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6:8;- >@>? ???>
CDBEAKJIKJILJKN TPVGVGVQRGLNK THK

\M`4Fniz.qK

[7`?g0cqv}0;0/0<0L8Yg1Lt^gHL

xnnz ~u{-gE^D7RLx4+uGL[zqvL

8PY,vL\MaInA80B8?C4 *74 }8D4@5@=<B

56668347

WgUY

N }0;0/0<00cqvP3hel1J,y/[|0cqvKwmqW[7`?g

0cqvMvq\skvn`0g;,4bZaKP4tjun`Z8k./0

c+sL^58{wyaV{q0PFKFArvq*dxwt{7pMlK

.d\}g|T]@iq,M

N 8PY,vP;7nos2AP8h_z*aV8PY,Kl{6L

.iLMRL:D<yW2]KFAz*b`.6277Ry:17

R]K9^gkxYM

N x4+uGP3hajdde>KQ7`ZejQvy,/K^5vKqt

rpvyLp5vLz{kLUe3yjCgddQ.IpE/.IqvK

Ft7`t{Q^7Rygc7RM

N ,w[zqvPvq\1Ykk/HhKPA8h_z*y@*VHAy

[zKCr{jvz*{jTR7RKq,UvM

xnnz ~u{-gE^D7R

N 7`q@mu_De,LFiL^D5A>W\x/b|R;K6gd/

F5;0_DdA;o/^,]u<wM

N EhA~ESCehdd^KgEmdvRzy`bD/OLc~Km9OKx

wb|/gE^D7RM

-Z;WP
eb P.[7`?g}0;0/0<00cqvKZ8k.M

fb >te_Ez*xnnz ~u{-gE^D7Ry[.x4+uGM

gb jLno8PY,vKTraVY,,wpnM

x4+uG

[7`?g0cqv}0;0/0<0

8PY,v

J

xnnz ~u{-gE^D7R



356:8;- >@>? ???>
CDBEAKJIKJILJKN TPVGVGVQRGLNK THL

rR~\M[4Fn[,w[zqv]>_E^[{jv]>_E^[xnnz ~u{-_gE^D

7R]>te_E^[4FnaI].Qred.ge-lpA;Y^[?|hoZ*4@;8<0:

feS,]E].Qree.e-lpL;Y^
_xnnz ~u{-fEh2l^bKnNE*pj\/noKKC`-3lr-sj\}*-qtKBn0LyK{|?xM

012+

012, [7`?g0cqv}0;0/0<0_]ae^[8Yg1[+>A834 q=E< u=CA4t^gH[=lF]ai^

_qvqpaq0Pkq];Kc`5qv}fKlf\wMFAjKdnoAj|0BB0G0 |0@90cqvK{|?xM

4Fn[x4+uG_]>te_E^[7?7_]Lo~]ai^[\M[aInA80B8?C4 *74

}8D4@5@=<B
_+uGq2A0Plt\wlh9K/nC-40yLQK{|?xM

012-

\M[8PY,v_]>te_E^[b`.6277R_`:17R_[EkA^U[

~80; |0@06=<6vS,F
_Y,Viy7RqT6qvnoW,K{|?xM

012.

56668347

\M`4Fn

\M[SXF]ai^~rR012/

zm sF vF qF FI 0bNg

ZlDsdl0h2kVP]aVyfKMFAjNfFyTQ=pKd}nooL7n^F8OK{|?xM

f Ngq vqFy
hB7pFP

7Z9`L`9~D~

g Ngq 7phBn^F c

h Ngq vqFy c

i Ngq c

e c
NgqhBoFl

:y=SL_D*f
4Fn

\M

nprR

EYy0F

.f ,814 o0<69=9 ~C97C;D8B u=B4:pt=:34< *C:8>p

z=D=B4: s4<8F ~8:=;pnD0<8 nB@8C; u=B4:pnv y4@=H u=B4:p

w0A;8<4 t@0<34 }4A834<24 u=B4:

@g_04FnIo~

p04A0@ |0:024Ng

Z\8?8gLoGx3rByS,]E^

aP
eb |~LVPG^[]aq0cUYAKL?jv^Ox-~K6y03/z6`0km~K6b2L;[]KQA-

\tn[mBK6@a*On[M
fb 2-KwXdnJmk+M
gb 2-KwXdm>OPdmL0h3AL2APB7y2-1[h^zKr?K3v7bKxr\KH/[Zd\

]RN^P[idd]fdemoe.e-K;YKBW[iid^M
?; aJBHNz=GHpTJAdW1M;}=RJLBAhN;G`PI8wRb:~jKuU[nA-fJr4A

