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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第二大城，距曼谷約 750 公里，氣候較曼谷涼爽，

花草樹木茂盛，其中以玫瑰花最多，享有「北方玫塊」

的美名，與世隔絕的地理環境，也享有「泰國香格里

拉」的美譽。當地許多傳統文化、建築、服裝，乃至

於美食、工藝，至今仍擁有與泰國中南部截然不同的

風貌，魅力十足！

大塔寺，位於清邁古城的中央，建於 14 世紀，是蘭納

王朝時期的大佛塔，曾經是泰北最高的建築，塔中原供

奉的玉佛已轉送曼谷，現在這裡有泰皇出資重建的「玉

佛」，寺廟近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資修繕，重現

原貌，也引來善男信女參拜。

CHIANG
MAI       

清邁簡介

清邁最具代表性的寺廟 

大塔寺（柴迪隆寺）Wat Chedi Luang

景點介紹



商 場 分 成 兩 部 分， 一 個 是 Central Festival Shopping 

Mall 百貨公司，販賣商品琳琅滿目；另一部分就是百

貨公司以外的商場區域，進駐很多國際品牌，例如：

H&M、GloriaJean's、Zara、Superdry、Optic 88、City 

Chain、Topshop、無印良品、Levis 等，可以讓人逛上

一整天！

園內擁有 134 個種類、1400 隻大小型動物，可讓貴賓

與野生動物近距離接觸。遊園車路線分為南北區雙線，

南區可觀賞到溫馴的草食性動物，北區則是肉食性動

物為賣點，遊園車開到各類動物聚居處都會停下來讓

貴賓觀賞動物，也可餵食，與動物互動。還有聞名的

白老虎秀，千萬別錯過！

清邁最大商場–中央歡慶百貨城

Central Festival Shopping Mall

全球規模最大
夜間動物園 Night Safari

景點介紹

景點介紹



大象是泰國人自古最重視、最愛護以及最神聖的動物之

一，故泰國又被稱為「大象之邦」。起初大象是在森林

間與居民共同工作生活，但在泰國政府嚴格保育森林

後，已不能再從事叢林間的工作，而轉型的泰國大象

學校就此誕生。來到象園，可以欣賞精彩的大象表演、

與大象親密接觸！

湄沙象園 Maesa Elephant Camp

自選行程 微笑愛大象 



高 80 公尺，寬約 40 公尺，水流量非常大，且瀑布下

方水潭極深，水氣瀰漫不散，經陽光折射，一道清麗的

彩虹跨越上方，故又有「彩虹淵」的美名。下游巨石紛

立，是崖面受流水侵蝕沖刷之後，所形成的奇特景觀，

自然造化之美在此展露無遺。

茵他儂山國家公園最高峰海拔 2565 公尺，是泰國最

高的山脈。原本稱作「鑾山」，19 世紀末的清邁國王

Inthawichayanon 致力於保護這片北方森林，人們為了

紀念這位國王而將這座山改名茵他儂山。公園內步道

完整，可以輕鬆欣賞一路上多樣化的叢林生態和各式

蕨類植物。

瓦吉拉坦瀑布 Wachirathan Waterfall

泰國最高山脈–茵他儂國家公園 

Doi Inthanon National Park

自選行程 清邁絕美祕境 



泰國路面交通工具真是五花八門，除了公車、計程車、摩托

車外，還有一樣以特殊造型取勝的「嘟嘟車」Tuk-Tuk，不難

察覺，路上總是一堆嘟嘟車，帶著來泰國的旅客大街小巷穿

梭著。搭乘嘟嘟車可以真實體驗當地市民的生活方式，瀏覽

城市景色之餘再拍拍照，絕對是一趟有趣的體驗！

純手工打造而成的精緻「銀廟」

可說是個藝術殿堂，使用大量

銀（鋁）製品純手工打造雕塑，

把將整座毛胚的寺廟建築包裹

起來，所有裝飾非常的精緻，

若在陽光下欣賞，寺廟閃閃發

光如同鑽石般，寺廟各處的窗

花不但精美，細部的處理也精

緻得也令人讚嘆！

清邁古城為泰國史上第一個獨立王國蘭納王朝的首都，整體

