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78695??=?>=@>?E LGM;M;MHI;@FB L<?

G@WyoI`qJ0s
G]hEG@R:f:1~;18<- x0- v1=-9.965;E

rDEDT0gxwUE,nDOED2OE

k96:; q~/1+~3 n+- 6. w1~4E^i>4Qaj

M^fYyG@:fs3;h?4

l9~5,- h-5;9- t615;Bw<20<4=1; ``WUN

QRRRQOPS

G@S3;h?4l9~5,- h-5;9- t615;Jw<20<4=1; ``
G xbG@:fsw<20<4=1;Bx065/ p6cEDp=Wo7>g=sDt_2

`DhUL~sqV~1WEM]\PbYE<WZ1WSf.;-9 }6<p*

XkRtxd4m:?D-XDf3|F73k:Z3`=WB4MCg

S:BX|gxwTx065/ p61UF

G =Wch49kkEBAfsEtmp4iFzkD7vGn4fCD~

AEC[Gi4151 *~9p~kt<bp-;S: v-3~? w7~BAwdXBT?\UF

T=Wn4fCpUJc=Fa--D~=WbTFYDSL,PFU

yoIS^\h?4l9~5, t~3~AA6 m6;-3 t~;;~@~
G xbyoI:fsDk:.Xg1/ h{RrqZ1mU\m~sQ^H7

KP@k6D<U5-QykpwF

k96:; q~/1+~3 n+- 6. w1~4
G =i]Y`;xvD{\P^_;vmDb}DCjat<fpQfjF<fE~

|h.,F+8HpQfE/~xJuVBEvdEM2E<W\B9Fz

>Dss`BFTQfEcb8y\[6~]D0_q9dUIpb=.EiEC

QbL1UiU

xJ\mQ^
G X>bTf s5-=Wi|r|sr,UiE\mxiE=Wifx\PiE

vdnXpw1364 z133~/-01xJ[~F

l9~5,- h-5;9- t615;Bw<20<4=1; ``

t6~tI
\Y ,/YyyoI:fsNT^\h?4=WWUF

]Y ~sbTbG]hsD9|[yoI=WiECfx\PiF

^Y wlk96:; q~/1+~3 n+- 6. w1~4jO<fpQfg:F

l9~5,- h-5;9- t615;Bw<20<4=1; ``

l9~5,- h-5;9- t615;Bw<20<4=1; ``

l9~5, t~3~AA6 m6;-3 t~;;~@~



+,-/.0* 2423 3332
78695??=?>=@>?E LGM;M;MHI;@FB L<@

yoITPP^i>4QajT0Yn?bUTx1c0M?fsT?bUTG@R:f:1~;18<- x0-
v1=-9.965;LMNI

G@WyoI
QRRRQOPS

?I
\Y 7]8VWZ~^X*pe3Nu{}DSL,PF
]Y ahK=Wp6A9~chT{1k1U.J^+fCD{.ImpfA/~=Wj}FYF
^Y ^svFI5XF-UJz^ED.DnaEaXABroD~p^qtqwQzZRoD~@zn-F-DCc

[UlbNa/D~,6rAbNF
_Y ptsfCA775YPF
`Y ptsfCAd0<I9HE^\WlEplB5ZpptvK1XcDb1sqa*VsofND;xN6XO

T*vUIQ`[[T][\dc\x\w:.4D/FQ``[UF
\W C80{=aY[{U6~rF9o,{d*C8;0rL/{5B@7w^3DyeN*\I=RrjI8Wr/

+8_v5B@7sj7R:A3jIXbG{grVO8[fM@82ETtPJ>-A?*9vVZ[XrC80
,{;0C87+r<1:uV7+[}4@]{+72A6i,pr82,vEGq8r4?m3t

bY ZnGeZu7bTRoDh35bTbG@ZyoIDtDSL,PF
cY O_*plV5UPTxnhU75p5.4.rCpl*X,eF
dY 5X_F/js<KbpWTqrCZLi*Xpl,eF
\[Y t6{\Rkt6*inEGeEt6E=WyLp`^9bTDN35ZneT.4wzph\?DDgRLF

