哥窟 大吳哥城→巴戎廟→空中宮殿→古代法院→鬥象台→12 生肖塔→塔普倫神廟

→巴肯山觀日落→民俗舞蹈 Dinner Show 

    早餐後，前往遊覽【大吳哥城 Angkor Thom 】（約 90 分鐘），於城內參觀加亞巴爾曼七

世所遺留下來的建築群，參觀由 54 座大大小小構成一座大寶塔的【巴戎廟 Bayon】，位於王城

的中心點，由 49 座四面巨石佛群所組成，亦代表當年版圖有 49 個諸侯領土，結構上也是以宇宙

http://www.angkorriviera.com/
http://www.angkorriviera.com/
http://www.majesticangkor.com/
http://www.kingdomangkor.com/
http://www.dragonroyal.com/
http://www.luckyangkor.com/
http://www.monoreach.com/
http://www.royalcrownhotel.com.kh/


 

為中心點發展，中間佛像位置最高，下一層則四周圍繞其他四面巨石佛群，穿梭其中猶如置身於

佛陀的世界。【巴本宮 Bapun】，最不能錯過的是牆上精美的巴本式風格浮雕，浮雕內容和印度

神話有關，也有一些高棉人的日常生活片段，細膩的雕刻躍然於眼前。【鬥象台】是古代國王接

見外賓的亭台，也是當時吳哥國王挑選坐騎與節慶時觀賞鬥象表揚的地方。【12 生肖塔】和中國

的 12 生肖完全沒有關係。亦稱審判塔。接著參觀【古代法院】之雕刻，內有古時判官及痲瘋王雕

刻建築。參觀【塔普倫廟 Ta Prohom】（約 60 分鐘），電影（古墓麗影）以此為場景拍攝，有

巨大的樹木盤結在圍牆廟門口，更視為奇觀。百年老樹纏繞著千年奇石，彷佛愛恨糾纏般的浪漫。 

傍晚【吳哥巴肯山】（約 60 分鐘）欣賞落日，登上高 60 公尺左右斜坡，來到巴肯山頂，可

將整個吳哥窟盡收眼底，是觀看吳哥日落最佳場所（若因天氣原因無法看到日落，敬請諒解！）。 

晚餐後入住酒店。 

溫馨提示：1、吳哥古跡群在參觀時要穿越很多城門，為了維護古跡，規定一定要換小車進入，敬

請見諒！ 

早餐：酒店享用 午餐: 平等餐廳柬式風味餐 
晚餐: ANGKORMONDIAL 餐廳+特色

DINNER SHOW 

 

 

 

 

 

第三天 

吳哥窟 班蒂斯蕾古剎（女皇宮）→變身塔→東梅蓬寺→達松將軍廟→涅盤宮→聖劍寺

→小吳哥遺址 ANGKOR WAT  

早餐後前往大吳哥東北面 21 公里的【班蒂絲蕾古剎 Bantcay Arci】（又名女皇宮）（約

80 分鐘），建於十世紀，西元 967 年時值加亞華羅曼五世王朝，此地為尊奉婆羅門教三大主神之

一的”濕婆神”。由於建造此座古剎的石頭為美麗的朱紅色，此廟壁畫的雕工是所有吳哥古跡中

最精緻細美的，有{吳哥藝術之鑽}之美譽。參觀【變身塔】（約 20 分鐘），此乃火化已逝國王的

地方。【東梅蓬寺】（約 20 分鐘）為歷代國王祭祀祖先之祭壇。【達松將軍廟】（約 20 分鐘）

由微笑國王加雅巴爾曼七世為紀念當初吳哥王朝全盛時期東征西討，驍勇善戰之達松將軍所建。

【涅盤宮】（約 20 分鐘）建於 12 世紀，供奉婆羅門教，最神奇的莫過於此地的聖水，具說它有

治病的療效，信不信由您囉！【聖劍寺】（約 30 分鐘）乃大吳哥王放置打仗所用寶劍的，彷佛可

以感受到當時劍拔弩張的氣氛。 

午餐後前往參觀名列世界七大奇跡【小吳哥 Angkor Wat】（約 90—120 分鐘）吳哥窟，總

建築群占地 24 公里長，寬８公里，是高棉吳哥王朝全盛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不朽宗教建築。此為高

