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Do~

fghjike momn nnnm
rsqtpz+xy*x{yz, 2-3v3v3./v}y+ 2wz

B,4mtR=PD6*
Agcw0b2X4lg[[w;XTX4aKXw

n]DRt>}CsKEPOTKCNw;FGMJc*w

rE{Co_2OwlDo~t?>H

*ra6dB,vDRBCG7/

Ik[g^_ E_gmk_ QhcgmtTndbnfocm ==4Q+

67776458

B,tBCG7/Ik[g^ E_gmk_ Qhcgm5 Tndbnfocm ==

y cUB,vDRTndbnfocmtUbhga MhV@1hDUy5n[hlE-c~

>@2v[8Gjx6iFgThGm`vR<9w^lE8{GwYI

lrN+<3,ww^OQGwF8,wsN}r>wV]V>?@w

D>X{G0C`m_k ZhnO05p[hrNo_2Ovg5=htpxx

nfzLn[8GKCH*FOI.JpDUT1Ubhga Mh+2x

y 8GeR*u]Uw=-DRwnhO*HV[Uvx{4M/Y>v

iJ1*MPHfcgc \[kOc-yJUM_m0l S_e[q Ti[]\UNb;1H92x

18GM/Y>w-yO<Se5OT=mvc8GKP?cv\_{Yx2

mtR0hDG7/Ik[g^ Q[e[ssh Jhm_e Q[mm[r[

y cUmtRvDRvfzxJDca EOn]DRtU_kfcg[e :94eCsv

5M4eL{/<Dww^JX0rTIPJOvwD0gL2u[:x

lDo~0?>H

yfDI9@88zvl76`Cn>hSuoe*x*HNR.sk6+rEE

aoe*Hah3j:v1.[Ov2e},Y5x;3rE<Hn9f

oh.svk4{B,>DbwS5A,Lw>~_,hDbzow-n

rh4|rLaa?vHjnc;Q2@CMv22RVLZxv8Z^

u<-^5~?_X,

_<w7{
96 vH6dmtRvDRhDG7/8G4Qx

:6}KjOy~5M{/<6lg[[O0b2Xx

;6 N.rE?>H<D>o?}7v8Z^u<-^5~?_X,

0b2X

Ik[g^_ E_gmk_ QhcgmtTndbnfocm ==

Ik[g^_ E_gmk_ QhcgmtTndbnfocm ==



fghjike momn nnnm
rsqtpz+xy*x{yz, 2-3v3v3./v}y+ 2w{

B,4mtR
67776458

H{
96 >j38GO-<yseR1XcHc25[;:Y>v=>YrOPJpc8GIh?cx
:6 ^R{.{+5A=<S[;>?xv0vN\5-]favcOhlhPq?[TMavcIe0mA=v/x

e2KK6JyvcvE]-K6x
;6 k_*Y>JR.NKcx
<6 k_*Y>JBk4{HQwhDjvwkv.pnOk_jEJ5]vUr*l\j=*NP<v{c6<?7

10-2{.==8x
@< |qi_vE>@_9obV*rSe_Hc|qtiV0h_n{yp[Bl}]I2c@-v6VN-q;Vh

dqCZn{ypWNp6szlN-<F+_KV:3q?J1yqk~8X4.wfzxcrZ;?==V|qi
e_ti|qpdVujsY:pd?amyA_dpkzoMeTVqkeZ~+UqVmxQlX

>6 B0/gL,FKPMavRn0KPUB,LmtRM_v\_{Yx
?6 ,Z0kv_N^-1UKE2.Nk+i:x4Lkv9?v{x
@6 +5<AjT*wTUu>;l4LL9m9?kvv{x
A6 _<oN9uh1xsiw/gw_<w8GdGOtX?KPvIn0B0C;i:U+[RNZ?vqM_A

gPkmHvgCq_gixHT?Z?Uu>1:~vyyIp^g\jgix
986 _<wtXOdGh51SsvchDO/KP?cvHR`?vgCq_gix
996 *JBk/Y>40C{4F*]-yvH_<qJ}RHXv+5C^8qu2KY>40C{4-yhdC7/x
9:6 c;_<JoO:EJJ*15Hq`sjJwTSJw=SOkv_N^:nOy?2nE|Kkv:+:FL=

