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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HxTwBLkOst|rr\Qlnfs_nv~SDns[Bn~?KU?K :OCC {r:H

d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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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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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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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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鐘 4 人或以上 500 銖 海底漫步 25 分鐘 1 人或以上 1,600 銖 水上電單車 20 分鐘 1 人或以上 2,000 銖 羅 勇 (沙 美 島) 水 上 活 動 空中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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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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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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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 堤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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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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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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