棉有史以來最宏偉的都城，也是 200 多座古跡中唯一正門向西的神廟。 

溫馨提示：1、吳哥古跡群在參觀時要穿越很多城門，為了維護古跡，規定一定要換小車進入，敬

請見諒！ 

2、入小吳哥第 3 層上吳哥天堂規定禁穿(短褲、露肩及低於膝蓋以上裙子入內參觀)請

依規定穿著，敬請配合和見諒！ 

早餐：酒店享用 午餐: 國王酒店中華料理 晚餐: 五星酒店西式或柬式套餐 

第四天 

吳哥窟 塔普倫神廟→塔瑪儂遺址→周薩神廟→塔凱歐寺→羅洛士遺址群 

早餐後參觀【塔普倫廟 Ta Prohom】（約 60 分鐘），電影（古墓麗影）以此為場景拍攝，

有巨大的樹木盤結在圍牆廟門口，更視為奇觀。百年老樹纏繞著千年奇石，彷佛愛恨糾纏般的浪

漫。【塔瑪儂遺址】（約 30 分鐘）是吳哥古跡中一座小而精緻的印度寺廟，坐落於柬埔寨吳哥城

勝利門東側、周薩寺北側。12 世紀時，吳哥王朝國王蘇利耶跋摩二世為信仰而修建了許多廟宇，

其中包括塔瑪儂寺等。塔瑪儂寺的供奉主神為濕婆與毗濕奴。接著參觀【周薩神廟】、【塔凱歐

寺】。 

午餐後遊覽【羅洛士遺址群】被認為是高棉藝術的開端，位於暹粒市東南方約 12 公里的地方，

分為三處遺跡，分別由巴孔（Bakong）寺、羅雷（Lolai）寺和普利哥（Preah Ko）寺三地組成。 

早餐：酒店享用 午餐: 四璧河越式百匯自助餐 晚餐:上海人家中華料理餐 

第五天 

吳哥窟 洞里薩湖  台北  參考航班：RD 7120    14:30/19:00 

早餐後乘車前往【洞裡薩湖】（約 60 分鐘），洞裡薩湖是古高棉時期就動用無數的人力徒手

挖造而成，屬於人工湖泊，如今也是整個暹粒省的水源主要來源，為現在暹粒的主要水庫，也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5%93%A5%E5%8F%A4%E8%BF%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AC%E5%9F%94%E5%AF%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AC%E5%9F%94%E5%AF%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B1%E8%96%A9%E5%A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5%93%A5%E7%8E%8B%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5%88%A9%E8%80%B6%E8%B7%8B%E6%91%A9%E4%BA%8C%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95%E5%A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7%E6%BF%95%E5%A5%B4


 

東南亞最大淡水湖。此湖總面積在雨季為 10,000 多平方公里，在旱季時為 6,000 多平方公里，

而漁獲量之豐富，不僅源源不斷供應全高棉人民食用，亦可外銷。在這游程中，您可看到當地水

上人家於特有的船屋上捕魚、種菜、養豬；所有陸上設施應有盡有，舉凡醫院、加油站、學校、

百貨公司、雜貨店等，別具特色。洞裡薩湖讓您體會他們別具風情的生活作息。 

午餐後集合送機場，搭乘國際航班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愉快的吳哥窟探秘旅程！ 

早餐：酒店享用 中餐: 湄公河餐廳中西越式自助餐  晚餐:機上簡餐 

備註：  

★ 本行程航班為團體機票之包機航班，航班數量及時間均受限制。旅客締約後如取消行程或提出延後、變更

行程者，本公司將收取機票全額費用外，另需視飯店已付費用如有損失則需另行負責！再依照扣除全額機票

費用、飯店費用後之費用，再依旅遊契約書旅客自行取消之規定酌收取消費用。敬請見諒。如機票一經開票

無退票價值，無法辦理退票。 

※團體票無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座位不一定能相鄰，敬請見諒！ 

★ 有特殊餐食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國定假日）通知承辨人員，以便立即為您服務處理，並

以實際回覆為準。 

★ 團體所使用之餐食與餐廳基本上以行程內容所標示為主，因此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素食），菜色會較正

常餐食少及簡單，建議旅客可備素食泡麵或罐頭以備不時之需。 

★ 此團型若為二人以上出團之小團，中式餐菜色會依成團人數微調如下： 

  2-3 人-四菜一湯，4-5 人-五菜一湯， 6-7 人-六菜一湯，8 人以上-八菜一湯，附水果及飲料(可樂 1 瓶或

啤酒 1 瓶)。 

★行程僅供參考，旅行社在不減少景點的前提下，保留依據具體情況變更行程的權利。 

包機特別約定： 

1、 機位確認訂金 10000 元/人定金留位，定位後 2 工作日內需付定金，逾期視為放棄機位。 

2、一經確認不得退團，如退團需知（含改期者）：★ 本行程航班為團體機票之包機航班，航班數量及時間

均受限制。旅客締約後如取消行程或提出延後、變更行程者，本公司將收取機票全額費用外，另需視飯店已

付費用如有損失則需另行負責！再依照扣除全額機票費用、飯店費用後之費用，再依旅遊契約書旅客自行取

消之規定酌收取消費用。敬請見諒。如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無法辦理退票。 

  