TfXi?Dle6teuF`j9?DbpW94BD/>j5U|a*euF
\\Y t6E`^pyLtM9i2D~^\S8bTFYD`hMDDle6teuF
\]Y sAd0KfCGnHvGgsBktD`t6lO=h?eD5XeUP69pPfCGnHvGktti*<~F
\^Y ~^t6<upMK1ACTH`]n~/AEt9AE7JpplV5USze>9U3]Abpl+1ALZV

ktycAhF
\_Y GusA/~ps^qFYDcS/s6teuF
\`Y 5X3bAb+1ATZbpWqVkt2NOp5KuPD~+b.4.|_S^YiF
\aY G,zAx=-DLgTOptspWpdJ^/PD5X3Vktyc2NZFTfXZpW{R[DC3bA

bpl+1T>>>Y>15/65;9~=-3Y+64U]kjTp>F
\bY rX_*plV5U1bQUcZWePdXDpNzptsRt\WlWZ\b;rDptv`ZQWe

PdXDRNzptsD`Xsc<~q3~fN<[AD~p>j5VRfNg~]t9A*vQ\`[Hh
1<[ADGefCGnHZUZna*.4wzg6*E/*ZZ0Zp>fj?g<[AHZec<
[DGu}*~GefCGnHgj_[{FYHgRLx:_*plV5U+1T>>>Y;1+02Y69/UF

\cY FF5]3vgYip6D^-GNh~J9DDktycqepli8F
\d ~^t{NGFoDUl~uqFYF

6*inL

d`JxTh|UZxJTxlUZ_*Tm|U6wj5

26IP]m\`[[.:]

[6IPfm\][[9_*

G 6*qGSh76D/~6wj5FYF

G >sec@,fCF

G `n[66*b\aq_*D75rCaqpl

,eF

G cSzG`d`/*ZD6*qG~6wj5

FYF

_*LG@TyoIT,nDOTD2OT0YnUTk96:; q~/1+~3 n+- 6. w1~4TQfjE
<fjE0dBYnpQbL1UiUTEXrqth-5;9~3 k-:;1=~3 t~;;~@~T0MBS;U

LMNG

yoITG]hVT`4aI[BEOwL}Z>v3,bTsorAwsh^UJz^
EDUT?^UT+33T?bUTxJ@T4m:?PT0UbqUTyoIR:TSCb\\x^[wZ
g..4UTjT\BSx-9415~3 ]\rqHnTSCb\]x\wZg9.4U
V`nG]h\y=<?5.XDNbT.Xt~;;~@~ t~92z^DODSL,PF
P4m:?7]8\]W~^X*Dbgo/e5EOj4m:?fCD6SaV4m:?D/e5NffC}C+XDSL,PF

LMNH

G@TNwrDEDT0Nwif} tfwwG@@wRBgxw .YiB[ULMNJ

G@T3q/}q,BfsT?bUL_*LMNK

gFoQKOlEms`deCqYD4A^SNULwyJBvX4ajGbEn<5[w4it]h6

{ 60+;82:1?/~4.-9|*60,73>|=@5<}

q@ gi mi Ui 3: yL=W

\ 6Z^ZrX f s5-=Wi|r|sr,i

yoI

] =Wi =Wifx\Pi Z

^ =Wi vdnX Z

_ =Wi Z Z
G@

` =Wi
w1364 z133~/-01xJ[~EO[NgqE

b__*
xdw[E\mb^

wZFBh}H|KsQ;-5x3;h?4

l9~5,- h-5;9- t615; X w<20<4=1; ``

0;;7eZZ>>>Y/9~5,-+-5;9-7615;:<20<4=1;``Y+64Z

wZF}H|KY~1;-5x^\h?4

l9~5, t~3~AA6 m6;-3 t~;;~@~

>>>Y06;-3/9~5,7~3~AA6Y+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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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