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 GO 馬爾地夫~戀人天堂藍色美人蕉島渡假村 7 日 
「馬爾地夫」一個令人迷戀的海洋國度，更是情侶度蜜月的夢想聖地。所有渡假飯店島嶼均是一島一飯

店的型態，每個飯店島嶼均有其獨有的特色，也都有其令人著迷的美麗沙灘及清澈無比的海洋景觀，以

及非常熱情的海島渡假村的服務，讓您光是看了就為之陶醉，當您踏上渡假村時，一望無際的藍天碧海

以及美麗的海島綠化景觀，更讓您沉醉在這南印度洋的夢幻海島度假悠閒生活，久久無法忘懷！這應該

就是「天堂」。 

   ★特別促銷：10/08.10(香港航空)10/26(國泰航空)三團，免費升等三餐全包+酒水暢飲★    

藍色美人蕉島度假飯店 Thulhagiri Island Resort  

藍色美人蕉島度假村 Thulhagiri Island Resort，是一家國際一流的島嶼度假村，坐落於北馬累環礁島，距離馬累國際

機場乘船 25 分鐘的路程。一個美麗的環礁湖延伸至酒店中，並且十分鄰近珊瑚礁。度假村擁有新近全新開業的水上木

屋，室內裝飾盡顯皇室傳統的高貴與典雅。在舒適的客房中盡享悠閑的假日時光，在這座熱帶島嶼綠洲觀賞無邊無際

的浩瀚海洋。客房配備完善的現代化設施和時尚的裝飾主題，營造出幽靜祥和的居住環境。藍色美人蕉島度假村，是

遊客想要居住於風景如畫的熱帶島嶼上的完美選擇，更是戀人度假的天堂。 

藍色美人蕉島渡假村官網：https://thulhagiri.com.mv/ 

 

 

 

 

 

 

 

 

https://thulhagiri.com.mv/


 飯店餐廳  

Main Restaurant 主餐廳：提供自助式餐食為主，獨特的潔白細沙鋪滿地板，讓您可以赤腳享用美食十

一樣無拘無束，奧地利廚師憑藉其豐富的烹飪經驗及手藝，料理各式各樣的美味佳餚，保證滿足來自世

界各地老饕的飲食需求。 

餐食服務時間→早餐：07:30~10:00/午餐：12:30~14:00（每週五 13:15~14:30）/晚餐：19:30~21:00 

 

 

 

 

 

 

 

 

Sand Bar 沙吧：赤腳概念提供飲品及食品，提供咖啡、精美的葡萄酒、啤酒、各式雞尾酒或無酒精雞

尾酒，所有飲品供應時間為 08:00~00:00，兩種小吃的供應時間為 10:00~11:30 和 15:00~17:00；每

週娛樂活動有現場樂隊、迪斯科舞廳、趣味螃蟹比賽和當地娛樂節目，讓您的假期精彩無比！ 

 

 

 

 

 

 

Beach Bar 沙灘酒吧：客人可以在美麗的陽光下享受廣闊的海灘，品嘗美味的雞尾酒或無酒精雞尾酒。 

營業時間 10:00 至 18:30 

 

 

 

 

 

 

※備註：此渡假村的一個主餐廳，您可依照座位供給及需求，事先請餐廳服務員安排座位，若有不能按

照貴賓需求安排時，敬請多多見諒，並尊重餐廳人員帶位安排。 

 飯店活動設施  



藍色美人蕉島 Thulhagiri Island 環礁附近是浮潛者或潛水者的主要潛水景點，擁有充滿活力的海洋生

物。適合愛好者重是浮潛、觀海豚，當地島嶼之旅以及釣魚之旅和城市遊覽觀光。渡假村更提供了各式

各樣付費或免費的水上活動，包括滑水、浮潛、運動潛水、獨木舟、趣味香蕉船、風帆衝浪、風箏衝浪、

雙體船和站立劃槳。陸上體育活動包括足球、沙灘排球、乒乓球、桌上足球（Garlando）、飛鏢和健身

中心。額外的活動還包括偶爾的 Disco、現場樂隊等。 

室內健身房，24 小時開放，設備有腹部拉桿下拉機、飛輪、啞鈴、跑步機、腿部捲曲機、旋轉自行車..