簽證所需資料及事項： 

★柬埔寨簽證：除了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寮國、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這七國免簽之外，其餘全世界任何

一個國家一律辦理落地簽證 ( 觀光 ) 。 

1、柬埔寨『吳哥窟』為落地簽證: 請先確認護照有效期，需從回國之日起算有 6 個月以上之護照、近期 2 寸

白底彩照 2 張；（不論持哪個國家的護照都要辦簽證），並請於 7 個工作日之前將簽證資料送到我處辦理

簽證手續。 

2、如因客人自身原因導致拒簽；客人要承擔由此產生的業務損失費，包括機票費用、地接費用等，我社退還

團費中未產生的費用。 

3、★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您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

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相關資訊請查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

訊網 

注意事項： 

1、如出現單男或單女，我社儘量安排客人與其他同性別的團友拼房，若未能安排拼房者，可自行選

擇與同行親友加床（第三人加床）或自行補房差享用單人房。 

2、團隊遊覽中不允許擅自離團（自由活動除外），如有不便敬請諒解。 

http://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32594&CtUnit=16735&BaseDSD=111&mp=1
http://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32594&CtUnit=16735&BaseDSD=111&mp=1


 

3、團隊酒店由我公司安排，如指定酒店則另行協議售價。 

4、地接社保留因交通或天氣等對行程及用餐順序進行前後調整的權利。 

★ 未滿 12歲以下的兒童不需買門票，小孩 12歲以下不佔床大人售價已扣 3000；小孩有佔床大人售價可扣

1500。(報價已經扣除三日券門票,不再另行退費)。 

★ 未滿２足歲之嬰兒，不含行程的餐食且不佔機（車）位；行程中景點、秀場（除有年齡限制外﹞等亦可入

場，但不佔座位，另可不必支付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提醒旅客須自行準備嬰兒餐食。 

★本行程報價限適用於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入住之旅客，若非前述公民身份之外籍人士旅客參加本行程，需

另外加價每人 NT:1000，本公司並保留最終承接訂單與否之權力。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 本行程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於團體進行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建議您另行選購本公司

其他自由行套裝商品。 

★ 行程景點、食宿均包含於行程費用中，如自行放棄均無法退費或轉讓他人使用，而安全措施及操作程序由

領隊或導遊在外站詳細告知，請旅客務必遵守。 

★ 行程所示之飯店、景點、餐食等圖片為本公司自行拍攝或官方網站提供之檔案，實際情況以現場呈現為準，

本公司網站所提供之圖片僅供參考。 

★ 若您未報名或報名超過 24小時且未繳付訂金，本公司保留因匯率、燃油附加費、更改活動辦法等因素造成

之調整售價的權利且恕不另行公告，敬請見諒。 

★ 本行程乃以團體為報價模式，所有機票、餐食、景點、住宿、車資等成本費用並無兒童、年長者或其他特

殊身份之優惠，亦不適用於上述元件各自推出之針對個別旅客所進行之優惠活動；詳細售價與特惠方式以各行

程標示為準，本公司不再進行任何退費與折扣。 

 

※小費支付參考 

小費是全世界通行的社會習慣之一，在國外旅行除飛機上外，差不多都有付小費的習慣。 

旅行業為服務業，無底薪；所以小費一直是導遊和司機的主要收入之一，世界各國皆如此，東南亞也不例外。 

以下為小費金額，敬請參照，建議如下： 

有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兩人每天共新台幣 100元，領隊每天新台幣 100元。 

無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兩人每天共新台幣 200元。 

 

★ 飯店行李小費，每件柬幣 2000元              ★ 飯店床頭小費，每房每日柬幣 4000元（或１美金） 

★ 按摩 1小時小費，每人柬幣 4000元左右（或１美金）   ★ 電瓶車小費，每人柬幣$2,000元 

★ 按摩 2小時小費，每人柬幣 8000元左右（或２美金）   ★ 嘟嘟車小費，每人柬幣$2,000元 

★ 吳哥古蹟內使用的小車，每人柬幣$2,000元          ★ 洞裡薩湖船家小費，每人柬幣$2,000元 

 

