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曼谷、芭堤雅五天團 
全新體驗 : 精緻小型旅行團，隨時結伴同遊 

  
 

曼谷暹羅水世界樂園 SIAM AMAZING PARK     
水果批發市場 Aortorkor Market（奉送芒果糥米飯） 

芭堤雅珊瑚島、Terminal 21 購物中心  
 
 
 
 
 
 
 
 
 
 
 
 
 
 
 
 
 
 
 
 
 
 
 
 
 
 
 
 
 
 
 
 
 

泰國入境限制與要求 
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CCSA）宣佈，於 2022 年 7 月 1 日起， 

外國旅客只需出示疫苗證明（已完成接種疫苗的旅客）或 72 小時 

進行的病毒檢測陰性證明（未接種或未完成疫苗的旅客），紙本及 

電子版本均適用，即可入境泰國。 

＊以上資訊以香港及泰國當地國家政府網站及觀光局公佈為準，敬請留意。 

＊建議客人亦可瀏覽有關網站 www.tatnews.org，以獲取旅遊入境限制最新資訊。 

 

 

航班資料 
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 CX 

 

 

泰國國際航空 TG 香港航空 HX 香港快運航空 UO 大灣區航空 HB 

去程航班 

香港/曼谷 

08:00 起飛 10:00 抵達 

16:15 起飛 18:10 抵達 

07:45 起飛 09:25 抵達 

12:45 起飛 14:25 抵達 
12:35 起飛 14:35 抵達 

07:55 起飛 09:50 抵達 

16:55 起飛 18:50 抵達 

10:30 起飛 12:20 抵達 

15:00 起飛 16:50 抵達 

回程航班 

曼谷-香港 

11:00 起飛 15:00 抵港 

19:10 起飛 23:05 抵港 

13:55 起飛 18:30 抵港 

18:30 起飛 22:25 抵港 
15:35 起飛 19:20 抵港 

16:20 起飛 20:05 抵達 

19:45 起飛 23:30 抵達 

13:20 起飛 17:10 抵達 

17:50 起飛 21:40 抵達 

*航班資料只供參考，一切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以上航機均配簡便飛機餐或小吃安排，最終以航空公司提供為準，敬請留意 

 

 

團號: TBBA05SD 

✔ 設香港隨團領隊悉心打點 

✔ 提供當地司機及導遊服務 

✔ 安排旅遊車接送旅遊景點 

✔ 包回程當地 PCR 核酸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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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第一天 香港  曼谷 ~ 芭堤雅 CENTRAL FESTIVAL 中央購物廣場 ~ 芭堤雅夜市 

第二天 珊瑚島（包乘坐快艇往返）可自費暢玩各項水上活動，空中降落傘、香蕉船、水上電單車、 

滑板等 ~ 泰國天然寶石 ~ 乳膠專門店 ~ 芭堤雅商場 TERMINAL 21 

第三天 芭堤雅草藥店 ~ 曼谷暹羅水世界樂園 SIAM AMAZING PARK（包門票）~ 中央世界 

購物中心 CENTRAL WORLD ~ 曼谷最新購物商場 THE MARKET BANGKOK 
 

 

 

 

 

 

曼谷暹羅水世界樂園 SIAM AMAZING PARK （包門票） 

泰國最大遊樂園，分為水世界 WATER WORLD、ADVENTURE WORLD、FAMILY WORLD、XTREME WORLD、

SMALL WORLD 五大園區，廣大的人造海以及 30 多項新穎刺激的遊樂設施，豐富的水上活動遊樂設施， 

是全家大小歡樂戲水的夢幻天地。 
 

第四天 全日自由活動 #細心安排醫務所人員到酒店 48 小時內進行 PCR 核酸檢測 

第五天 曼谷水果批發市場 AORTORKOR MARKET（每位送一盒芒果糥米飯）~ 曼谷  香港 

 
 

重要 

事項 

旅遊證件必須於回程當日起計，最少六個月或以上有效期，均需預留一頁空白版面。方能報名參加。 

本公司衷心建議旅客須在出發前根據個人需要，選購包含新冠病毒 COVID-19 保障的個人旅遊綜合保險。 **如回程抵港航班時間橫跨至第二天，客人需額外購買多一天旅遊保險。 

備註 

1.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二歲以下之小童不佔床為標準。 

2. 『單人房附加費』以電腦為準，如單人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人報團，須預先繳交單人房 

附加費，詳情請向櫃檯職員查詢（有關費用將顯示於旅行團收據上） 

3. 團費均以報名為準，一經報名後，不能因私人理由更改或取消，一概作放棄論。 

4. 所列載之行程單張內容（膳食、酒店及航班資料）會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 

5. 行程單張之景點、膳食及酒店之先後次序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6. 所有菜式按餐廳當天供應為準 ; 用膳人數安排會因應當地規定而調整。 

7. 若因特殊情況未能提供指定酒店，本公司將安排同級或提升入住其他酒店。 

8. 如團友自行放棄行程，所涉及之餐費、景點門票費用等，將不設任何退款，敬請見諒。 

9. 酒店住宿會因應房間供應情況而作出次序調動。若因特殊情況未能提供指定酒店， 

本公司將安排同級或提升入住其他酒店。 

10. 此團隊不設茶會，請於出發前 2 個工作天致電查詢本團集合時間、地點及航班資料， 

而隨行領隊則於出發前一天下午四時後致電客人，敬請留意。 

12. 旅客參加行程中各項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指引。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 

健康狀況，以決定是否參加。 

13. 賞櫻/花時期視乎天氣變化而有所影響，若未能觀賞，將不會退款，敬請見諒。 

14. 時令水果因天氣變化、果園收成狀況或其他不可抗拒原因而導致無法採摘， 

將不會退款，敬請見諒。 

15. 樂園內部設施、遊戲及表演會因應樂園開放情況、天氣或其他因素影響有機會暫停開放。 

16. 旅客參加行程中各項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指引。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

