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

宽阔美丽的海滩、洁白无瑕的沙粒、碧绿翡翠的海

水，作为印度洋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普吉岛无

可挑剔。

在这，您可踢着拖鞋到市集闲逛淘货

在这，您可到芭东步行街口嗨通宵

在这，您可游艇出海轻奢慢享

在这，泰式美食满足您舌尖味蕾

在这，泰式 SPA 让您身心舒缓

在这，泰式微笑让您宾至如归

普吉岛奢叹逛吃休闲六天



WHY CUSTOMIZED 选择定制的理由

关于食物 ABOUT FOOD

冬阴酸辣汤、飞天通菜、青柠醉虾

芒果糯米饭 菠萝炒饭

个性定制
私人定制专属行程

达人景点
推荐达人私家景点

精打细算
线上线下专人比价

贴心管家
7/24 在线旅行管家



位于绿岛 Thepkasattri 路 Baan Leamhin 巷 7 区
90/11 号，这家店的位置很偏僻，从普吉镇坐车过
来的话很近，在这里看日落，坐拥大海这个天然的
资源，所以所有的海鲜都是新鲜看得见的哦，当地
人必到餐厅，非常推荐。
推荐菜：鱿鱼辣沙拉、柠檬鱼、炒丝瓜苗、通菜、
咖喱虾、绿咖喱鸡、冬阴功汤......

美食打卡 WHERE TO EAT



网红店必打卡，位于普吉岛老街道的小巷子，需细细
的摸索着，才能找到此店，炎热的气候必须来杯冰冷
的沙冰，简直是泰国的绝配。
推荐菜：椰子冰淇淋、哈密瓜冰淇淋、芒果糯米饭、
吞拿鱼马卡龙.........



地址详见地图，这家店比较偏泰北风味，味道不错，
价格蛮便宜。性价比很高，当地人必到餐厅，有正
常长桌可坐 8 人，建议一个凉亭 4 人一桌（有点像
日式坐地面），非常推荐。
推荐菜：冻虾辣沙拉、盐烤鱼、通菜、冬阴功汤、
糯米饭......



关于住宿 WHERE TO LIVE

巴东心爱度假酒店

Duangjitt Resort and Spa

离巴东海滩200米步行3分钟即可到达海边,周圈步

行即可到达著名的夜市,海鲜市场及附近的便利超

市。常被被誉为最大的花园式酒店犹如在熙攘喧闹

的芭东海滩购物和夜生活区域中一片幽静的绿洲，

是您放松的理想下榻之地。



*参考酒店，其他酒店具体见行程

威斯汀西瑞湾度假村及水疗中心

The Westin Siray Bay Resort & Spa

位于普吉岛西瑞岛，与著名的景点 Andaman

Paradise Travel 和 Andaman wave 游艇巡航均可步

行很短距离到达。从酒店到 Z1mplex Mixology

Laboratory 游览很方便，普吉岛烹饪中心和 Phuket

Bike Week 也均在附近。您可在这里放松身心，享

受极致贴心的服务。



玩什么 ENTERTAINMENT

攀牙湾

Phang Nga

位于普吉岛东北 75 公里处，属于紧靠普
吉岛的泰南大陆的攀牙府，是普吉岛及周
边地区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被誉为泰国的
“小桂林”。
泰国南部的攀牙湾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地
方，波光粼粼。呈淡绿色的海湾水面上，
石灰岩奇峰怪石星罗棋布，有的从水中耸
起数百米。许多岩岛看上去像驼峰，有些
则像倒置栽种的芜菁。

皮皮岛 Phi Phi Don
泰国普吉岛东南约 20 公里处，是由两个主要岛屿组成的姐妹岛，1983 年被定为泰国国家公园。
这是一个深受阳光眷宠的地方，柔软洁白的沙滩，宁静碧蓝的海水，鬼斧神工的天然洞穴，未
受污染的自然风貌，使得她从普吉岛周围的 30 余个离岛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炙手可热的度
假胜地之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5%90%89%E5%B2%9B/1219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80%E7%89%99%E5%BA%9C/57466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A9%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5%90%89%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7%90%E5%A6%B9%E5%B2%9B/12223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BB%E5%B2%9B/25354


神仙半湾 Prom Thep Cape

正宗泰式精油 SPA

最突出于南端、距市区 18 公里的朋帖海岬，在泰语中
的意思为「上帝的岬角」，由于在观景台上供奉了一
尊四面佛故名之，当地人也称它为「神仙半岛」。神
仙半岛的历史可源自于昔日航海家从大陆往马来西亚
半岛行驶时，无意间发现此地，便开启了神仙半岛的
历史，成为航海家和船员广为人知的地点，是拍婚纱
照的好去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B0%E8%AF%AD/3339338


正路径速览 QUICK SHOT

行程速览 全程掌控

澳门-普吉岛星期一01

星期二
02

攀牙湾

星期三03
神仙半岛

星期四04
大小皮皮岛

星期五
05

自由享受酒店设施

普吉岛-澳门/香港星期六06



精彩行程 AMAZING TRIP

第一天 澳门-普吉岛

参考航班：FD625 10:50/13:10 飞行时间：约 3.5 小时 机型：空客 A320 座位数：180

参考酒店：巴东心爱度假酒店 Duangjitt Resort and Spa

餐饮推荐：早：X 午：X 晚餐推荐：Baan Rim Pa Patong 悬崖餐厅

旅客自行前往澳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乘坐国际航班前往飞往泰国普吉岛，抵达机场后乘坐专车前

