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9rK4>

NPQUSVH Y[YZ ZZZY
^_]`\fidehdgefl snububuopbhif scf

~p3\]5<MAUe

4;]]qDdc UW_U6q\qxo<tq:D|/6K]q

B9rK4>3C*>q50iSlnS[fb_cWa 98q

iNv/q-JMq50Vr0q6ICONRIAM9n*\

-.../+,0

4;]]
s .u~p?vVXE9pZ9<S5EMrQJp_]?:B<H^j

L@.>my]]peR6?XCrjhP+=/Fk@3,O@Ip

E].l1Wp5sjB+tfvBV6lr01]009|ZMYN

5pC=c@1

Ddc UW_U6q\
s -bI@MmV9_U6q\p]M3}39p]M}SEs;R_VZ

ArTp{8@X/.WicQCpy>=L~p>uV.Dwx9QrN

M76Y98M[K90R1R@+YphP+Xb9_VBAN_qE

~Tq,.HT{q-J:LK9aBAA{;p|Wg1h6r

B9rK4>3C*>
s >D.WpOOVm9psh`.uL@hArKL3mB9{Snp

jhCC*>L@C*vt^jp4Bm8r

n4*{
s 5@:De1|/6K]ug.ldP6K]p]D^z:D_XhKps

hL@3X/5pnpjo=Oq*@pT3[19@Ir

s BgQj:-JMpw,4+s]:pl8U4r

s ?:8<Uw4iNv/p?7yv*xp.4w,1OTrr

~4;]]*5@

Sr_lu

85 dB<Hi^,4;]],LDdc UW_9_U6q\r

95 i|1W\]5q@OLK9Bzir83}<r

:5 j:\]5WD92nS[fb_cWa 98iS*\r

Ddc UW_U6q\

~pVr0q



NPQUSVH Y[YZ ZZZY
^_]`\fidehdgefl snububuopbhif scg

Aiv~p-\]5-:D|/6K]0d1\10}=1-WD92,S[fb_cWa 98iS*\}~*x

}~*y \]5--JM20BgQ|8nw,R+^<uYh^?:eKP+iUM6

38U6*{10}81-a,o0}=1-Z-w4iNv/0d.<U10}<1-t:/c80}=1

0{=S8RoaqCz1-P{*{0:/FH^wH5hP{j:@oIOFjL\]

50qlwiS4B1
2=a-JM>[,7vjj:p0?:j:++k]pC=c@r

\]5-B9rK4>0d1\1-C*>0d1\1-St3o@O0}=1-~p-50V

rq\0q0EQgQ:S:8R16WD92,9n*\ICONRIAM0{;S8RoaqCz1

}~*z

~p-XE9-5@ ,4;]] , 0dB<H5 9 7G1pL@.my]] 1-

9_Ddc UW_U6q\-xo<t0P+mb9__R;m1
}~*{

-.../+,0

~p3\]5

}u
85 FOc|up0}s38U6*{jpcV0D0q>TPp[LKUVMY/U<8Pp[~Yc_}spsWI

.H?->kp[ixPq?-r
95 TSeGz+2r0;Ar
:5 TSeGz+>dxuz3qK9H^qT^rjLLTSY1}0IpCceUD]4eKC+pkV-r6.

0ih1u.<<7r
:5 Y=5@Ap7;@fNB<*E.s0E=?5<^F.:XC<+nJZ-t`ClGSd<x\=h}4DP

o?:XC<=x<dQDJx\iqF@v<ga=ju_V=I[e>b]T3WU0>?28;63:M7L|O
1<kp29664<Y=5E.?5E=O1<RHQ*gO1jAKVm@1O6W;w2{<8Bz7>

<5 iNv/l?t89G[60\p<HKk?jw,GiNv/Gzpk8B?iNv/pk?j0VGzs?]0p
C=c@r

=5 7c}P<gy?:8PpEhj?:C~p<\]5/SpC=c@r
>5zAiT^F0E{0SIC1r0Tpaqji,T^o6iYr
?5 p07}bGes9C^52Ui,<~Vo6T^iYr
@5 Sr^>0\Vk`ZRq}PqSrqr8W.LU@u?:p0hj7c?2aqRgNE>;{pW8=}F

