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6:8;- >@>? ???>
CDBEAKOIJOILJKP VRXGXGXSTGLMN VHK

ZLb4?il~.jF

^6^9k3gjq,4?434@4P.\k2PtRkHP

{qq~ -x*1kEXH6LPit\ab}=PU{jqP

p^qP3UW,qPZL`MqE<4F<CG8 .;8 ,<H8D9DA@F

*+++,}~-

QdUW

R ,4?434@43gjqT4ign,N/z/^w3gjqOsqrW^6^9k

3gjqQqu_wmvrb+f:-7VX_OO*ukqrbZ.l./3

g{oPb07{x}cP{j+PJOGErqu+`mlow6qMfO

yf`}kxT\6mjwQ

R 3UW,qT:8oks0<O7dSzucP3UW,Om|5P

~mPEPP9:6}Q5YOGEoub^/15:6L}9,6

LYO<bkftYQ

R esit?a\ab}=T>`FG/b}=O=u9Vit:4E}OO

Ezuc6YeTJOGRm.NYsO3i5hio}Q

R woU{jqTqu`4Sgg/GiOOE7dSzu}6.JCEt

U{OGrp^qzup^RP6LOjwOnQ

{qq~ -x*1kEXH6L

R 6^q:gm_EY}PAcPXH3B4W`m/a+L>O9ch/

A0:._Eb?6s/b,`v=sQ

R >iE~CQ>gjffbOc@ofvLz}^\B/JLayFh:NOm

l9>mfwc/a+t0Q

.V:KT
gd K.^6^9k,4?434@43gjqOZ.l.Q

hd Atac>zu{qq~ -x*1kEXH6LQ

id jQok3UW,qONgcPW,woihQ

it\ab}=

^6^9k3gjq,4?434@4

3UW,q

N

{qq~ -x*1kEXH6L



356:8;- >@>? ???>
CDBEAKOIJOILJKP VRXGXGXSTGLMN VHL

4?i_it\ab}=_Ac>`_{qq~ -x*1akEXH6L_Atac>`_4?i`M
a{qq~ -x*1g>i}l\VOrMIztnX-rnKOGb.3mm}hnX~+.qpOBr+KuOvr=sQ

z{|u

z{|v ^6^9k3gjq,4?434@4a_]g`_.\k2_/BE<78 tAI@ xAGE8tRkH
ajqutcl+PfqW<O]\8jq~eOmgVwRDAiObokAi+4FF4K4 +4D=3gjqOvr=sQ

4?i_6B2Y]Ks-_woU{jq_Ac>`_p^q_Ac>`_ZL_`M

qE<4F<CG8 .;8 ,<H8D9DA@F

z{|w

ZL_3UW,qa_Atac>`_b^/15:6Lab9,6La_Ik?^O_

-<4? +4D4:A@,kG,F
aW,P]}6LlX9jqokW|Ovr=sQ

z{|x

*+++,}~-

ZLb4?i

ZL_<`FLrLz{|y

~g t< z< m< FM 1`Mf

\m?sck+i-eTJYcPygORDAiNe<nTV3pObxoksP6n]<;IOvr=sQ

i Mfu e
i=6q<T

6Z/TP`/t:*

j Mfu jqu/T/r e

k Mfu qu<n e

l Mfu e

h Mfu e
Mfui=s<k

=q@MP^=*Z 4?i

ZL

oprL

;Oo{<

z4E?<@8 wD4@78 ,8E<78@68 xAF8>f2h 0<58 r4@:=A= -G=;G?H<F xAF8>f

~AHAF8> v8@<J -<>A?fqH4@< qFD<G? xAF8>fqy }8DAL xAF8>fwA>78@ .G><B

@[c14?iMs-

s48E4D +4>468Mf

QR7?9fPsKy.vF}G,[>`

]T

gd x-DYTGbYWcl3gUWAO@5evbNm-~O9}+1/~5_3ki~O9^3@<YWOQ7

}`xo^nBO9@[+No^Q

hd 0.FwV`dJbjvQ

id 0.FwV`qAOT^hP+i~<P0<OF-}0.1[\bzOr@F1v8dF|s[OH0^Vf_

_LI`T]lffQ

50 W@8>Dp2=>fJ@7ZM|C1s3H@B87^D1=VF?.mHX0t`AkKQd7x\@h*

7BLn:=VF?8x?dNGHx\iqJ>v7ga@ju_T@GYe9b]R6US3A:/4117W@

8C1B8H@K47PFN,gK4j?ITl>4K9U>w5}7@GC-I[~@7;Ez:9

kd YrL0<ybxZ_.ys`Jb0G>UAGb0<Rf@9Q

ld GbhY?wFOmr@eb1GbkX8Rf0<@9Q

md .V6ma:/E;8/PZ/P.VPMf1`}3pYokObEDg@rb>U0J~umjWO5irY

{s+8]O-rG./0QmwYjWr@eLUUOBQvFx5v8/0Q

nd .VP3p}1`/]LvDO9+ijKokW|OmusWO-rG./0Q

od 9g.V_3}Y[\`V_Wm1}<?`P.e`}WlY`EjTo0<T@R\kdw.NzR7Q

gfd lHF`>9@F+1W|Osc?BG./0Q

ggd GbErToT@R{kr@e1dw.A[Y0Gm0ZO9?r>UA5ly+|8Q

ghd l@8`3i>Or5{Y0.F@e}-[xBZOGbEdw.NzA[kY{s+k@e6cmOQErT

o0<T@_IIIdI<@:A@FD4H8>d6A?`f:9w+QQ

gid 2+rL0<ybx\r[xzghreqrW~[80.F\/vayade1N,O0.1mg[hr

eqrW\[80.FO|rFzKK1E9s[Ku`O9}QvFgas[t9f.e`LI]iffSu

\Ku`OZ/wVV@[kxg@v8>U0JtE;P?;-kA-~ds9QtKu`Xkr+K

uOlH8U9Z/wVV@[t9yhPW|S5irLgrL0<ybxT@_IIIdF<6;=dAD:`Q

gjd WUZfEDt|80VO+XZ^1KlLOWw.NzF40<8IQ

gkd 9gG4pVY}O`x9H,W|Q

rLLZLL4?iz{|t

g e e

E;8/L

8s^6_s2`e6^^\_.w`erLE2_x2`e

Z}aP_,z`eFPFC_/|`e;Di_u{`E2vF

DVTrLeZL amgggpffAJo

hVTZLerL aszghpffLpL

R E;1gduGFOB9E2vFW|Q

R QFr+S=wVQ

R scJgm8s?;-OE;1g9E2vFW|Q



 

生效日期：11/04/2018                                                         PDT-I-OPT-THL-IBK-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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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DC Himmapan Avatar(360 度全方位幻想表演)(來回乘搭 Show DC 穿梭車往返)(逢星期一休息) 1 小時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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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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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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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