等。 

飯店自費遊覽項目： 

跳島遊：每週日&二、最低成團人數 8 人、13:00~18:00、USD40.59/人 

馬列首都遊：每週三&六、最低成團人數 8 人、13:00~17:00、USD30/人 

出海浮潛：每週一&二&五、最低成團人數 8 人、09:30~11:30、USD20/人 

黃昏海釣：每週一&四、最低成團人數 8 人、17:00~19:30、USD25/人 

日落觀海豚：每週二、最低成團人數 8 人、16:00~18:00、USD30/人 

日出觀海豚：每週日&四、最低成團人數 8 人、05:30~08:00、USD30/人 

※以上活動若有報名參加，敬請於活動前 15 分鐘於指定地點（活動櫃台）報到。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正確價格已飯店活動櫃台公布為主；若報名任何飯店短途旅遊活動，所有費用均會計入房帳，待最後退

房時一起結清；若報名後如欲取消活動，活動 6 小時前取消會有 50%取消費用，活動 6 小時內會有 100%

的取消費，敬請注意此規定喔。 

※特別備註：各項活動設施有些需要配合舉辦時間，故敬請事先與飯店櫃台聯繫預約，有些項目需付費 

敬請事先預約時並詢問櫃檯是否需付費，以避免不必要的問題產生喔。若免費活動，如浮潛活動，飯店

會提供租借無度數浮潛面鏡及呼吸管和救生衣，敬請事先檢查裝備是否有破損，若有破損敬請直接反映

並告知飯店櫃台，以免事後飯店會向貴賓求償損壞之情事發生。 

 

 

 

 

 

 

 

 

 

 

 



Coconut SPA 中心介紹  

藍色美人蕉島渡假村，也被稱為情人天堂，提供熱帶島嶼未受破壞的美麗和現代舒適的完美平衡。

Coconut Spa 是建設上水上獨特的 Spa 中心，所有芳療室都是面向無邊無際的碧藍海洋，讓您可以體

驗完美的 Spa 療程。它結合了對印度洋巴里島文化，美容療法和化妝品的熱情，自然地使 Coconut Spa

的創始獲得成功。Coconut Spa 融合了巴里島技藝和法式風清，在各種按摩及水療護理中，尤其以最受

歡迎的椰子水療按摩，是您一定不可錯過的療程。營業時間 10:00~13:00 和 15:00~20:00。 

 

 

 

 

 

 

 

 

 

 

 

房型介紹  

50 間海灘別墅(42 平方米)，俯瞰海灘擁有無敵海景景觀、室內空間寬敞以及配有一張特大號床和一個帶

露天淋浴的現代化大浴室。34 間位於瀉湖郊外的水上別墅(37 平方米)，設有一張特大號床和一個帶陽台

現代化的衛生間，可以欣賞到廣闊的海洋，享有印度洋水晶般的清澈體驗，亦可直接從別墅直通印度洋

的懷抱。  

 

沙灘別墅 Beach Villa： 

50 間沙灘獨立別墅，每個房間均有寬敞的室內空間約 42 平

方米，擁有美麗的海景景觀。豪華竹製傢具、獨立控制的空

調、國際衛星電視頻道的平面電視、國際直撥電話、迷你冰

箱、煮水器、室內保險箱、冷熱水淋浴室內外、帶淋浴的浴

缸、盥洗備品（洗髮水，護髮素和沐浴露）、吹風機、帶靠墊

的日光浴床、沙灘巾、無線網路連接須付費。 



 

 

 

 

 

 

 

 

水上別墅 Water Villa： 

水上別墅圍繞在潟湖碧綠的海水之上，提供完全的和諧環境

和寧靜的環境，周圍環繞著水。寬敞的簡易別墅是度蜜月的

理想選擇，設有可直接通往潟湖的寬敞日光浴平臺。空調、

私人陽光陽台、浴室盥洗備品、玻璃底桌、吹風機、豪華天

然竹製傢俱、迷你冰箱、現代豪華浴室&浴缸、衛星電視、

煮水器，電話等、無線網路連接須付費。 

 

