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欣 Bamboo Thai Cooking Class烹飪體驗】 │華欣自由行套票 3 - 14
天 PI4247_LBD05
國泰航空 $2,821+
費用包括
* 香港至曼谷來回機票 (經濟客位)
* 2晚華欣酒店住宿(早餐安排需視乎酒店或房間種類而定)
* Bamboo Thai Cooking Class烹飪體驗(包食材)
出發日期：24/11/2019至28/03/2020
國泰航空
酒店

華欣

早餐

×

酒店
星级

酒店位置

5

房間類別

Superior Room (Valueadded)
JETSO:
可免費提升至Deluxe客房
(需視乎酒店供應量而定);
任意享用Wifi;客人入住期

成人(每位)
雙人房(佔半房)

$2,821+

間可安排免費班車前往華
欣中心（需要提前預訂）
(部分日期不適用)
尚有更多其他城市選擇
華欣

(尚有更多酒店可供選擇，詳情請瀏覽www.wingontravel.com)

華欣 Ace 度假酒店(Ace of Hua

Hin Resort)

華欣 Ace 度假酒店(Ace of Hua

Hin Resort)

×

5

×

5

Deluxe Pool Access (Value-added)
JETSO:
1. 任意享用Wifi 2.客人入住期間可按計劃安排
額外包班車前往華欣中心（需要提前預訂）(部分
日期不適用)
Deluxe Pool Access (Value-added)+1張床
JETSO:
1. 任意享用Wifi 2.客人入住期間可按計劃安排
額外包班車前往華欣中心（需要提前預訂）(部分
日期不適用)

華欣 Ace 度假酒店(Ace of Hua

Hin Resort)

華欣 Ace 度假酒店(Ace of Hua

Hin Resort)
華欣安納塔拉度假酒店

(Anantara Hua Hin Resort)

專享特惠

觀光遊

×

Superior Room (Value-added)
JETSO:
可額外包提升至Deluxe客房(需視乎酒店供應量
而定);任意享用Wifi;客人入住期間可安排額外
包班車前往華欣中心（需要提前預訂）(部分日期
不適用)

5

×

5

√

5

華欣

Superior Room (Value-added)+1張床
JETSO:
可額外包提升至Deluxe客房(需視乎酒店供應量
而定);任意享用Wifi;客人入住期間可安排額外
包班車前往華欣中心（需要提前預訂）(部分日期
不適用)
Premier Garden View Room (Book by 15 Nov
2019)

自費增值項目
「極速」曼谷機場行李運送（機場送往酒店）
「極速」曼谷機場行李運送（酒店送往機場）
Dine in the Dark 曼谷
曼谷炭烤海鮮吃到飽（Similan Seafood Grill Buffet）
泰國 8日4G 網絡電話數據卡
大城府悠閒一日遊（AK）<逄週二、週四、週六出發>
大城府遺址精華一日遊（AK）<逢週一、週三、週五、週日出發>
曼谷水上市場一日遊
曼谷經典一日遊 (AK)
猴子島巡航觀光 & 釣魚一日遊【成人】
猴子島巡航觀光 & 釣魚一日遊【適用於4-11歲小童】
華欣三百峰國家公園一日導覽

New Calypso (人妖秀門票) - 小童 (11歲或以下及身高低於120cm)
New Calypso (人妖秀門票) - 成人
Vana Nava水上叢林主題樂園入場門票 - 小童 (身高: 91cm以上或122cm以下)
Vana Nava水上叢林主題樂園入場門票 - 成人 (身高: 122cm或以上)
古城76府 & 三頭象神博物館門票【適用於14歲以上】
古城76府 & 三頭象神博物館門票【適用於6-14歲以上】
小小大世界KidZania Bangkok - 小童 (4-14歲)
小小大世界KidZania Bangkok - 成人 (15歲或以上)
暹羅海底世界之水族館入場門票 【3-11歲小童】

