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k6U@_P sust ttts
xywzv,1~*.~,*+0 94;|;|;56|*-* 9}+

Q@1,6a19_|
MgAK]+

9_|Ap<9pB1[;Ac}xqj||zj ]jvmppjB1

Q@AE<t1vs]B1,6aA4q,VvI]+B

34445126

Q@D,6a

9_|
3 9_|A\wq cjun|B02phL0LT^67@AK|Z5}29_|L

\qjw ]jnu hj 7 ^} \w cjun| _j|rwvjt ajzsP7m|G}`0dwIG

7FwW0E:d]ySu9Z2

c}xqj||zj ]jvmppj.=?qK{Epp
3 {/LppnZ+|gV6p,QvICPvfj^YspjfNdYN

p*0[5ps.Gz*1pT.Wi*1\o\j1q<pj1+Rj1

>p*1sCp*1,2*1NU*1ka*OO0|IS]jX2Id

{E{]/qK|@pW8pp0RoCS|zGKlQ6Vne0_[

E1Nl[d?dS|@p]@1;M0srSoG2

vs]
3 vs]0thQ@E<ts[|VU~8|sD?0BQS?s@0L/

TQQ|sz^]]G2vs]L]`/TlLI{~s1>dbbvK|

^]2|Vz,vs_S?N9|sD|,t0=qxk0IZf^TQ

xk^2

MHHyf
3 Q@U88R{rj|ry}n dqn br~nzozwv|90L`5sucOU0^IMHH^Z

N|4qAR0[/TjX]=1hm/Tm>1xd/4|.>0w

fwY<aQxd}*Sozxd|=H0JxJD0H0orHkp

,K/T/IbgtrqE<t_=050E2ZorHkO4qW8

_n2

rM4L5
IF 9_AK0WE9_|0HP`IR2p2

JF pvICPvppjf=?qKW8pp2

KF PvQ@QQWexkk0rqE<t=_=q2

c}xqj||zj ]jvmppj

9_|

Q@U8 R{rj|ry}n



ek6U@_P sust ttts
xywzv,1~*.~,*+0 94;|;|;56|*-* 9},

34445126

Q@D,6a
oC|Q@F,6aF4qvI,V]+A-YSW1+*A8+DcaR^IH`g9

fvqIU.IBF,6aU8A-YCbDB

./0~

./0* ,6aF[;FAp2~BF9_|Fp<9pA0MaHP`IR2pb0oXF{|

NOepNSN5[i*.1o2p12^K7OBFAp2~BF[;FAKG\F

G\^HAONxJ

[;Fc}xqj||zj ]jvm ppjA-jYJ51pj^vICPvONZNpj0

[5\o\1Wi1GzOO f=?qKW8ppBAULBF/.-U[=[iF

Q@U8R{rj|ry}n dqn br~nzozwv|

./0+

Q@FKloBSNA-KlURh aRccQ@M*MCSdc FheCkB iXYsz7Gz
M9_[5crju cy}jzn1^S\ Tnv|zn1Vuxwzr}uoBHyB

./0,

Q@FE<tAp4q10pBFvs]AxkkBF^jtts^npj SjvpvjHy^5C|oC
C[:VMc+/C0frMZx]c0pn7l2

./0-

<d Bh ;h ^h P> D]ZH

b ?cWh o}~{ jw/z{,ai/501w* s{0-/1aq6- rw11w5wa

]WRfj7fegC^ L`b iw{0w/ rw*wy{ao{/y2/{ rw11w5waiw+{*-1 k-1{* rw11w5w

c ZHBh U9hnXih ?c:7WASGh kO

d ZHBh ?c:7Wh a
\F

e ZHBh a a

f ZHBh a @KTa

Ml8DQ[ZH

nw,w/5 hw5

444`~w,1w/5|/-2.`y-+a~w,1w/5 xw5_/w5-,| J

p-3-1{* s}+ rw{ s{0-/1 \ t.w

444`,-3-1{*/}+.w{/w5-,|`y-+

_mc^8D]=VENIhutY^

v{** k-1{*amw0+},{ j/w,z{a

g0}w k-1{*ak-*}zw5 l,, t}*-+

U5
IF ni;E5@IPROepNSN90@3\sIBszv0wfz,|g.Spjav0wVv@}PR0E4

wGa]K\:0w7YoB]K2
JF +r@mMXhBfar2
KF +r@mMXY-H5[_1zWz71+7C2+f+r~Z`Ix0h.@,szP@ebO08tKMRL

ACCB5?MHH2
LF ,|pp=N]J@0ZTvX|amddZN2
=9 \@8DDs;:DiPF>-I1v3H@B8>aJ1=[F?.pN]0wcGnJVg>{_@k+7HR

qA=[F??{?gSGN{_ltIDy>jd@mxbY@M^h@e`W6ZX3AA8<=:>\@8I1
B8H@Q4>ULS-jQ4mEOYoD4Q9Z>z5*>;E}:@

NF 1uEb4eCIJtwNIy0Vne:Z?HPf1uEbmM03agg1uEb0:Z?Z2mMUtz
I0pn7l2

OF >oC+7sfr?AdZTBBf+@*L9HZ+7PR762
PF @IOP+f@:fh7QN,HZbL-PR+7762
QF rM.dM6|@54*1F|1rM1G\uXf0nO]c0Z0?U@ZN*Ll?mddqN03anP

wb|-U0~Z3r|}2[fOqNh7QDL@0:;_2rxsz|}2
IHF rM10nfuX|JDe10wzWbC]cUv0[doN0~Z3r|}2
IIF iB@X+w7@z,Uv0iX+93r|}2
IJF @I0h?]Q;Owbh7Q,P`r=O>+@f}?0w6h*L9xZuzv-2
IKF i71X+o80n3w>+r@7QfyHn:?0@I0P`rQx=ObPwb|b7Q.`k0E0h?

]+7Q;A***F*rvpwv|zj~ntFlwuBM6/qx;2
ILF -|oC+7sfr`h@rxUfZ^YiBmO1+r@A|lHhHKL,Gh0+r~[U@fZ

^YiBAO1+r@0ri@xEB,0wbOEkX0wf;_2eMbO]wMjjXCC?IMH4d
`EkX0F|mMJ@RbrU@sz*Ll?]@51+5+b-+m`b5I]EkXWbZxE
k0iB0XwF|mMJ@R]/oVSUv43anOloC+7sfrQ;A***F|rlqsFwzpB2

IMF Uk6@I{,O^+74B0dd/Tj+r@]ArZxPb04UB`rQx{,UYa@EY\FKc]
@IG1+74B0fN,TL+rvf+@f}xPl2

INF wNAriJPl0GawByUv2

@54*|

5pT/ATgBG/TAdXBGoCAYgB@*_2

/M5^[cIKKH9Cm

VM5^[cIJHHDfC

C @5,^ad540:w@*_2Uv2

C ;@ZxJ7mM2

C [:VM@5hlNgfC0BfHZNg+7

762

C iX?^[5p+5+0@5,^w@*_2

Uv2



 

生效日期：14/03/2017                                                         PDT-I-OPT-THL-IBK-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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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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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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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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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