J_<]:rx
9;6 W,*Jpcu*hl?cvVBjwq_gix
9<6 +5nU|K:+:gLUu>l=J_.<,k+Ti-vcuUi:xgGfhcmx
9=6 WvtJlW|v_qg,k_*u>Of2^y-v+5n=J_<].<LAgPkLu>oKUv/nU|

Kkv:+1ppp6pcgahgmk[o_e6]hf2:un]dyx
9>6 mkZ0kv_N^JU.^]BQCKBU+[<tk_*/h\4V479l3Qvk_jHB.QC

KBU+/<tk_*v`U*]7/lncP<7[JvcOyIpP9P<Fc:TSJ0-.9=8zR
J7[Jv/gY>40CL^B0\ji:U+F1xwjxnLkn[NPt:F7[JBLCe7
[vW,qCc/gY>40CFn_C=?czqM_;TZ0kv_N^:+1ppp6mc]bd6hka2x

9?6 ?3D:n{Qcmk<vhE/6j/S1v+J_<]3okvs3x
9@6 c;+]W4AZv2Kc,e?cx

1xsi0

y[Er1EY27rE1UI27Z01JY21kIp

m<{I:L9>88x5W

C<{IDL9:881R0

y 1xlPLRxwvyc1kIp?cx

y y*Ce;{Y>x

y HxC<1xU\>PR0v.N4L>Pkv

v{x

y VB+PHy[jxnv1xlPc1kIp

?cx

Z00B,1mtR1KY;FGMJc*1k6sH>21U54e7E_gmk[e H_lmco[e Q[mm[r[
1kH.O62def_

mtR1Agc31[uk6Ct1=U4vLyjnfKP*N]J/gc;<S[;
>?21H:21yL~1H>21rE{Co_2O-1k2?l210\HrG1H>21n]DR0
U_kfcg[e :94eCs
3HxAgcVsMVz0xJvIKPxJQ[mm[r[ Q[kd[;TXv\_{Yx
-o_2OrP/9:`c;5dv?ZNyC01=To_2OY>vqLTRo_2OvyC0IpY>@^e5v\_{Yx

def`

B,16U]+>?1k6UFCZ QCTTB,8k9.DUT5SS.[2defb

B,1Y\>6Pnme_m E_gmk[e Wcee[a_31{O@VIO.vf*UAV9U5i:*Q20Z0
3f*U[q:L9>B88LF11x*QvqHxPnme_mz0H+O.vyKPxJN_a[ D[gag[4eLsf*x

defc

K*S5/3P~QWDHI|U=}mzB7290[].{Z<mEN+F~Run?[mMXALo

h xrm}zt|s,qkvpo{ilxrnyu+i*-w~j

PP Q~ L~ Q~ ~v dG8G

9 1n;L]U C Pg_8GH>vu6]l~

: 8GH
8GHDrV>~

7
mtR

1h]u63wrN?lwPbc6i2

; 8GH 5qXHt`A~ME 7

1G-w`b`lwrN@BwG\cU2 B,

< 8GH 7 7

= 8GH 7 KRZ0

[>*a,`/=bjtfn\hDG7/

Ik[g^ Q[e[ssh Jhm_e Q[mm[r[

ppp6bhm_eak[g^i[e[ssh6]hf

mtR1;XTX1aKX1k6s21KP5M{/lg[[3{0b1[_2wHZEw
@W1[A2w+[wa,[w>mBYw\,[wW}wBYwa9??1rlm@G
*DR1H>21lDo~t?>H1kWK6s21B,1n]DR0>}CsKEPOTKCN
3[[{6^GbBiOYN[RNZxv\_{Yx

defa

[>*{La,`/W5tfn\BCG7/

Ik[g^_ E_gmk_ Qhcgm 5 Tndbnfocm ==

bmmiB77ppp6ak[g^_]_gmk_ihcgmlndbnfocm==6]h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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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