 

 

 

 

 ALL INCLUSIVE (AI) 全包餐食內容   

★早餐（07:30-10:00）/午餐（12:30-14:00）週五午餐時間為：13：00-14:30/晚餐（19:30-21:00） 

★用餐地點在主餐廳。  

以下酒水、飲料不限量，但按杯供應，免費供應時間為 08:00-00:00： 

★瓶裝水（1.5 升），普通的茶和咖啡。啤酒，包括鮮啤和罐裝啤酒。 

★果汁類：罐裝果汁。 



★碳酸飲料，包括：可口可樂，無糖可樂，雪碧，橘子芬達汽水，檸檬汽水，通寧汽水，蘇打水                           

★酒店指定紅酒，包括：白葡萄酒，玫瑰葡萄酒，紅酒。 

★酒店指定雞尾酒，無酒精調和飲料。 

★酒店指定高酒精酒類，包括：琴酒，伏特加，蘭姆酒，威士卡，龍舌蘭，白蘭地。 

★免費浮潛用具可在前檯領取。如浮潛用具損壞，遺失需照價賠償。所有浮潛用具需在離島前八小時歸 

  還。 

★免費小點心：於咖啡廳提供小吃，供應時間：每天早上 10 點到 11:30，下午 15:00 到 17:00。  

★免費使用健身房，乒乓球，桌上足球和飛鏢遊戲。 

不包含的項目： 

房間冰箱迷你吧，紀念品商店，深潛，水上活動，SPA 以及未列出的出遊項目。 

除酒店指定之外的調和飲料，雞尾酒，紅酒，高度酒，以及未列出的其他項目，比如鮮榨果汁，卡布奇

諾咖啡，義式濃縮咖啡，奶昔等。 

重要說明： 

1.所含餐食僅為自己所用，按杯供應，且僅在餐廳和酒吧享用。 

2.同一房住客使用餐型需一致。 

3.不為 18 歲以下未成年提供含酒精飲料。 

4.酒店有權不為已醉酒客人繼續提供酒精飲料。 

5.免費時間段之外，所有酒水按帳單收取費用。 

6.一價全含餐型包含項目，客人不用視為自動放棄，沒有任何形式的退費，補償。 

特別聲明： 

1.除三餐外，所有免費小食和酒水需簽單。   2.不在上述所列的服務，均按照價單收費。  

3．不得為非一價全含客人點餐。否則會收取費用，並取消原全包式客人之權益。 

  ★★★“一價全含”包裹所含福利截止時間至離島當天 12:00，之後所有消費照單收取費用。★★★和 

 特別服務  

蜜月好禮：憑六個月內英文結婚證書(報名時請先影本給本公司，正本請出發時帶至飯店) 

乙次浪漫沙灘晚宴、特調蜜月雞尾酒、花瓣鋪床裝飾 

結婚紀念日：一瓶氣泡酒 

生日好禮：贈送生日當晚蛋糕一個、花瓣鋪床裝飾 

使用香港航空，單點轉機，隨即可以抵達海上世外桃源~馬爾地夫。 



使用國泰航空，單點轉機，隨即可以抵達海上世外桃源~馬爾地夫。 

★特別叮嚀：以上航班時間僅供參考，若於冬、夏令時間交替時，起降時間會有些許變更，正確時間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一天  臺北/香港/印度洋珍珠馬爾地夫 馬列國際機場—胡魯馬列島 

懷著雀躍的心情，攜帶著您最酷炫、最撩人的比基尼泳裝及行李，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國泰航空或香