門票

戶外運動

暹羅海底世界之水族館入場門票 【成人】
曼谷3D美術館入場門票
曼谷LINE Village室內主題樂園門票【小童】
曼谷LINE Village室內主題樂園門票【成人】
曼谷Pororo水上樂園門票【小童】
曼谷Pororo水上樂園門票【成人】
曼谷夢幻世界 Dream World入場門票連自助午餐及Snow Town 【每位】
曼谷泰拳秀Muay Thai Live門票（普通席）【小童(90cm-140cm)】
曼谷泰拳秀Muay Thai Live門票（普通席）【成人】
曼谷王權Mahanakhon SkyWalk觀景台【小童】
曼谷王權Mahanakhon SkyWalk觀景台【成人】
泰國小希臘主題公園【適用於身高90CM以上】
瑞士小綿羊牧場 Swiss Sheep Farm Cha-Am【小童-11歲或以下及不高於120cm】
瑞士小綿羊牧場 Swiss Sheep Farm Cha-Am【成人】
華欣4D美術館(Art Sake)入場門票 - 小童(身高:100-130cm以內)
華欣4D美術館(Art Sake)入場門票 - 成人
華欣小威尼斯4合1套票
華欣駱駝主題公園【適用於身高100CM以上】
野生動物園 (動物園+海洋公園) 連自助午餐 - 小童 (2-11歲及身高100cm-140cm以內
(如未滿2歲但身高超過100cm亦需購買小童門票)
野生動物園 (動物園+海洋公園) 連自助午餐 - 成人
曼谷 EasyKart 室內卡丁車體驗【小童7-12歲且身高130CM以上】
曼谷 EasyKart 室內卡丁車體驗【成人12歲以上且身高超過140CM】
曼谷 GoSnoop真人遊戲體驗【4-11歲小童】
曼谷 GoSnoop真人遊戲體驗【成人】

休閒活動

【Blue Elephant Cooking School】半天泰菜烹飪班連逛菜市場(08:45am-13:00pm) - 每位
小童(5至11歲)
【Blue Elephant Cooking School】半天泰菜烹飪班連逛菜市場(08:45am-13:00pm) - 每位
成人
【Silom Thai Cooking School】半天泰菜烹飪班連逛菜市場(09:00am-12:30pm) - 每位(只
適用於7歲或以上)
【So Sofitel Bangkok-Chocolab】2小時朱古力製作班，包括Chocolate Mendiant及
Chocolate Truffle兩款 (上堂時間:2:30pm)
Red Oven餐廳@ 曼谷索菲特特色酒店 － 自助晩餐【5-11歲小童】
Red Oven餐廳@ 曼谷索菲特特色酒店 － 自助晩餐【成人】
暹羅激光槍戰體驗(3次)【10歲及以上】
曼谷 Oasis Spa 綠洲水療按摩體驗 - 泰式古法按摩（2小時）
曼谷Baiyoke Sky酒店90分鐘自助晩餐 - 小童(適用於81-120cm之兒童)(自助餐入座時
間19:00)
曼谷Baiyoke Sky酒店90分鐘自助晩餐 - 成人(自助餐入座時間19:00)
曼谷Health Land Spa 按摩體驗 - 傳統泰式按摩（2小時）
曼谷Let's Relax (夢幻系列) - 背部和肩部按摩+足底按摩+手部按摩
曼谷Let's Relax 水療按摩體驗 - 泰式按摩2小時
曼谷暹羅凱賓斯基酒店下午茶 (HANUMAN BAR)
曼谷湄南河遊船自助晚餐-Grand Pearl - 小童 (4至10歲)
曼谷湄南河遊船自助晚餐-Grand Pearl - 成人
曼谷素坤逸11 Divana Nurture Spa 芳香精油按摩 - Divana招牌芳香精油療法 (90分鐘)
華欣Let's Relax 水療按摩體驗(肩背按摩-1小時）
通羅Divana Divine Spa聖潔水療館-暹羅深度放鬆按摩（100分鐘）
野生動物基地大象看護體驗【成人】
野生動物基地大象看護體驗【適用於6-12歲小童】