上呈四方形，週邊由護城河環繞，內側有磚牆，隨著歲月流

逝，目前仍保留四個城角與五個城門的遺跡，分別是東邊的

塔佩門、北邊的白象門、西邊的松達門以及南邊的松旁門和

清邁門，可以搭乘嘟嘟車一窺清邁古王朝的輝煌。

嘟嘟車 Tuk-Tuk

泰國唯一閃亮的寺廟

銀廟 The Silver Temple

清邁古城巡禮 Old Town Tour

自選行程 古今穿梭玩清邁 



尼曼路基本以 Maya 百貨為起頭，主要是由尼曼明路 (Nimmana 

Haeminda Rd) 為主軸，在一條條的巷弄之間，有著各式各樣

的餐廳和特色咖啡廳隱身其中，時下的流行精品服飾、文創

氣息的商店以及熱鬧的酒吧，新潮與傳統的混和，來到清邁，

千萬不要錯過尼曼路商圈。

清邁是鄧麗君生前最鍾愛的一座小城，每次到來，她都會選

擇居住在清邁老牌五星的皇家美萍酒店，指定最喜愛的 1502

號皇家公主套房。這間套房的擺設至今仍保留完整，自從她

在此香消玉殞後，許多歌迷來到清邁都會慕名前來參觀，緬

懷一代歌后最後的時光。

清邁文青新據點–尼曼路商圈 Nimmana Area

回憶一代歌姬–鄧麗君 

The Memory of Diva Singer : Teresa Teng

自選行程 古今穿梭玩清邁 



飲食一向是各國文化中最讓旅人著迷的一部分，跟著當地人

學做菜是深度體驗泰國的方式之一 ! 在廚藝學校中我們將學

習到六道當地美食，隨著老師的教學，一步步學會泰式經典

的料理秘訣。是不是迫不及待回到台灣要大展身手，讓家人

與夥伴也品嚐看看泰國美食呢 ?

泰式廚藝教學 Thai Cooking

自選行程 料理泰美味

叢林飛索是泰國清邁當地結合自然生態而創造的活動，於當

地已具有多年的操作經驗，園區內有平台滑索、急速垂降、

高空速降等設施，絕對能滿足想要挑戰自我極限，展現 XS 冒

險精神的貴賓。活動全程有工作人員陪伴進行，盡情享受滑

翔的快感吧！

穿梭森林間的滑索

體驗叢林飛索

自選行程 挑戰極限叢林滑翔



清邁艾美酒店 Le Meridien Chiang Mai

艾美是萬豪國際酒店集團中知名連鎖品牌，這個國際知名的高級酒

店品牌，遍佈全球 50 個國家、擁有超過 120 間酒店，以「提供客

戶賓至如歸的感受」為宗旨。酒店設計強調現代藝術風格，簡潔俐

落中融合蘭納文化元素，擷取東西方特色，創造出獨樹一格的特色。

地址：108 Chang Klan Road, Tambol Chang Klan, Amphur Muang, Chiang Mai, 50100, Thailand 

電話：+66-53-253-666  

網址：http://www.lemeridienchiangmai.com/ 

清邁香格里拉酒店 Shangri-La Hotel Chiang Mai

位於清邁喧囂的市區中卻安靜悠閒，整體風格洋溢著蘭納王朝的優

雅復古風情、氣質典雅，為清邁豪華度假酒店最佳選擇之一。下榻

洋溢著泰北復古情懷又奢華低調的香格里拉酒店，享受清邁的熱鬧

繁華之餘，也能品味屬於泰北的優雅靜謐。

地址：89/8 Chang Klan Road, Muang, Chiang Mai, 50100, Thailand.

電話：＋ 66-53-253-888

網址：http://www.shangri-la.com/chiangmai/shangrila/



清邁黛蘭塔維度假酒店 Dhara Dhevi Chiang Mai

清邁黛蘭塔維度假酒店堪稱清邁整體設計最奢華的飯店，讓人彷彿

穿越時空來到人間仙境。酒店在任何細節上面都不惜成本，建築風

格讓人輕易感受到蘭納王朝時期，將皇室尊榮的氣派融合泰北田園

風情，是悠閒享受清邁風光的首選。

地址：51/4 Moo 1, Chiang Mai-Sankampaeng Road, T. Tasala, A. Muang, Chiang Mai 50000 Thailand