港航空豪華客機飛往灑落在印度洋上的珍珠也是蜜月夢幻渡假島國「馬爾地夫」。展開您與她期待已久的

海島夢幻假期。當飛機緩緩從桃園國際機場起飛時，先前往香港在轉機續飛往馬爾地夫馬列國際機場，

雖然有點點小累，但心中喜悅卻是破表，讓您完全忘卻了轉機與長途飛行的辛勞。當飛機抵達馬列國際

機場時，您可馬上體驗到島國人的「慢活」的生活態度，不論是檢查證照的移民官員以及機場行李海關

檢查人員，或者是遊客們，全部的腳步都放慢了下來，當然您與心愛的她也肯定要融入這慢活的節奏，

好好享受即將展開的浪漫悠閒的海島假期。出關後在熱情的飯店接待人員引導下搭車前往胡魯馬列地區

的過夜飯店住宿休息。 

※抵達馬列機場帶出境後，飯店接待人員會拿「飯店名稱」牌子機接，敬請留意。 

※胡魯馬列飯店均屬一般飯店，規模不大房間數不多，所以團體可能會分 2-3 各飯店住宿。 

早餐／XXX 午餐／空中簡餐 晚餐／空中簡餐 

住宿：馬列機場島 Season Holiday 或 Awesome Suite 或 Clear Sky Inn & Airport Comfort Inn 或同級 

 

 

 

 

 

 

 

第二天 馬列機場(快艇)/戀人天堂~藍色美人蕉島樂逍遙、陽光浮潛 

起 飛 地 點 目 的 地 點 航 班 & 代 號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桃園  國際機場 香港 機場  HX-253 12：15 14：15 

香港 機場 馬爾地夫  馬列機場 HX-791 18：10 21：40 

馬爾地夫 馬列機場 香港 機場 HX-792 23：55 09：50+1 

   香港  機場 桃園  國際機場 HX-264 11：55 14：00 

起 飛 地 點 目 的 地 點 航 班 & 代 號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桃園  國際機場 香港 機場 CX-495 13：25 15：25 

香港 機場 馬爾地夫  馬列機場 CX-601 17：25 20：45 

馬爾地夫 馬列機場 香港 機場 CX-602 22：45 08：05+1 

   香港  機場 桃園  國際機場 CX-450 10：00 11：45 



早上起床，整理裡一下於飯店內享用早餐後，由專人將我們送往位於馬列機場藍色美人蕉渡假村的服務

人員，隨後在飯店的服務人員引導下，搭乘飯店專屬快艇前往素有戀人天堂的「藍色美人蕉島渡假村」，

展開戀人二人世界的度假生活。當快艇馳乘於湛藍的印度洋中，您可以欣賞到馬爾地夫最美的海洋風景，

這可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亦可看到不同風格的度假飯店島與獲居民島。當快艇抵達藍色美人蕉島時，熱

情的陽光穿過椰林樹梢灑落在潔白的沙灘，這就是浪漫的藍色美人蕉島度假飯店迎接您的到來最美的歡

迎方式，印入眼簾的是那一大片潔白沙灘以及遠處清澈無比波光粼粼的大海，整過人完全被這美景所完

完全全吸引住了，有一股衝動想立即衝向大海的懷抱！但，此時建議您，先跟著飯店接待人員前往櫃檯

辦理入住手續及聽聽飯店人員簡單的介紹飯店環境&設施活動，從容地與心愛的她前往房間展開馬爾地

夫浪漫度假生活。您可前往水上活動中心租借浮潛用具，換上最酷的泳裝或者比基尼，直奔透徹、湛藍

無比的大海環抱，好好的欣賞馬爾地夫藍色珊瑚瑰麗的海洋景觀，以及眾多的熱帶魚群共遊大海。夜幕

低垂之時，當您一走進餐廳，熱情的服務員會引領您入座，您即可慢慢地享用豐盛的晚餐，在微風輕撫

下享用午餐，讓您完全身心舒暢了起來，忘卻平日工作的壓力，這就是馬爾地夫給您的身心自然療法。 

※在馬爾地夫的飯店內用餐，當您第一餐在哪個座位享用第一餐時，爾後的每一餐，這個位置即是您專 

  屬的喔！ 

※半日居民島遊會因參加人數或天候狀況調整至其他日期，敬請以飯店櫃台公布時間為主 

※海邊游泳或浮潛敬請結伴同行並務必穿著救生衣。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享用 

住宿：戀人天堂~藍色美人蕉島渡假飯店 Thulhagiri Island Resort 

 

 

 

 

 

 