LVxDG`PIB-InXQR-fs{TH+AqkJt*i^JQcoClg\@_]=KD:>@<AaJBM
;LBRJU>AZPX6qU>tIS^vH>UC_H,?2AJQM7Se3JAEO/DC

ib fLW4lMbnom~Kv-ZtAFnor\Ml4Fni-K{|?xM
jb UrR2A~m}V]*vp^Jm2G;YASf2AXd@CM
kb G^d[<vKKrrGc`3SflX>Xd2A@CM
lb -Z7n^?/G<=1LW4L-ZLNg0by=p]noKdAFfLn`;Y-P}tnuYK:m|[0

r5>aK/nC-40Mlv]uYrGcLYPKBLrB}4v740M
mb -ZL=py0b/ZLuCK60hnKnoW,Klt}YK/nC-40M
edb Kdm>[wXVL]LVpKxJKKl-ZCfItauKG^n}]CFOhwXVL]LVJK/+aLQM
eeb 6c-Ze5yY[hdQ]Wl;}=<dL*odL[qy2A~m}_5qL]^AiOn2AZBR\lbs

-ZzR<M
efb tMKd=6GK03W,Ksd<IC-40M
egb G^ArOnZBR0lrGc3bs-C\U2Gr0VK6?r;YA4k.0,>M
ehb t@9d3t@K|:0U2-KGcy2X|BVKG^Abs-ZzC\l[0r5lGc7cmKQArOn

2AZB]EEEbE8<6=<B@0D4:b2=;^b??|+LM
eib 45rR2A~m}hrW}zfinhmvR}\92-KX/z]x]`a6N}K2-1lfWinh

mvRX\92-KK+vKzLQ3A6r\LydK6yLrBh^r\p6b*odRN[eidOthL
ydKW4wXVL]l}fLv7;Y-PpG<L<<7l>7}jr>SpLydXln0LyKtM
9a6W4wXVL]p?}g\W,O:m|XrrR2A~m}ZB]EEEbB8279b=@6^M

ejb WU`bALs,>2ZK0dW[6QqLKRs-ZzR92A=JM
ekb 6cL1uV[|K\t6M,W,M

G<=1~

Bs`7]p.^c7`]*t^crR]u.^G2rB

@ZPabveiddAKo

gZPaovefddLpR

Y G<3ldtFEKB6G2rBW,M

Y LKn0U?wXM

Y lDgZG<rzjzpRKJmSfjz2A

@CM

Y sdPllBs<<7KG<3l6G2rB

W,M



 

生效日期：11/04/2018                                                         PDT-I-OPT-THL-IBK-020 (P.1)  

曼谷、芭堤雅【自費項目表】 

 

每位收費(泰銖) 地區 項目名稱及內容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一番日式自助餐 以日式及燒烤為主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700 銖 500 銖 於附近商場內自由活動/ 於附近餐廳 自行用餐 國際美食自助餐 Baiyoke Sky Buffet Lunch 場內雲集國際美食，更可於酒店頂層俯瞰曼谷市全景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800 銖(午餐) 900 銖(晚餐) 身高 120 公分以上 600 銖(午餐) 700 銖(晚餐) 身高 80-120公分 於 Baiyoke Sky Hotel 之商場 自由活動/ 於附近餐廳 自行用餐 暹邏海洋世界水族館 (Sea Life Bangkok Ocean World) 城內設有一個佔地約 1 萬平方米、儲水量達 300 萬公升之海洋水族館、360 度環迴大魚池、熱帶雨林展示區及超過 3 萬種海洋生物，令您嘆為觀止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景點之一 1 人或以上 750 銖 550 銖 (2-11 歲及身高 120 公分以下)  於附近商場 自由活動 香薰按摩 Spa 1-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約 1,600-3,500 銖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韓國亂打 Show 由韓國引入著名搞笑舞台表演，全由韓國人表演，用簡單樂器和劇情，配合高超技巧，牽動著觀眾情緒，帶來一浪接一浪的高潮，老少咸宜 1 小時 15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1,300 銖 (貴賓席) 1,100 銖 (普通席)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國際五星級 Banyan Tree 酒店 SPA 優惠套餐(90 分鐘) 酒 店 獨 立 房 間 享 受 世 界 享 負 盛 名 的 香 薰 按 摩~Revitalizing Massage (可自由選擇 Island Dew, Asian Blend, Balinese, Lomi Lomi 或 Swedish) ·包曼谷住宿酒店來回接送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4,000 銖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SHOW DC Ong Bak Show(舞台泰拳表演) (10 人或以下乘搭 SHOW DC 穿梭車往返) (逢星期一休息) Show DC Himmapan Avatar(360 度全方位幻想表演)(來回乘搭 Show DC 穿梭車往返)(逢星期一休息) 1 小時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1,500 銖 小童不足四歲免入場及 不設座位 於酒店內休息或 SHOW DC內自由活動 (如行程包括) 野生動物園+牛仔表演+海豚表演 1,400 銖 1,100 銖 (小童不高於140cm) 