電話：＋ 66-53-888-888

網址：http://www.dharadhevi.com/



旅遊小叮嚀！

【託運行李】

【手提行李】

台灣出境及登機

1. 託運行李，重量不能超過 20 公斤。

2. 金錢、支票、信用卡、珠寶、藝術品、手提電腦，充電器及其他有

價商業產品，以及護照、身分證明文件，不可置於拖運行李內。

3. 有毒性、有傳染性及易燃物品不可攜帶。

1. 請於飛機起飛前 2 小時，到達機場指定地點集合，敬請於行李上別

上蘋果行李牌。

2. 可攜台幣 100,000 元以內，美金現金 10,000 元為限（或等值外幣

現金），旅行支票不限，超過限額者，應填具『貨品進出口同意書』。

3. 通關前仔細聆聽領隊的解說並牢記登機門號及登機時間。

1. 手提行李以每人 1 件行李，總重 7 公斤為限。

2. 液體物品不可超過 100 毫升。

3. 將液體或乳狀物品放入不超過 1 公升大的透明夾鍊塑膠袋內。塑膠

袋必須完全密封及有充足空間放置所有物品。每名乘客可攜帶一個

夾鍊塑膠袋。

4. 不受限制的液體：旅程中不可缺少的藥物或注射劑 / 特殊營養劑 ( 需

有證實藥物的必要性的正式文件 )。



泰國出入境需知：
1. 所有旅客在抵達曼谷國際機場之前，都須填寫海關申報表。

2. 攜帶泰銖入境泰國，沒有金額限制，但泰國政府為防止有心人士

至泰國從事非法行為或工作，入境時移民局官員可能會隨機對旅

客進行身上現金查驗，建議旅客攜帶總價等值兩萬泰銖以上之現

金，以確保符合泰國觀光之規定。

3. 出境則不能超過 5 萬泰銖。若攜帶任何外幣入出境泰國，加總超

過兩萬美元，必需先申報。

4. 盜版著作物品不准攜帶入境。即使是合法著作，每一著作品每人

以攜帶一份入境為限。

5. 嚴禁攜帶麻醉劑、毒品、色情書刊及武器等。

6. 泰國曼谷機場內行李轉盤附近裝有藍色免費電話，遇有突發狀況

可利用電話與外界聯絡。

7.在泰國購買體積較大需特別包裝之物品，如 : 佛像、古董、藝術晶，

要先向有關主管機關或商店取得輸出許可證明，以便在離境時提

交海關檢查。

8. 旅客可從免稅商店購買一瓶酒 ( 一公升 )、一條煙 ( 二百支 )，以

及其他私人用品 ( 例 : 一台照相機、一台攝影機， 個人佩戴之珠

寶裝飾品等 ) 出境。

9. 行動電源放置在隨身行李一併檢查，不可拖運，並且留意帶行動

電源出入境泰國，行動電源「未標示容量」或者超過「32,000mAh」

毫安培，都會被沒收。



1. 不能攜帶任何尖的或類似武器的物品，液體類物品，包括噴霧及

凝膠，不能超過 100ml，如果超過請放到託運行李裡。

2. 不能攜帶有毒的、具危險性的、大型的、保育類的動植物。以及

其他具危險性的東西，像是爆裂物、易燃物、有毒的、有幅射性

的、具侵食性的，如硫酸。

3. 通過 X-Ray 檢查站前要先將個人物品做分類，（1）個人隨身行李

（2）外套、西裝、帽子）（3）手提電腦（4）手機（5）皮帶、

鞋子，（6）液體，包括噴霧、凝膠或類似液狀物品須先裝在不超

過 100ml 或 330 盎司的容器內，再放進 20x20 公分大小的透明拉

鍊式塑膠帶內，總容量不能超過 1000ml。

4. 從泰國出境的所有遊客都會經過嚴格的檢查，包括要脫掉外套、

皮帶，身上任何金屬的東西都要先拿下來，通過檢測儀器無任何

問題即可通行，如有聲響，安檢人員會做全身檢查再次確認，這

些動作完全是符合國際規定的檢查程序。

1. 旅客攜帶外幣入境，每人以外幣等值美金 10,000 元為限。

2.禁止攜帶違禁品，如：槍械、刀具（槍型玩具及用品）、毒品、水果、

仿冒品、保育類動物及其製品，以免觸犯刑法。

3. 為防止國外病蟲害入侵，保護國內農業生產之安全及其生態環境，

旅客回國時，請 勿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入境。

4. 入境旅客 20 歲以上每人限煙 1 條（20 包），酒 1 瓶（1 公升內）

否則依法課稅或沒收。

清邁機場出境登機規定

返台及入關



1. 申請人必須在購物商店有免稅標示 (VAT REFUND FOR TOURISTS)