往酒店休息。

第二天 攀牙湾

参考酒店：巴东心爱度假酒店 Duangjitt Resort and Spa

餐饮推荐：早：酒店 午餐推荐：Your Kitchen 晚餐推荐：连平 LEAMHIN

泰国南部的【攀牙湾】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波光粼粼。呈淡绿色的海湾水面上，石灰岩奇峰怪

石星罗棋布，有的从水中耸起数百米。许多岩岛看上去像驼峰，有些则像倒置栽种的芜菁。宁静的

攀牙湾遍布诸多大小岛屿，怪石嶙峋，堪称“海上世界奇观”。各岛以其天然奇景而闻名遐迩，尤

其是 007 电影《金枪客》在此拍摄而声名大噪。30 年前，罗杰·摩尔主演的《金枪客》在此取景，

将攀牙湾的费康岛“改造”成恐怖分子金枪客的秘密基地，而位于费康岛对面的蘑菇形小岛桃普岛

更成为整个攀牙湾的标志，所有攀牙湾的明信片都会到刊出这张照片。007 岛上有卖旅游品的小铺，

烤鱼干的小摊，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

第三天 神仙半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A9%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9E%AA%E5%AE%A2


参考酒店：巴东心爱度假酒店 Duangjitt Resort and Spa

餐饮推荐：早：酒店 午餐推荐：A.Dessert Moments 晚餐推荐：101 餐厅

【神仙半岛】突出于普吉岛最南端、距市区 18 公里的朋帖海岬，在泰语中的意思为「上帝的岬角」，

由于在观景台上供奉了一尊四面佛故名之，当地人也称它为「神仙半岛」。神仙半岛的历史可源自

于昔日航海家从大陆往马来西亚半岛行驶时，无意间发现此地，便开启了神仙半岛的历史，成为航

海家和船员广为人知的地点，是拍婚纱照的好去处。

第四天 大小皮皮岛

参考酒店：威斯汀西瑞湾度假村及水疗中心 The Westin Siray Bay Resort & Spa

餐饮推荐：早：酒店 午餐推荐：Savoey Restaurant 晚餐推荐：Natural Restaurant

【皮皮岛】群位于泰国普吉岛东南约 20 公里处，是由两个主要岛屿组成的姐妹岛，1983 年被定为

泰国国家公园。这是一个深受阳光眷宠的地方，盛产皮皮虾。皮皮群岛由 6 个岛屿组成，其中最大

的两个岛屿是大皮皮岛和小皮皮岛；皮皮岛的名字来源于马来语 Api-Api，意为“火” ，是先民对

岛上红树林的称呼。柔软洁白的沙滩，宁静碧蓝的海水，自然天成的岩石洞穴，未受污染的自然风

貌，使得她从普吉岛周围的 30 余个离岛中脱颖而出，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度假胜地之一。其小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5%90%89%E5%B2%9B/1219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B0%E8%AF%AD/33393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5%90%89%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5%AC%E5%9B%AD/11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9A%AE%E7%9A%AE%E5%B2%9B/42255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6%9D%A5%E8%AF%AD/66659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6%A0%91%E6%9E%97/13210


皮岛的是玛雅海湾，是电影《海滩》中拍摄外景的地方，由于海域比较深并且有许多珊瑚，也是潜

水的胜地。

第五天 自由享受酒店设施

参考酒店：威斯汀西瑞湾度假村及水疗中心 The Westin Siray Bay Resort & Spa

餐饮推荐：早：酒店 午餐推荐：Nikitas Beach Restaurant 晚餐推荐：Dang Restaurant

早晨睡到自然醒享受美味的酒店早餐后，享受着酒店的各种设施，愉快的度过一天。

第六天 普吉岛-澳门

参考航班： FD624 06:30/10:05 飞行时间：约 2.5 小时 机型：空客 A320 座位数：180

餐饮推荐：早：X 午：X 晚：X

指定时间乘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澳门机场后乘车返回珠海，结束愉快的海滨度假之行！

特别注意：以上行程时间安排可能会因天气、路况等不可抗力因素，在不影响行程和接待标准的前提下，游览
顺序可能会作出调整，敬请谅解。

人数 成人价格 小童价格

4-6 人 ￥7580 ￥4980

7-12 人 ￥6980 ￥4980

备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最总价格以为实际查询为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9B%E9%9B%85%E6%B5%B7%E6%B9%BE/18745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6%BB%A9/5928547


费用包含

1.国际交通 按行程所列全程舱位机票及机场税

2.内陆航空

3.住宿安排 当地住宿，以两人共享一双人房为标准

4.餐食安排 全程用餐自理

5.景点/活动 各项游览节目均按照行程表内所述及包括景点首道入场费

6.签证 泰国个人旅游签

7.境外保险 旅游责任保险，AIG 钻石计划￥85/人

8.导游服务 华语导游讲解服务

9.用车 采用豪华空气调节游览车

费用不含
“费用包含”所列以外的一切其他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如下：

1.单间差，升级套间差价，升级公务舱费用

2.燃油附加费、行李超重费

3.个人消费、自费项目、和个人娱乐自选项目消费

4.支付其他提供服务人员（除司机、导游外）的服务费费（如酒店行李生等）

5.如遇汇率异常变化而产生的费用

6.不可抗力因素及客人自身原因所引致的行程变动及造成的额外费用及损失

您的旅行定制师 黄铋云 0756-889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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