第三天  藍色美人蕉島浪漫一下、陽光浮潛、自費寵愛自己 SPA 

揉揉惺忪睡眼，在這美麗的早晨慢慢醒過來，從容的盥洗後前往餐廳用餐。隨後您可以與心愛的她，否

回自己的房間外躺在休憩區的躺椅上，享受一下日光浴，好好地沉浸在兩人的渡假世界裡；或者再次投

入令人無法抗拒的藍色珊瑚海的懷抱中。午後，更可預約渡假村的海景 Coconut SPA 中心，好好的犒

賞自己連日玩海與日曬的肌膚，透過訓練有素的芳療師輕巧的峇里島式按摩手法以及芳香精油的滋潤，

讓您的肌膚也得到細心的呵護。悠哉的度過美妙的一天。 

※海邊游泳或浮潛敬請結伴同行並務必穿著救生衣。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享用 

住宿：戀人天堂~藍色美人蕉島渡假飯店 Thulhagiri Island Resort 

 



 

 

 

 

 

 

第四天  藍色美人蕉島渡假飯店逍遙遊、陽光浮潛、自費黃昏海釣（此活動以飯店安排時間為主） 

又是一天的開始，每天醒來都是無比的興奮，完全沒有塵囂的緊張催促的氛圍，一不小心真的可以睡到

天涯海角去。當然，來到這藍色珊瑚礁的美麗國度怎麼可以放過投入美麗大海的懷抱呢！再次換上誘人

的比基尼就讓我們一銅奔向大海吧！豐富的海洋生態，讓您完全沉浸在這海洋國度裡，悠遊的魚群調皮

地在您身邊圍繞著，您與它可以來一場浪漫的人魚邂逅。或者您亦可多多利用飯店的各項球類設施或者

健身設施，讓連日美食享受後的您，可以藉此消耗一些卡路里，維持一下您依樣曼妙的身材。告訴您一

個來到馬爾地夫一定要參加的自費活動【黃昏海釣】，在馬爾地夫大海裡的大魚可是多到一個誇張，首先

跟著飯店活動人員搭乘船隻航向指定海域，只要簡單的手線勾上魚餌，隨即拋到海裡，在等到魚兒上鉤

之際，您可別忘了欣賞一下日落大海的美麗景色，隨即換上滿天星斗的夜空，明月高掛，這也是馬爾地

夫獨有的美麗自然景色。此時，守中的魚線有了動靜，大魚上鉤了，您想要把魚兒釣上船，這可不是一

件簡單的事，因為馬爾地夫的魚都是大尺寸的，您可是要費點勁才可能將魚兒釣上船，也可幫自己與心

愛的她為自己晚餐加菜喔！ 

※黃昏海釣時間舉行，此活動如遇參加人數不足或天候狀況不良而取消，建請事先與飯店活動部門再確 

  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海邊游泳或浮潛敬請結伴同行並務必穿著救生衣。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享用 

住宿：戀人天堂~藍色美人蕉島渡假飯店 Thulhagiri Island Resort 

 

 

 

 

 

 

第五天  藍色美人蕉島漫活、陽光浮潛、自費寵愛自己 SPA、半日列島遊（此活動需自費，可自由選擇

參加） 

揉揉惺忪睡眼，在這美麗的早晨慢慢醒過來，從容的盥洗後前往餐廳用餐。隨後您可以與心愛的她，否

回自己的房間外躺在休憩區的躺椅上，享受一下日光浴，好好地沉浸在兩人的渡假世界裡；或者再次投

入令人無法抗拒的藍色珊瑚海的懷抱中。午後，更可預約渡假村的 SPA 中心，好好的犒賞自己連日玩海



與日曬的肌膚，透過訓練有素的芳療師輕巧的按摩手法以及芳香精油的滋潤，讓您的肌膚也得到細心的

呵護。或者您可以自費參加渡假飯店所舉辦的「列島半日遊」，在專業的飯店人員的帶領之下，搭乘船隻

前往其他飯店島嶼以及當地民居島去觀光，讓您可以欣賞到馬爾地夫島國不一樣的美以及瞭解到當地居

民日常生活與世無爭的樂天生活觀，讓您有一股衝動想要長久的定居下來。悠哉的度過美妙的一天。 

※海邊游泳或浮潛敬請結伴同行並務必穿著救生衣。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享用 

住宿：戀人天堂~藍色美人蕉島渡假飯店 Thulhagiri Island Resort 

 