標示。

2. 購物超過 2,000 泰銖 ( 一天內在同一間商店消費 ) 即可申請退稅。

付款時向商店工作人員索取退稅申請表填寫。

3. 離境時在機場持退稅單、收據、護照就可以辦理。讓海關工作人

員在退稅支票上蓋章，入關後到退稅點出示退稅單、護照、信用

卡，這時就可以領到退稅款了，可以選擇退到信用卡或者退現金。

   * 退稅金額在 30,000 泰銖以下，可以現金、回存銀行或信用卡賬  

戶。

   * 退稅金額超過 30,000 泰銖，僅限回存銀行或信用卡賬戶。

4. 退稅時，有可能會被要求出示所購商品。

通訊

退稅條件

國際冠碼

001

台灣國碼

886

區碼去0 

2 25467566

電話號碼

國際冠碼

002

泰國國碼

66

清邁區域號碼

53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國際冠碼

001

台灣國碼

886 912345678

台灣行動電話號碼去0

由在台灣撥打清邁的撥號方式

由清邁撥打台灣行動電話的撥號方式

由清邁撥打台灣市內電話的撥號方式(以撥打台北安麗公司為例)



匯率

時差

清邁當地衣著
泰國清邁屬熱帶氣候，年平均溫度高達 28.7℃，四季如夏，簡單劃

分，全年只有雨季（6 月 ~10 月）及乾季（11 月 ~ 翌年 4 月）之分。

清邁 11 月平均溫度參考

建議您： 

(1) 隨身攜帶一件輕便薄外套，以防冷氣房及山區的涼意。

(2) 業務研討會請著商務休閒服裝。

本次海外旅遊期間，當地時間較台灣慢 1 小時。

( 如台灣時間為中午 12:00，清邁當地時間為上午 11:00)

泰國貨幣統稱叫泰銖（Baht），由泰國銀行發行。

泰國泰銖 (THB) : 

紙幣面額有 5、10、50、100、500 泰銖，共五種面值。

硬幣面值有 0.25、0.5、1、2、5、10 泰銖，共六種面值。

泰銖與新台幣匯率約為 1 : 0.91

( 以上皆為浮動匯率，請以出團時的匯率為準 )。

最高溫

33°C

最低溫

17°C



電壓

社交禮儀

宗教

1. 電壓 220 伏特、50Hz ，雙孔圓形與三孔扁型插座。

2. 現在泰國大部分插座都是這種萬國通用插座，無論是台灣或歐規
都不需要另外使用轉接頭，建議攜帶一條延長線。

3. 通常手提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以及手機等的電源為 AC100V-240V
的居多，此類電器設備及其充電器在清邁可直接使用。

1. 問候：泰國人在與他們問候打招呼時不會握手，他們會雙手合十
置於胸前，然後禮貌的點頭鞠躬，這個動作稱為 wai。一般年幼
者在回應年長者問候時會 wai。在嚴謹的習俗中，人們對年紀及
輩份高的長輩年 wai 的姿勢會更高。

2. 頭和腳：泛指人身上最高和最低的部位。因此在泰國千萬不要隨
意摸別人的頭，即使是友善的表現，算是觸犯到它人的行為。至
於腳的部份，在泰國若用腳指著某人或某物體是被視為是極度不
禮貌的行為，請務必避免此行為。

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有 90% 以上的人民是虔誠的佛教徒。因此對
佛教和其標誌都極為尊敬，尤其是佛像，因此不論個人的宗教派別
為何，都要表現禮貌和尊重。

當您拜訪宗教地點時，以下為相關規定：

1. 進入供奉有佛像的寺廟之前請脫鞋，當內有宗教聚會時請不要擅
自進入。

2. 衣著需乾淨合宜，請勿穿著：無袖上衣、高於膝蓋以上的短裙、
短褲等皆不適當。

3. 女性請勿碰觸和尚。和尚宣示獨身並且嚴禁和女性有任何的碰觸，
即使是輕微碰觸也不行。當女性要拿東西給和尚時，要先交給其
他在場男性再由他轉遞給和尚。或是和尚會將衣服一角拉到他面
前，此時女性朋友就可以把東西置於和尚衣服上。