※在東南亞給小費是一種友誼的表示，請以紙鈔為宜( 因為當地人認為硬幣是給乞丐的 )  

中南半島( 高棉 幣值兌換 )( 匯率浮動較大，所以幣值大小不同換都可能會有不同的匯率 ) 

台幣與柬幣的匯率：1元 台幣 約可換 90~100元柬幣 

美金與柬幣的匯率：1元 美金 約可換 3500~4000元柬幣 

台幣:導遊以收台幣為主，部分商店有接受台幣的，請先和店家詢問清楚。 

美金:美金可直接與飯店兌換當地幣值即可，建議可以多準備小面額的美金，1~5美金不等，部分商店有接受

美金的，店家匯率：1元 美金 約可換 4000元柬幣，依店家不同算法就不同，請先和店家詢問清楚。 

 

★ 旅遊本為增廣見聞與體驗和平日不同之生活經驗，東南亞各國餐食、住宿、水質、交通、氣候、巴士、風

俗依各國觀光發展程度各有不同。建議各位旅客報名前適時瞭解當地狀況並入境隨俗，避免與期待認知產生極

大之誤差。另各旅遊地區景點與食宿皆為全球旅客所共享參觀之權益，本公司團體行程無法迴避您所顧忌的任

何國籍、種族、宗教之其他旅客，請您支持與體諒。 

★ 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清艙、企業同盟、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特惠活動，

因此並不保證同團旅客售價皆相同一致，一切以您報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 本公司保留最後出發人數之決定權。 



 

 

※飯店之溫馨小提醒 

★本團型為促銷團恕不可指定飯店或順序，但若要指定費用會有所不同，請洽業務，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特別注意】由於柬埔寨當地所使用之團體經濟型旅館，多數由於規模不大，所以大多以鍋爐加熱產生熱水

供應方式為主要的供水方式；於是在同時段太多人同時使用時，便容易產生所謂的熱水供應不足的狀況。 

●遇此狀況發生時，敬請稍候約 30分鐘至 60分鐘，待鍋爐重新產生熱水供應。 

●盡量避開大家重覆的時段，早點或晚點，都比較不會遇到與大家爭熱水的狀況。 

●如您的團體有隨團領隊，也可電話通知您的隨團領隊，讓領隊協助您瞭解狀況；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 飯店安排均以兩人一室為主，且無自然單間，若報名人數為單數或單人報名需補單房差，並無自然落單，

正常以提供各飯店之標準房型為主。 

★ 旅客需求一大床或二小床、高或低樓層、吸煙或禁煙房、非邊間或連通房等等特殊需求，請務必先告知業

務人員，在不升等房型且不增加售價之前提下，且最終之情況需於飯店現場辦理入住時使得確認，尚祈鑒諒。 

★ 團體旅客若為單人或經分房後落單且不需指定單人入住一間房，則由本公司安排同性別團員或領隊同房（恕

無法指定）。迷你小團型態若經分房後為單人一間，旅客仍須補足單人房差費用。 

★ 大部份飯店在入住時會收取「入住保證金」（可支付現金或信用卡），收取之金額依各飯店規定為準。團

體行程將由領隊及導遊協助您統一處理。但若為迷你小團或自由行之旅客，住房期間若無他費用產生，退房時

務必記得取回現金或銷毀信用卡簽單，以便確保您的權益。 

★ 大部份飯店並無「三或四人房型」，旅客若選擇加床，全球飯店幾乎都以統一型式之折疊床為主台灣業者

所慣稱之行軍床），且每間房基於房型與消防安全為由，最多僅能加一張床。 

★ 若您的最終分房為１大人＋１兒童（或嬰兒），為顧及其他旅客之住宿品質與權利，恕不接受兒童不佔床

之訂單需求，若另一旅客為嬰兒，大人則需支付「單人房差」。 

★ 各飯店是否提供盥洗用品、吹風機、WIFI上網、熱水器等等皆有不同服務規格，因此仍建議您攜帶慣用之

個人衛生盥洗用品與電器，或根據最終說明會資料洽詢您的服務人員或領隊。 

★ 行程中若包含飯店內早餐，餐食及服務則依各飯店所提供之內容為準。 

★ 行程所標示飯店等級以當地認證為準，部份設施、服務、環境可能與國際星等飯店有些微落差。如有須加

強服務之處，可洽飯店服務人員或領隊、導遊協助。 

★ 團費未含飯店內各項迷你吧商品、有料（付費）電視、客房服務、自費設施等項目。另旅客若毀損、遺失

飯店內之用品，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任，旅客須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 柬埔寨當地所使用之團體經濟型旅館，多數由於規模不大，所以大多以鍋爐加熱產生熱水供應方式為主要