 

 

 

 

 

 

第六天  莎約娜拉戀人天堂藍色美人蕉島渡假村、搭乘快艇--馬列國際機場/馬列首都遊(魚市場、老禮

拜五清真寺)—香港 

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今天雖然準備離開這浪漫美麗的戀人天堂「藍色美人蕉島」渡假飯店，但我

們一樣可以優在地享受豐盛的早餐，餐後您可要把握這時光再次奔向這美麗的海洋，與熱帶魚兒

SAY~GOOD BYE！隨後返回房間整理行李後於中午時分前往櫃檯辦理退房手續。午後，隨即安排快艇

前往馬列國際機場島。隨後由當地英文導遊帶領各位貴賓前往馬列首都展開市區觀光遊。各位貴賓一定

要有個心理準備喔，馬爾地夫這個國家本來土地面積就不大，所以市區觀光景點實在不多，來到首都一

定要帶您前往魚市場，魚市場是全國各島嶼捕獲的漁獲在此拍賣的集散地，所以我們只要尋著鮮魚味道

即可到達，在黃昏時刻您在此可以看到漁民吆喝叫賣魚貨的情形好不熱鬧喔！隨後再前往馬列式中心也

是當地歷史最悠久、最大的禮拜寺。隨後您若餓了、累了，可以請導遊推薦或自己找個富有當地方位的

餐廳或咖啡廳休息一下，再次體驗這迷你小國的優閒。隨後前往馬列國際機場，準備搭乘國泰航空或香

港航空豪華客機，隨著飛機起飛，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告別這美麗的印度洋珍珠島國，返回香港在轉

機回台。 

(一價全包套裝於本日 12:00 為止，過後的任何酒水、餐食、活動需自行付費，) 

※海邊游泳或浮潛敬請結伴同行並務必穿著救生衣。 

※離開飯店島時請預先前往大廳或碼頭確認行李是否到齊，若有未到時請直接跟飯店人員反映。（快艇開

船時間敬請前一晚詢問櫃檯人員） 

※本日馬列市區觀光由當地英文服務人員導覽，先由機場島坐渡輪至馬列市區，再以徒步方式導覽，敬    

  請攜帶飲用水隨時補充水分。大件行李由服務人員寄放於機場行李保管處。(每人一件)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香港航空豪華客機 

 

 

 

 

 

 

 

第七天  香港/臺北 

飛機早上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後，依照香港航空地勤人員指示前往下一個登機門，在搭乘飛機返回台灣，

結束這一個浪漫夢幻的藍色珊瑚礁海洋戀曲的假期。馬爾地夫的美，讓您返回台灣後，一定會久久不能

忘懷的！ 

早餐／空中套餐 午餐／XXX 晚餐／XXX 

住宿：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本行程搭配國泰航空或香港航空團體機位前往馬爾地夫，機票開後無任何退票價值亦無法更改來回日期或名單，敬請旅客 

報名時提供護照影本或正確之護照上英文全名。 

★報名時需事先支付本公司機位作業金及護照影本或護照上支正確英文名字，以利本公司代訂機位；當機位帶確確認後，隨 

  即將作業金轉為訂金，以確保機位優先使用之權利，淡季期間需報名三天內支付、寒暑假需二天內支付，過年及一般連續 

  假期需一天內或以本公司網路或業務口頭告之為準；否則本公司有權收回機位使用之權利。 

★本行程已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油費、保險雜支等；不含個人當地私人花費及小費。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

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 

★報名人數若為單數時，須以加床或補單人房差處理〈若出發人數達到 16 人時，自然落單可與領隊同房住宿〉 

★本行程報價最低出團人數為 2 人以上(含)，若出團人數滿 16 人住宿同一飯店島時〈小孩不佔床不列入計算〉，本公司亦會

派遣合格領隊隨團服務；若當團人數不足 16 人，則台灣將不派領隊隨行。 

★旅客自費參加任何水上活動，自身安全敬請自行負責，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民事之責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住宿飯店一般淡季期間本公司不事先預訂飯店，待旅客報名並支付機位訂金時，本公司隨即開始國外飯店訂房作業〈作業 