4. 不可爬到佛像上照相或做出任何不敬的動作。每尊佛像不論大小、
毀損與否，都被視為是神聖的象徵，切記不可褻瀆神明。



生活日常注意事項

●隨身攜帶水壼，以補充水份，自來水不能生飲。
●椰子汁雖便宜，請適量飲用。
●榴槤不可帶到車上或旅館內。

●攜帶一件外套，以備在山區或有冷氣的地方穿著。

●住宿旅館不單獨外出，外出時應告知領隊或同房人。
●進房間後把搭鍊扣上，有人敲門先問清楚再打開搭鍊，非本

團人員不隨便請人進房，即使是穿制服之服務人員亦應注意。
●記下領隊或其他團員的房間號碼以便聯絡。
●為安全起見，金錢及貴重物品最好寄存在旅館保險箱內，請

勿置於房間內或大行李中，若有遺失。
●入睡前應檢查門窗，室內全面禁菸。
●外出時勿忘向旅館櫃台索取旅館地址卡片，以備萬一迷途時

使用。
●離開酒店時應自行核對帳單是否確實，如電話費、冰箱內飲

料費、洗衣費或用餐費等。

●行車走路靠左走，並遵守交通規則。
●搭乘計程車時先記下車號，以便能訊速找回遺忘在車內的物

件。
●在公共場所，要特別留意扒手集團會故意來撞擠你，使您分

心後再下手偷竊。
●避免單獨在寧靜的街道或是荒涼的地區步行。
●切勿介入任何賭博遊戲或牽扯上與毒品有關的任何行為，泰

國政府即度重視此違法行為並設立嚴懲規定。

食

衣

住

行



說明會資料 護照

國際信用卡

泰銖

手機

照相機

內衣褲

帽子

雅芝彩妝品

個人常用藥品

筆

雜誌

親友託購物品清單

生理用品

刮鬍刀

休閒服裝

雨具

耐走防滑之便鞋

零食

平底鞋

充電器

台幣

電池

指甲刀

太陽眼鏡

保養品

陽傘

名片記事本

出國裝備檢查表

紐崔萊營養食品

商務休閒服裝

防蚊液



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直銷商領導人海外旅遊研討會實施要則

修訂實施：2017 年 10 月 26 日

壹、直銷權若申請異動直銷權人，新登記之合夥人須於審查海外旅
遊資格前，已完成登記且於登記後實際經營安麗事業滿 12 個

月以上，再經安麗公司審核其資格後，方得受邀出席海外旅

遊，以符合安麗公司邀請領導人出席海外旅遊之目的與精神。

貳、海外旅遊研討會之參加對象僅限安麗公司邀請之直銷商領導
人，非受邀對象不得參與所有安麗公司所安排之任何活動及

享用各項服務。直銷商違反此規定邀請非屬參加對象參與前

述活動或服務者，安麗公司有權取消其海外旅遊研討會出席

資格，並追回已發生之費用。

參、教師團之取消： 由於開放「直接領取現金」之選擇及多項因
素之考量，凡擔任教職（請附證明）並符合海外旅遊之直銷

商領導人得選擇領取現金或參加海外旅遊。

肆、旅遊行程內容、交通、住宿、餐飲，由安麗公司統一安排，直
銷商無權自行變更，於行程中需更改上述項目，安麗公司保

留同意權，因變更而發生之費用由直銷商自行負擔。

伍、機票

     1. 安麗公司有權指定該次旅遊研討會所搭乘的航空公司，並依

據直銷商在安麗公司電腦資料上登錄的住址所在地到出發國

際機場的方便性，安排搭乘之航班。

    2. 旅居海外領導人及選擇自理行程、自行購買機票之直銷商，其

機票自理費用之補助，不得高於安麗公司所購買由台灣出發

到旅遊地之團體票價。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取得前往海外旅

遊地點的機位，而導致無法如期參加海外旅遊研討會時，安

麗公司恕難接受任何形式之補償要求。（自理行程僅限目的

地為北美地區，且安麗公司例外開放自理行程時適用）



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直銷商領導人海外旅遊研討會實施要則

陸、旅遊期間各項餐飲實施方式

    1. 受邀直銷商若有特殊飲食習慣，安麗公司在會前作餐飲調查之

後將依直銷商所簽署之餐飲習慣提供餐飲安排。

    2. 旅遊研討會期間每餐飲料視同經過安排的菜單內容之一部分，

無法提供直銷商自由選擇。安排自助餐時，也僅以安排的菜

單內容所能提供之飲料為限。

    3. 根據安麗總公司「旅遊研討會實施辦法」之規定，安麗公司所