CJV}pP?kSPXr=Gu;{C^5uqypkuFjE[D]PXr
875SrqU@LW.V,uFfp[K99t?:+Hp=E>{pP?kSPXr
885e+>dIGzzc*czAe>`bp=SrZ3lE}Epp0?E/kne5Gzzc*cz`bVNwphr
895[6Sr|WL*1}+z0{=QOeb+qP4+qs8LT^F0E1]Buu1h:x?T^qf|2<4G

SnI|Yr
8:57ge+a[^eKU+HpD3b`kSPXr
8;5p0hCx?qf|F<C^5U4GSh+zTp9X{p[hCaqj[<CKHVr
8<57i\+[9dp=WFzTSe^5LN~Fk{pp0h4GSnIh+<}FCJ<^5^7=pshCx?

T^qf0kkk5k_c]dchfWj[a5Ydb15\WDRur
8=5VJAiT^F0E}C|EI7;?5>@{N+\TSe}VD/I/24RwNpTSY=7|;?5

>@{}+\TSepJ@eIphUh[C+pC+p[LuFj:0C+A[5P4+ih.8<7tE}p
C+p}PGzzc*<E7cD]aqRgAk`qb`L<dLN-C[uApC+.<?LpCp7g
aw[}PGzzc*AWG8q+HtW8=m6AiT^F0Eqf0kkk5h_Y^`5df]1r

8>5+yw5hcDHVTrpKz}-Qh8up{GSnIhUT^Znr
8?5[6fW=z}Mp.H[gS+Hr

~pvAi}~*|

M0 D\ I\ <\ oq W.r8

9 r8D r8D9_@Z\ 6

: r8D 4>DTAR@ 6

; r8D
z5Mb_R_kg R_adb T_aaW][Z0Ovq

0kV.L3;m.K1 4O?ZOqZAUO9_<@

< r8D 6

8 6 r8D9_@\-

\]5

~p

?AAi

i|1W\]5q@O

CW[gWf PWaWY[r8

HJ`h^8q@oIOFjLiS*\1

i|1WK9BziS^[ GfWcZ Fdifk_c]g Hdh[a

0D[ail[ Qddb6=2<S;:7`o1

0kkk5]fWcZ\difk_c]g5Ydb1

k`ZRv

XB-Z0CV16Z-0SG16Ai0HV1kZFj

gru55I8=77jo?

8ru5@I8977uAi

s k`U28Ejipk[kZFj+Hr

s ue?LwcGzr

s =a8rk`CD=MAipr0i,=MT^iYr

s D3g2=XBb`Lpk`U2[kZFj+Hr

+=aD3<K9N.xgu3mG7pvjj:w5\@wzU@p0E?:@qZ>-\^fpC=c@r 8Q*\@?LZ>GzpC=c@r
-=1Wr8vjczpk?:C*]r8wzr



 

生效日期：22/03/2019                                                         PDT-I-OPT-THL-IBK-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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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e Klong 火車鐵路市場+百年歷史 Don Wai 水上市場 Mae Klong 火車鐵路市場:一睹攤販們在短時間收拾攤檔奇觀及體驗與火車擦身而過的驚險情景。 Don Wai 水上市場:由 19 世紀保留至今，可體驗老曼谷風貌。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50 分鐘 4 人或以上 1000 銖 800 銖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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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Village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800 銖 700 銖 (90cm-140cm) 於附近商場 自由活動 King Power Mahanakhon Sky Walk (Rooftop Observatory 78 樓)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750 銖 250 銖 (3-12 歲) 於免稅店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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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迷宮及全泰國最大哈佬喂鬼屋之旅) 1小時15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4 人或以上 600 銖 400 銖 於附近商場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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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