的供水方式；於是在同時段太多人同時使用時，便容易產生所謂的熱水供應不足的狀況。 

●遇此狀況發生時，敬請稍候約 30分鐘至 60分鐘，待鍋爐重新產生熱水供應。 

●盡量避開大家重覆的時段，早點或晚點，都比較不會遇到與大家爭熱水的狀況。 

●如您的團體有隨團領隊，也可電話通知您的隨團領隊，讓領隊協助您瞭解狀況；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機票之溫馨小提醒 

★ 團體機票正常情況並無兒童之機票價差，嬰兒則請參考各行程售價。 

★ 本行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故無法累積哩程、優先選位更改航班及日期、退票、更換旅客。 

★ 由於團體機位座位安排統一由航空公司以姓氏之英文字母順序排定，可能造成您與同行之親友座位不相連

之情況，團體行程則由領隊協助您進行與其他團員更換之動作，迷你小團旅客則請自行與其他旅客協調。領隊

進行座位更換時，可能造成變更您原始座位，請您支持與諒解。 

★ 請於班機起飛前二小時抵達機場與領隊會合(迷你小團請找送機人員)，並自行考量交通狀況提早出門。另請



 

務必於航空公司所規定時間內抵達登機閘口，以免錯過航班起飛時間。 

★ 尚無提供高北高接駁之服務。 

★ 各航空公司針對孕婦搭乘的規定不一，一般懷孕三十二至三十六週須請產檢醫生填寫航空公司之專用診斷

書，三十六週後須醫護人員同行搭乘或禁止搭乘，詳情請洽您的客服專員，我們將為您查詢最新訊息。 

★ 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增加餐食本公司不另行

加價，如減少餐食，將退回餐費差價，敬請見諒。 

★行李托運嚴格規定一人兩件以內，且不超過 20公斤，如行李超重現場加收超重費一公斤 NT450(約 US15)。 

 

※行程之溫馨小提醒 

★ 本公司保留因當地氣候、交通、航班、罷工、訂房狀況或其他因素而針對景點、餐食、住宿或其他行程內

容進行前後順序調動之權利。 

★ 大小環圈路段政府會不定期通知是否要大車換小車進入，為維護古蹟的完整，敬請配合。 

★ 小吳哥第三層、巴本宮、巴肯山，有規定穿著上衣需有袖，需著褲裝且過膝，敬請配合。(其他景區也陸續

會有相關服裝規定，披上沙龍布也可能會被限制，請多住意。)PS:孕婦、12歲以下的小孩都不能進入。 

★ 吳哥為眾多文化遺產的地方，常臨時發生某古蹟需要維修的情況，由於維修期間不定亦無觀光價值，故會

取消該行程(請以當時狀況為主)。又因吳哥窟均以購買三日券為所有的門票，如有景點因維修或當地政府徵用

取消恕無退費，敬請見諒！ 

★ 巴肯山景點，政府規定 17:30關門，且人數上限為 300人，造成排隊等待的時間較長，以致於會走不完行

程，領隊或導遊會視當時狀況，作調動…請見諒!! 

★ 小吳哥的第三層不定期開放，但有人數的上限 100人..造成排隊的時間較長，以致於會走不完行程，領隊或

導遊會視當時狀況，作調動 …請見諒!! 

★ 小吳哥的第四層，因上去樓梯斜度為 75度較危險，規定 12歲以下，孩童無法上去，敬請鑒諒！ 

★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需有家

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 餐食風味：體驗當地的特殊地菜色飲食，口味重都稍為辣及酸，由於個人口味均有不同，故請以嚐 鮮的心

情來體驗當地的風味餐。 

★到吳哥窟參觀要注意穿著，必須穿有袖上衣、長褲或過膝的長裙，衣著「暴露」者會被要求更換衣物，違者

不得入內。吳哥窟遺址保護與管理局官網 

※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柬埔寨：台灣國際碼(002)＋柬埔寨國碼(855)＋柬埔寨區域號碼(去"0")＋電話號碼 

 

＊人在<柬埔寨>打電話回台灣：柬埔寨國際碼(001)＋台灣國碼(886)＋台灣區域號碼(去"0")＋電話號碼 

※電壓時差 

＊電壓：220伏特插頭型式以圓頭為主;目前許多飯店也有扁式插頭;若沒有也可以在飯店櫃台借萬能插座。 

＊時差：比臺灣慢一小時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http://apsaraauthority.gov.kh/?page=detail&ctype=article&id=833&lg=k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