舉辦的旅遊研討會中，早餐、午餐、及茶點一律不提供含酒

精成份之飲料；晚餐及正式宴會時除軟性飲料外，亦將視情

況適時提供含酒精飲料。直銷商參與各項餐會時，安麗公司

不鼓勵過度飲用含酒精飲料，直銷商如自行向服務生要求安

麗公司所提供飲料以外之飲料或酒類，費用將由直銷商自行

負擔。

柒、旅遊費用實施說明

    1. 自出發當天開始到旅遊研討會結束返回居住地為止，凡在旅遊

研討會行程計劃內之費用產生皆涵蓋在安麗公司招待計劃內。

此費用包括住宿、機票、餐飲、參觀行程、經安排之各項活動、

行李小費、房間小費等。

    2. 安麗公司不負擔的個人費用包括：洗衣費、房間電話費、飯店

客房餐飲服務費、個人醫療費、額外之個人餐飲費、超過原

定天數的住宿費以及為個人或特別服務的小費或餐飲小費等，

每天除了所規定的餐飲場所外，所有酒吧或餐飲帳單，均屬

於個人費用的一部分，為了方便，飯店會將這些雜費及個人

費用的帳目分開核計至領導人的信用卡帳戶。在旅遊研討會

結束，退房離開飯店之前請先將此帳目結清，直銷商一旦未

結清費用而離開飯店，安麗公司將有權在直銷商的業務獎金

中代為扣除。



     3. 受邀直銷商於旅遊研討會期間，脫離安麗公司安排之行程自行

活動時所產生的各項費用，皆屬個人費用的一部分。    

    4. 直銷商若未依規定參加安麗公司所安排的業務研討會，安麗公

司將不支付所有旅遊費用，並有權在直銷商的業務獎金中扣

除所有的旅遊費用。

    5. 證照辦理方面，安麗公司考量護照為個人在國外之身份證明，

正如中華民國身份證一般，故辦理護照之費用應由個人負擔，

此部分費用將轉移做安排其他團體活動之費用。對於受邀直

銷商抵達舉辦地點的入境簽證、機場稅及機場行李小費等各

項費用則涵蓋在安麗公司招待計劃之中。

捌、海外旅遊研討會國內交通安排及交通費補助方式

     1. 集合、解散地：

      海外旅遊研討會，將以安麗公司所安排的班機出發之國際機場

為集合、解散地，安麗公司將不另行安排專車接送機，各地

直銷商將自行往返機場。

     2. 國內交通補助方式：

      國內交通補助金，將以直銷權在安麗公司所登記之地址為依據

並以區域作劃分，補助直銷商往、返國際機場之交通費用。

2016 ／ 17 會計年度補助辦法如下：

補助原則：

(1) 依區域補助。

(2) 凡受邀出席海外旅遊人員均可獲得補助。

(3) 皇冠及皇冠大使直銷商領導人將安排專車接送。

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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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

    1. 凡符合「傑出直銷商領導人海外旅遊研討會」參加資格之直銷

商，均應確實遵守安麗直銷商營業守則及商德約法，經安麗

公司審核後，方邀請符合資格者參加。有關於受邀資格以及

行程安排，安麗公司保留定期修正相關規定之權利。同時，

業務研討會在獎勵旅遊的行程安排上，被視為最重要的部分。

受邀的直銷商若因故無法參加業務研討會，安麗公司將沒有

義務提供任何現金之折退。

    2. 安麗公司提供執行專才鑽石以上直銷商領導人，頭等艙及套房

的旅遊招待，但當所搭乘的班機或住宿的酒店無法提供足夠

的頭等艙艙位及套房數量時，安麗公司將以當時可安排之方

式實施。

自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出境者：

縣市名稱 每人補助金額

宜蘭 NT$  800

基隆 / 台北 NT$  600

桃園 NT$  200

新竹 NT$  500

苗栗 / 台中 NT$1,300

彰化 / 南投 NT$1,600

雲林 / 嘉義 NT$2,100

台南 NT$2,600

高雄 NT$2,900

屏東 NT$3,000

花蓮 NT$1,500

台東 / 外島地區 NT$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