以決定是否參加。 

17. 根據特區政府指引，即日起參加者及前往機場之旅客，必須最少接種三針新冠疫苗， 

相關的疫苗可在香港或非本地接種(除個別特別群組外)，11 歲或以下報名小童，可 

跟隨已接種三劑疫苗之成人報名隨團出發。 

18. 如參加者入境時/旅程期間出現發燒徵狀者、核酸檢測（PCR）或快速抗原測試為陽性

結果，將拒絕參加該行程活動，並不設任何退款，而額外產生之費用需由客人自理。 

服務費 

及行政費 

事項 

旅行團完團服務費只包括領隊、導遊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服務費全程合計港幣$550，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在內。 

費用並未包括香港機場保安稅、香港及當地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簽證費、代收稅項服務費及行政費港幣$100。 

旅行團未含香港隔離酒店費用，本社可代訂，請向各門市查詢。（如代訂香港隔離酒店房間爆滿，本公司將安排其他政府許可的同級隔離酒店，客人需補回房費差價，最終房間確認為準） 

本公司將徵收顧客『印花成本』為外遊總費之 0.15%。    

責任 

細則 

根據旅遊業監管局的指引，持牌旅行代理商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外遊旅行團』，處理退款時徵收退票費用及本公司之每位行政費；有關交通服務供應商會因應個別出發日期之航班、

加班機或包機，所徵收退票費用較高或不設任何退款，確實金額須以交通服務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準；詳情請瀏覽旅監局網站 (https://tia.org.hk/)。 
 

 

   (14/9 起生效) THL-NT-004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1  ~ 中泰風味 

《冬蔭公、中泰小菜》 

連續 2 晚入住芭堤雅酒店 

T Pattaya Hotel / Hotel Amber Pattaya / 

The Siamese Hotel Pattaya 

或同級酒店 
2 酒店內 島上地道餐廳 自費品嚐 

地道美食 

3 酒店內 園內自助餐 Michelin 米芝蓮 

《特色燒雞、泰式豬頸肉》 

連續 2 晚入住曼谷酒店 

The Quarter Ladprao by UHG / 

Golden Tulip Sovereign Hotel Bangkok / Bangkok 

Century Park Hotel  

或同級酒店 

4 酒店內 自費品嚐地道美食 

5 酒店內   



 

  

返抵香港檢疫安排 
香港居民需於出發前已完成疫苗接種及自行辦妥 

 

登機文件要求 

➢ PCR 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及康復人士的相關安排 

➢ 回程指定檢疫酒店預訂房間確認書（抵港日起計 3 晚） 

➢ 完成疫苗接種證明文件（必須在最少 14 天前已完成接種新冠疫苗） 

➢ 回程起飛前 48 小時內進行 PCR 核酸檢測 

 

抵達香港機場  

1. 從海外地區來港航班的人士必須【預先 48 小時內進行 PCR 核酸檢測】及【遞交衛生處網上檢疫資訊申報表】。 

2. 所有入境人士必須網上完成衞生署健康及檢疫資訊申報表【www.chp.gov.hk/hdf】 

3. 完成網上遞交後，系統會發放一個健康申報二維碼，請以二維碼的下載版本、屏幕截圖或列印本保存【健康申報二維碼】，並在辦理 

登機手續時出示供航空公司查核，方可獲安排登機。 

4. 海外地區抵港人士在抵埗後，隨即在一號客運大樓抵港層的採樣站進行登記確認資料，並即場進行核酸檢測及快速抗原檢測採樣。 

**持有綠色健康申報二維碼 並獲確認的來港人士 

     可取道「快線」通道，在完成採樣後， 直接前往辦理入境清關手續及認領行李。 

    **持粉紅色（或其他顏色）健康申報二維碼的抵港人士 

    需按現場指示前往機場中場客運廊，由政府人員進一步確認相關文件及資料，完成後方可繼續辦理入境清關手續。 

5. 在離開行李認領大堂時，政府人員會確認其快速抗原檢測結果，若為陰性便可繼續前往抵港大堂，並按閉環管理安排乘搭點對點交通前

往指定檢疫酒店等候核酸檢測結果及進行檢疫。 

6. 健康及檢疫資訊申報系統會以電子方式發出檢疫令、醫學監察通知書 及臨時「疫苗通行證」二維碼，抵港人士可於完成檢疫程序後，

透過 網站（https://www.chp.gov.hk/qoms/）按指示下載相關文件。 

 

強制檢疫要求 

➢ 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 3 晚； 

➢ 強制檢疫期間每天接受快速抗原檢測； 

➢ 抵港第 2 天在指定檢疫酒店進行 PCR 核酸檢測；及 

➢ 持續檢測陰性者可於第 3 天早上完成強制檢疫 

 

醫學監察要求 

➢ 於家居或其他自行安排處所接受醫學監察 4 晚，期間受「疫苗通行證」「黃碼」限制； 

➢ 每天接受快速抗原檢測； 

➢ 抵港第 4 天及第 6 天取得當天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後，接受核酸檢測；及 

➢ 持續檢測陰性者在第 7 天早上完成醫學監察 

 

自行監察要求 

➢ 其後 3 天自行監察； 

➢ 每天接受快速抗原檢測至抵港第 10 天；及 

➢ 抵港第 9 天取得當天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後，接受核酸檢測 

 

建議客人可瀏覽政府相關防疫政策資訊網站，了解旅遊限制最新資訊。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boardingrequirements  

 

http://www.chp.gov.hk/hdf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boardingrequir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