曼 谷 

野生動物園+牛仔表演+海豚表演+自助午餐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 小時 8 人或以上 1,600 銖 1,250 銖 (小童不高於140cm)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泰式古法按摩 2 小時 500-700 銖 不適用 香薰按摩 SPA 1-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1 人或以上 1,500-3,500銖 不適用 於附近商場/ 酒店內 自由活動 五星級酒店 The Barai at Hyatt Regency 享用香薰按摩 SPA 1.5-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2 人或以上 2,500-6,500 銖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欣賞大象表演及冰凍汽水 1 支 1.5 小時 650 銖 15 分鐘 600 銖 華 欣 / 七 岩 大 象 園 騎大象 *每隻大象可乘坐 2 位客人 3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1,200 銖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香蕉船 10 分鐘 4 人或以上 500 銖 水上電單車 10 分鐘 1 人或以上 1,000 銖 羅 勇 (沙 美 島) 水 上 活 動 空中飛人 (降落傘) 1 個圈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景點之一 1 人或以上 1,000 銖 於沙美島上 自由活動 考 艾 Life Park(室外遊戲)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景點之一 1 人或以上 每個 Pass 160 銖 (須視乎各遊戲所需 Pass而定) 於 Life Park 內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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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收費(泰銖) 地區 項目名稱及內容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信不信由你奇趣館 包括五大主題:(奇趣館、超立體影像館、立體迷宮、全泰國最大哈佬喂鬼屋之旅及蠟像館。 1小時15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4 人或以上 700 銖 500 銖 於附近商場 自由活動 人妖歌舞表演 欣賞泰國著名之人妖精采歌舞表演(包飲品一杯)。 1小時15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1 人或以上 700 銖 (普通席) 900 銖 (貴賓席) 於附近商場 自由活動 大型舞台表演“KAAN Show” (15 人或以下乘搭 KAAN Show穿梭車往返) (逢星期一休息) 7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2500 銖 1500 銖  (只適用於4-12 歲) * (不足四歲恕不招待) 於酒店內自由活動 實彈射擊 15 分鐘 400 銖/6發 (45曲尺) 300 銖/6發 (38左輪) 300 銖/6發 (22左輪) 500 銖/5發 (雷明燈) 300 銖/6發 (9M) 490 銖/10發  (22左輪+長槍) 騎大象 15 分鐘 每象 600 銖  (每隻象可乘坐 2 位) 暹邏大象園  四驅車 1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1 人或以上 400 銖 於暹邏大象園 自由活動 Sexy Show(成人表演) **只限十八歲以上參加 45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1 人或以上 800 銖 不適用 於附近商場 自由活動 得喜都魔術劇院 參觀魔術博物館及魔術表演。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4 人或以上 500 銖 250 銖 於附近商場 自由活動 全新得意 3D 神奇視覺美術館 非一般普通美術館，館內利用 3D特殊技術，除可欣賞各世界名畫外，更猶如置身畫中，裝模作樣地拍照。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4 人或以上 300 銖 200 銖 於附近商場 自由活動 泰國正宗古法按摩 1-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1 人或以上 300-350 銖 (每小時) 不適用 於按摩院稍事休息 香薰按摩 SPA 1-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1 人或以上 1,600-3,500 銖 不適用 於附近商場 自由活動 草藥熱敷按摩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1 人或以上 800 銖 於按摩院稍事休息 3 分鐘 400 銖 (一圈) 降落傘 8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景點之一 1 人或以上 800 銖 (三圈) 於珊瑚島浮台 自由活動 水上電單車 15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景點之一 1 人或以上 500 銖(單人) 700 銖(雙人) 於珊瑚島上 自由活動 香蕉船 15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景點之一 4 人或以上 350 銖 於珊瑚島上 自由活動 海底漫步 15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景點之一 1 人或以上 1,500 銖 於珊瑚島上 自由活動 水上活動 珊瑚島海島遊五合一 包降落傘(約３分鐘)、水上電單車(兩人一架) (約 15 分鐘)、香蕉船(4 人一隻) (約 15 分鐘)、 島上午餐、來回快艇 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6 人或以上 1,800 銖 600 銖 (5 歲或以下) 於酒店內休息 Mimosa 人妖城 欣賞各種街頭表演、音樂噴泉及人妖表演 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6 人或以上 1,200 銖 800 銖 於酒店內休息 Mimosa 人妖城 欣賞各種街頭表演、音樂噴泉、人妖表演及 享用 Macapunto Pizza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6 人或以上 1,300 銖 900 銖 於酒店內休息 魚翅、海鮮餐 3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1 人或以上 600-1,200 銖 於餐廳稍事休息 Cartoon Network 水上樂園(乘樂園專車往返) www.cartoonnetworkamazone.com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1,500 銖 1,190 銖 於酒店內休息 Ramayama Waterpark (乘樂園專車往返/費用不包 Locker 及毛巾) http://www.ramayamawaterpark.com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0 分鐘 2 人或以上 1,300 銖 1,000 銖 (小童不高於 122cm) 於酒店內休息 

芭 堤 雅 

Frost Magical Ice of Siam(冰雕館/沙雕館) (個別團隊適用) 3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鐘 1 人或以上 400 銖 綿羊樂園內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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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停車費、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