  時間約 3~5 個工作天〉，若本行程指定飯店無法確認時，旅客可選擇本公司退回機位訂金或加價升等其他飯店之選擇；若 

  飯店一經訂房確認回覆，旅客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訂房，否則需支付本公司任何損失之全部或可自行找人替代或委託本公 

  司代售〈若旅客選擇委託本公司代售時，若在出發前無法銷售時，旅客亦須無條件支付本公司飯店取消費用之全部〉。 

★寒暑假或農曆春節或聖誕新年或當地連續假日期間，當地旅客人數暴增時，會發生旅遊景點、餐廳、搭船或搭車，人數增 

加，需花時間排隊等待，造成不便之處，需請各位貴賓耐心並保持愉悅的心情等候，以確保旅遊更加順心。 

 

 取消相關規定  

★取消及變更之費用：因閣下需求更動，當訂金付清後，訂位即被視為確定。取消及變更訂位可以電話再補以書面告知，若 



 有任何機票或飯店取消費用，需有各位貴賓全額自行負擔，尤其馬爾地夫飯店規定當訂房確認後，取消訂房則須負擔百分百 

 的取消費，敬請各位貴賓知悉。 

※航空公司機票一經開立後，若有取消需均照各航空公司之規定，有些會有高額取消費或機票無退票價值，敬請各位貴賓特 

  別注意。 

★飯店一經訂房確認之後，需百分百使用不得取消訂房，否則飯店將收取全程之住宿費用。〈若旅客所付訂金不足負擔飯店 

  費用時，本公司有權追討其它不足之費用〉 

 

 入境須知  

★旅客必須持有效護照（回國日算起至少六個月以上期效）可享免簽證停留 30 日，並需持回程機票票根方可入境。 

★馬爾地夫的離境是先進入到離境區域才可以到機場櫃檯劃位，進入離境區域前航警人員會要求出示回程機票或訂購證明。 

 所以記得要先印出或是手機存檔電子票劵並隨身攜帶喔。 

★有足夠的資金支付在馬爾地夫期間的旅費或是持有任一家度假村或飯店的預訂確認馬爾地夫的網頁上是說海關人員會針對 

  你的個人資料詢問一些問題而決定是否予以入境。但不用特別擔心，一般說來沒有特殊狀況，原則上都是沒有問題的喔！ 

★入境章上會手寫上你可以停留的天數，注意，是 30天不是一個月喔！如果不小心逾期居留了，是會要花上至少 USD1000 

  的罰金喔！不可不慎！ 

★特別要提醒的是，台灣在馬爾地夫沒有任何辦事處，最近的地點是印度，所以請好好保管你的護照，否則遺失再辦理會很 

 麻煩喔！ 

★有無攜帶禁止物品或是會違反規定的宗教物品/色情用品/武器/酒類/豬肉及副產品，回教國家禁豬/禁酒的喔，但很奇妙的 

 是在度假村上酒精飲料販售是 OK 的。如果不小心帶了酒類飲品，其實海關人員不會真的沒收啦，他們會讓你填寫單子， 

 等你離境時再領回囉！ 

★若有攜帶個人藥品或類固醇或動物或植物時需要特別證明文件的。 

★不可攜帶超過 200 根菸或 25 根雪茄或 250 克菸草產品   

 

 小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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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以紙鈔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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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地夫也不例外。以下為建 

  議小費，敬請參考 

★床頭之小費每人每天美金 1 元，旅館行李員每次每件美金 1 元。餐廳用餐之服務費，每天每房美金 10 元，請於每天晚 

  餐使用完畢準備離開時置於餐桌上。 

★馬列機場服務人員，每房每次美金 5 元&飯店接駁船或水上飛機之服務人員及船長(機長)，每趟每房美金 5 元。 

★團體出團時，若本公司有派持有觀光局合格之國際領隊證之領團服務人員時，旅客需每天每人支付服務費美金 1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