交通接駁

單程Pranburi酒店至曼谷酒店接送 (12 Seats Van - Max 10 Pax)
單程Pranburi酒店至曼谷酒店接送 (Normal Van - Max 6 Pax)
單程Pranburi酒店至曼谷酒店接送 (Toyota Camry - Max 3 Pax)
單程七岩酒店至曼谷機場接送 (12 Seats Van - 最多可乘載10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七岩酒店至曼谷機場接送 (Normal Van - 最多可乘載6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七岩酒店至曼谷機場接送 (Toyota Camry - 最多可乘載3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七岩酒店至曼谷酒店接送 (12 Seats Van - 最多可乘載10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七岩酒店至曼谷酒店接送 (Normal Van - 最多可乘載6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七岩酒店至曼谷酒店接送 (Toyota Camry - 最多可乘載3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機場至七岩酒店接送 (12 Seats Van - 最多可乘載10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機場至七岩酒店接送 (Normal Van - 最多可乘載6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機場至七岩酒店接送 (Toyota Camry - 最多可乘載3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機場至曼谷酒店接送 (12 Seats Van - 最多可乘載10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機場至曼谷酒店接送 (Normal Van - 最多可乘載6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機場至曼谷酒店接送 (Toyota Camry - 最多可乘載3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機場至華欣酒店接送 (12 Seats Van - 最多可乘載10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機場至華欣酒店接送 (Normal Van - 最多可乘載6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機場至華欣酒店接送 (Toyota Camry - 最多可乘載3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酒店至曼谷機場接送 (12 Seats Van - 最多可乘載10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酒店至曼谷機場接送 (Normal Van - 最多可乘載6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曼谷酒店至曼谷機場接送 (Toyota Camry - 最多可乘載3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華欣酒店至曼谷機場接送 (12 Seats Van - 最多可乘載10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華欣酒店至曼谷機場接送 (Normal Van - 最多可乘載6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華欣酒店至曼谷機場接送 (Toyota Camry - 最多可乘載3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華欣酒店至曼谷酒店接送 (12 Seats Van - 最多可乘載10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華欣酒店至曼谷酒店接送 (Normal Van - 最多可乘載6人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華欣酒店至曼谷酒店接送 (Toyota Camry - 最多可乘載3人連各人1件行李)

產 品條款
1. 此價目表的所有價格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只作參考之用，價格可能因外幣、機票、酒店價格浮動而更
改，而酒店額外優惠（JETSO）亦會因應酒店提供而更改，確定套票價目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均以系統
報名當時為準。
2. 日本酒店：Semi Double Room之面積較雙人房為細；Semi Double房內只提供1張約 4尺闊的床，而SemiTwin 房內只提供1張單人床及1張梳化床(SOFA BED)﹔此兩種房間均一律不設加床並只限2位客人入住，
而2至11歲小童入住均須付佔半房價錢，敬請留意；另“雙人房+加床”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加床，而加床
通常為單人床或滾移式摺疊床或沙發床。
3. 台灣酒店：按酒店條款規定，小童價目只適用於身高不超過100厘米之2至11歲小童；否則必須以加床或佔
半房價錢收費；若有未經本公司申報之小童入住，酒店會拒絕讓所有同行旅客入住，所有已繳付之費用亦不
予發還，顧客須自行承擔有關責任。
4. 如2人或以上於同一機票訂位內訂位，所有旅客必須於去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機手續及所有行程、航班
必須相同。若屆時其中一位旅客未能如期出發，將會影響其同行旅客亦不能出發。
5. 根據個別國家酒店規定，如顧客未滿18歲而未有父母同行，其訂房須待酒店覆核及回覆作實，否則須取
消訂位。
6. 每房需最少一位客人持有有效香港特區(SAR)或英國海外(BNO)護照入住。
7. 入住單人房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如產品註明是最少2位成人同行，該產品必須最少2位成人同行並各佔
一單人房。
8. 每房最多可容納3位成人或2位成人+1位小童入住，Semi Double Room或特別注明除外。
9. 「自費增值項目」的可供訂購日期及價格以網上資料/報名時為準。
10. 以上行程安排一經確定，恕不退款或作任何更改。
11. 以上價目不包括任何機場稅、機場安檢費、燃油附加費及其他應付稅項；如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
加費，客人須補回或可取回差額。(此稅項另加每位全程$40手續費)

12. 以上酒店星級僅供參考。
13. 確保消費者權益，詳情請參閱機票+酒店套票報名及責任細則。
更新日期：17/11/2019 牌照號碼: 350074
參考編號：PI4247_LBD05-20191117-1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