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6:8;- >@>? ???>
CDBEAKKIKLILJKQ YT[G[G[UVGMKR YHK

MFd.+Xm{i}0

_W>wR`dTA`MS_-{0J/6B=:>2< jiM

kuIEZlwMuPJ{`dZQ0505d+o05M

}mAvGMMQmrMMFZIrC:2D:AE6 /96 -:F6B7B?>D

bcccd`ae

_W>wR`dTA`
O `s]/<ww~;eLA@2Q7t]@c>wz_9_WJ{FL

@@kTA`t]TADB05LR_:VN

:XOJ
O Ybku2[IEZlwQ9]:2rZlwLws4Qku-{>lLA

@t]_1Sa?FL@=iqGTpLvQ1OehkN

O =uPJ{`dZQ0505d+o05mN`*N

O h=s<bQmrLMVWW?+ML8\}RN

O k^ikxN^AvGMLQ[GEOFLDHMVT}wAN

}Qe*Zf

O aLk^@`sMQe*p}vz.:<?= 0:<<2863A}Tj8N

-~-{T0
O MFZIRrC:2D:AE6 /96 -:F6B7B?>DSLZuEj2]KRLYimhhUo

^~-~|gLi}Q~m<?M^f}Qp.Mn^m-~k.L4

zmgMnan^t:P|pn^~?<L>l6SLA@|*-dh

8Y}QzCM{`t]9>uZ3L@@G|h|*-d_-~e*

ZfN

uPJ{`

*A-0Q

if ;>`..+XIp}znerK7@`_R`N

jf 4}uPJ{`dZQ0505d+o05MkuIEZlwN

kf :}k^kQmr}RF1d.+X@`sMQe*p}vN

kuIEZlw

_W>wR`

MFZIrC:2D:AE6 /96 -:F6B7B?>D



356:8;- >@>? ???>
CDBEAKKIKLILJKQ YT[G[G[UVGMKR YHL

g8VMF\.+X\kuIEZlwa=`*baJnb\zfeP[/6B=:>2< ji-{N*] _̂X

] _̂Y .+X\Qmrcah=sQdJMV+W,dL+@7k^0y|M4}rd

_[.dOJbaJib\/CAaJnb\}QN^AvGMa=]kxbaJmb\|ROJafT

he~Hec@|R<bpGuqtBz.+XZI8M-{R_b
ci,Qmrd~JKM8<bLUk^<bOO7wLeZ0bN

.+X\_W>wR`a=`*b\TA`a=`*b\JXT5`aJnb\u@WEp}aJnb

\MFZIrC:2D:AE6 /96 -:F6B7B?>D

] _̂Z

MF\uPJ{`ca=mN`*bdZQ+s0505cd+o05c\S_-{0

J/6B=:>2< ji
cJ{`9@z_05[S4R`k^PjLiq@?LuoC*r*LeZ0bN

] _̂[

bcccd`ae

MFd.+X

JQ
if g}1TQB_L?_[.dOJ<L{pSj_GP|xL4znx~{|Y.b\xL4K/{5L?LIqk

]vkYj=L4;C|GkYN
jf w*0pIMGDFc^N
kf w*0pIMn=IQEVMnee~Mw~HBizw*+U?_nLk90xj3`0yoULA-YAbZ

a83bQ_mhhajhiqli,i+=:@L=P_mmhbN
lh 4kcroJjmrA~tnXw\M^skmcn9x\h3qjYH|5[N;uFu.?nR7kCVbv+

Iqh3qjoRj?,r|R7DKtrPnB<kEO:1k{6@p=8/a20^lqgkmin4kcw\m
csk*_n-z,XB*_Es}1Gr_*d2iQ`UnfpTep

mf AvGMDgEiji4d_hLkqy=o8MVsAvGMpILC\jbAvGML=o8UxpI6Q6_L
eZ0bN

nf c{Urd2Dk^\xLq@8k^kMFd.+XR*LeZ0bN
ofVg8w~hFgWa/ztbDFwB:@<-Ow~;b;sN
pf B_eL;s0K\k,a^x-OdSy;bw~;sN
qf *A0f\}~9.{vMUrM*AM@`.SzofDk^LU@8c{o^:@+5zqfNJLy\ZLc

ogyJLuoC*r*NisDNJk,aF@PL=LtBg1j3r*N
ihf*AMofz.S~XFr<L4ne]Ek^PjLiq[JLuoC*r*N
iif0Mn=wpIO{N1Oq0Py0Li*A}WBqJnLB_og[CF~YpIO{N1Oy0~s9>7N
ijf4d*AFzzTU?MQaPilw7;MM~HMMB[zw~hFg]/nLDb@fOkw~=4LVd`u

*2nLzN
ikfU20M74,0nxPjLl];.C*r*N
ilfB_@kOk=4Lcdk,ax`u*5UVwB\*WL4:k:@<1hanjyN
imfU;*M-L1LZycVw*0,azpVg=WLB_@`u*2n5UdLcogd,a0[cLI@kOk

w~=4aGGGfG:>8?>DB2F6<f4?=bc}zfzLN
infygg8w~hFg?kXgnc`oYncRzU*w*0Y~e^u^abtH|Lw*+icX`oY

ncRYU*w*0Lkc0n>7x@4oU>dML4zLtB_\oUq4c~HM83_imhPq?>
dMLUrpIO{Ndgc{j3:@+5q9.M;.id=izKo|Cq>dMRdon>dLU2
394UrpIO{Nqzhd4PjPy\Z1Jg8w~hFg=4aGGGfD:49;f?B8bN

iofPNBc@1pjywALn;UYs7[FLRu*2n,ww~{<N
ipf4d1/_OLyL]v42{PjN

MF\6{;6{;Hp}Vg8] _̂\

Zi,l]dnepLF5D_9mcLM8<bH_vRMQofLUgk^pM}dWv74LeZ0bN
^i`.@`M81OL=k^kT6@`MQN

{N pv wv `v AI .S@`

j @`s @`se*p}v g

k @`s R`s+mvc
.:<?= 0:<<286}Tj8M

Xj\t{M}m,je*kf

l @`s R`svR g

m @`s

i g @`se*pv^

.+X

MF

kig8

;>`..+XIp}

t26C2B ,2<246@`

vx2:4`MpGuqtBz-{N*b

;>`.nerK7/96 xB2>5 w?EBG:>8C y?D6<

au6<EH6 -??=geUbnlkh6=b

aGGGf8B2>57?EBG:>8Cf4?=b

9.{vV

rhQ}at1bg}Qa/xbgg8ay1b9,tB

?AQYcwimhh<=e

dAQYpwijhhFi8

O 9.xU\q@?L=49,tBPjN

O L0onE0pIN

O i,dA9.ken{i8LDF-On{w~;sN

O l]5Uirh;.iL9.xU49,tBP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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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