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七岩、華欣五天團 

曼谷．綿羊樂園 SWISS SHEEP FARM       團號: TBBH05SD 
七岩．威尼斯娛樂場、夢幻小村 PANSOOK FARM 
 
 
 
 
 
 
 
 
 
 
 
 
 
 
 
 
 
 
 
 
 
 
 
 
 
 
*航班資料* 
航班資料 去程航班 回程航班 

國泰航空 

CX 

CX705 香港-曼谷 0800 起飛 1000 抵達 

CX701 香港-曼谷 1615 起飛 1810 抵達 

CX750 曼谷-香港 1100 起飛 1500 抵港 

泰國國際 

航空 TG 

TG601 香港-曼谷 1245 起飛 1425 抵達 

TG639 香港-曼谷 1905 起飛 2045 抵達 

TG600 曼谷-香港 0800 起飛 1145 抵港 

TG638 曼谷-香港 1355 起飛 1355 抵港 

*航班資料及時間只供參考，一切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行程內容 

第一天 香港  曼谷 ~ 專車前往參觀綿羊樂園 SWISS SHEEP FARM ~華欣夜市  

第二天 七岩海灘邊泰皇夏宮(包門票) ~ 華欣最大佛寺及全泰國最大大僧佛像(龍坡坨) ~ 七岩威尼斯娛樂場 

THE VENEZIA CHA AM （包入場門票） ~ 華欣火車站 

第三天 七岩夢幻小村 PANSOOK FARM ~ 手信專門店 ~ 火車鐵路市場 ~ 四面神 ~ 湄南河商場 ICON ~ 曼谷 

第四天 曼谷 CENTRAL WORLD 中央世界購物中心~PARAGOD 購物中心~SIAM SQUARE ONE 購物廣場~HELLO 

KITTY 大本營~曼谷市區水果批發市場 AORTORKOR MARKET 每位送一盒芒果糥米飯 

第五天 寶石店 ~ 蜂蜜店 ~ 曼谷 香港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1  ~ 市內餐廳中泰菜 入住 2 晚華欣或七岩酒店 

FURAMA HOTELCHA AM / GRAND PACIFIC 

SOVEREIGN RESORT&SPA / ROYAL PAVILION HUA HIN / 

CITY BEACH HOTEL / ASIA HOTEL CHA AM 或同級酒店 

2 酒店內 威尼斯園內餐

廳 

華欣泰式著名老字號 

3 酒店內 當地泰式餐 市內餐廳 入住 2 晚曼谷酒店 

The Quarter Hotel Ladprao / Century Park Hotel / ZAYN 

HOTEL / 或同級酒店 

 

4 酒店內 自費品嚐地道美食 

5 酒店內   
 

 

 

◆ 報名時須提供客人有效香港身份證明文件
上之姓名、性別、年齡及證件號碼。 

◆ 報名時需全數繳付。 

◆ 出發當天須持有疫苗通行證及當日進行

2019 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 

◆ 請備電子版/紙本針紙及安裝「安心出行」

流動手機應用程式登記到達及離開時間。 



 

泰國入境限制與簽證要求 
泰國正式全面解封！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CCSA）宣佈，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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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職員或邊境工作人員將於抵達關口抽樣檢查，如未接種疫苗的旅客未能出示陰性 

證明，需要即場進行專業抗原檢測。 

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亦解除曼谷及 76 個縣市的監察區，代表全國所有處所及活動可回復正常營業。 

泰國政府準備宣佈一系列全新指引，同時維持大眾安全及健康措施作預防，正式踏入後疫情時代。

https://www.tatnews.org/2022/06/thailand-pass-registration-scheme-to-be-lifted-from-1-july-2022/ 

返抵香港後檢疫安排 
 
 
 
 
 
 
 
 
 
 
 
 
 
 
 
 
 
 
 
 
 
 
 
 
 
 
 

建議客人可瀏覽相關防疫政策資訊網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  

※ 旅行團建議服務費，包括：領隊、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每位全程合共港幣$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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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保障顧客利益，報名時須提供客人有效香港身份證明文件上之姓

名、性別、年齡及證件號碼，客人須帶備本公司之正本收據出發。 

2. 參團者 18 歲以下需由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或同行。 

3. 一經報名後，不能因私人理由更改或取消，一概作放棄論。 

4. 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為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5.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

團者，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客人可於本社購買旅遊保險或

提供有效之保險證明，否則本公司將保留接受客人報名之權利。 

6. 此團不設茶會，敬請留意。 

7.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參

加者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及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 

8. 如迫不得已情況下或出發當天上午 7 時仍然懸掛 8 號或以上颱風信

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此團將改期出發，團費不設退款，敬請注

意。( 1 號風球、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團隊照常出發)。 

9. 若遇上天氣、自然災害、人為不可抗力或其他因素影響，本公司及

其導遊會視乎當時安全情況決定，縮短遊玩時間、更改或取消行程，

本公司保留一切決定權，團費不作退回，敬請注意。 

10. 行程、膳食及住宿之先後次序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11. 行程表所列載航班資料、交通、酒店級數等安排，將因應不同出發日期

而有所變動。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12.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3. 酒店住宿將因應房間供應情況而作出次序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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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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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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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223

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 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

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

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18. 如出發當天出現發燒徵狀者或 2019 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

將拒絕參加該行程活動，並不設任何退款。 

19. 按政府公佈實施之政策，所有客人必須備電子版/紙本針紙及已安裝「安

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並須登記到達及離開時間，敬請留意。 

(21/6 起生效) THL-NT-002 

https://www.tatnews.org/2022/06/thailand-pass-registration-scheme-to-be-lifted-from-1-july-2022/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