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k6U@_P sust ttts
xywzv++~*1~,*+2 :5<|<|<67|,.3 :}+

UA1/:e1:b+
NgDO]/

:b+Bp@:xC1b>Bd}xqj||zj ^jvmproC1

UAB}scC1/:eBVlloE+ioEM>BC

<===>:;?

:b+
3 :b+B]wq djun|C06plP0OX^6<CDO*[</2:b+O

]qjw ^jnu ij 7 _} ]w djun| `j|rwvjt bjzsS:u*G,`0fwJK

:I{\0F;ea+Vy=a2

d}xqj||zj ^jvmpro.@FvR}Jpr
3 *4Oprs[.*gZ6s.T~IDT~lo^ZvrofReZR

r10\5rs.L.11rU.Wj11_o\o1qDro10Uo1

?r11wCr11/911QU11rh1RR0|ISan[2Pe

}J}a3vR*@rX=pr0WrGT*|GNoT6Vpe0c[

L6Ql_f@fT*@r]@4@P0{wSqK2

}sc
3 }sc0vjUAI?wu^*]U-8~vEB0EQSBsD0O3

XTR*s~_c]G2}scO`b3XpMJ{+s1>hef}N*

_c2.[*0}scSBQ>~vE*0w0=t*m0L^g_WR

*m_2

QIO|l
3 UAX89S{rj|ry}n eqn cr~nzozwv|:0L`5vufSY0aJNIIbZ

O*8sHR0\3XjXd@1mq3XoC1|g68*5C0w

f{Z<bR|g,*Wq~|g*@L0M}OD0L0qtOos

.K3X3Mhg{uxI?wbA070H6[qtOoP8sX=

bq2

tP8S5
JG <aDO4XE:b+0ISdIW6x2

KG s~IDT~prof@FvRX=pr2

LG T~UATRXk*mp0uxI?wN^As2

}sc

:b+

UAX8 S{rj|ry}n



ek6U@_P sust ttts
xywzv++~*1~,*+2 :5<|<|<67|,.3 :},

<===>:;?

UAE/:e
rG0UA8/:e8zpVlloB-J9CF+ioB-J9CFXzw{| _jprljt [ln

wo drjuBM>B1:>BH-l\J9fMyk@GtC8/:eX8B-]DfHC

7892

7893 /:eFb>FBs4.MWCF:b+Fp@:xB0QeISdIW6xd0q[

K~+NPipNVRRCFb>FDOK_FK_^IAPR|M

b>Fd}xqj||zj ^jvm proB-l\J91so^~IDT~PRZOro0

\5_o\1Wj1L.RRf@FvRX=prC BXMCF3.2Z^>[i?F

UAX8S{rj|ry}n eqn cr~nzozwv|
?VGF+dG`^gey0e0C^gjUAd/:e_t0uu;q2

7894

UAFKlqBVRB-KlVSi bSddUAP-NDTed JkfDoC7895

UAFI?wBs8s42t0uxN^AsCF}scB*mpCF_jtts_npj Tjvpvj

O|d9D0rG
D\?WPc22G0gtPZz^g0uu;q2

7896

Q, Z. O. z. lV \yua

i2K\f}*VMR

u W+MJr. f}* }48C4B .4=468ua

p-gh]aJMU[{NTP/ex|q

v uaZ. pL.3s0. W+MJrYn`. 1k

w uaZ. W+MJr. t
w_

x uaZ. t t

y uaZ. t Xdo~

3v 2;58 |4?9<@< 0E<:E>F;D *@D8=t

~B4?7 y *@D8= o .=4I4t{C;4 *@D8= |4?9<@<

pSq^jb-g|10tq

X5
JG ri?E5CITWPipNVR<0G:`vIC{}y0wf*0*g2Vpmey0wYxG*TW0F;

|Ga^K]=0w:_qC^K2
KG /tEoQ[pEncy2
LG /tEoQ[Y-K5ac1*X,<1/<D22f/t,]gI|0j0E0v|QEecR09vKPSL

BGHC5@NII2
MG 0|pr@R]LG0^Wv[,coefZO2
FB dA:MDzDFMpXOG1R4|5HAC:GiS4>cF@2wVe3}kPuJ^nG,gAr09QZ

xJ>cF@H,@n[GV,gs{IM*GqlAt~jaAUfoImh_8b`5BJAEFCGdA:R4
C:HAY6G]T[1qY6tNWavM6Y;b?+7/G=E-<I

OG ?rG/<xnw@Be[UCEn/C*O<O]/<TS:=2
PG CIOT+gE:jj;RO0O]dO1TS/<:=2
QG tP1fN;*D99.1F+1tP1K_w\f7qR^g0^0CVGZO*OlCoefyR08euT

~c.1X0-Z3t++2\gRyRj;RGO@0=;_2wzv|++2
RG tP17qfw\*JGf30w*XfF^gX{0\evR0-Z3t++2
JIG oGE[-w;E*0X{0k[+=3t++2
JJG CI0j?^U?R~dj;R0Q`tAR?/Cj+@0w9j*O<z[|*{12
JKG o:5[.w<0u8~?/tE;Rf}Hr=@0CI0Q`tX|ARdT~c.d;R1cn0F0j?

^/<U?B***G*rvpwv|zj~ntGlwuCM;3v{;2
JLG 1.rG/<xnwgjAw|ViZbYmBoR5/tEB*pHiHKL1Jh0/t,\VAiZ

bYmBBR5/tE0vmE|IF00wcRIo[0wf;_2hNcR]wMjr[GH@JNI4e
gIo[0F+oQLGVdwVGv|*OlC]D91+92d-2ofc:M]Io[ZdZ|I
o0oG3_wF+oQLGV]3sWZX{48euVtrG/<xnwU?B***G|rlqsGwzpC2

JMG XK^M0?d{1/P0*cFK,FiG0B`tX|N6/<9F2
JNG wNFrnLTn0GawG|X{2

D99.0

<sX3BUhCH3XBeYCHrGBZhCD-_2

/P5a[cJNII<Gp

WP5a[cJKIIGhG

C D90bde760=wD-_2X{2

C ;EZ|N;oQ2

C \?WPD9jpOghG0EnO]Og/<

:=2

C k[Cb\<s+920D90bwD-_2

X{2

D\?k[d*X,gOCRPR{V0<C<aJ]A}IA7q0^w^g[13oTA{B03v|A}Z|-v0uu;q2

i2K\mvua
,4?D4BH |4H

GGGs<4?D4BH9B@EAs6@>t<4?D4BH 54HrB4H@?9 c
-@F@D8= /;> .48 /8C@BD o 0A4

GGGs?@F@D8=B;>A48B4H@?9s6@> c
*@;=74H +?? o 0E;D8C /4H@?9 };DH }8?DB8

:DDACzttGGGs;:9s6@>t:@=;74H;??t:@D8=CtECt8?tB4H@?9t5<<BDt:@D8=78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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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