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 谷 、 芭 提 雅 5 星 酒 店 五 天 （ 純 玩 團 ） 

東芭樂園 真理寺 丹嫩莎朵水上市場    

暹羅古城 三頭神象博物館                BKC-05-002         
 

行程特色： 

【網紅景點】三頭神象博物館、暹羅古城、真理寺、東芭樂園、丹嫩莎朵水上市場、美功鐵道市場 

【饕餮美食】BBQ+火鍋豐盛(任飲任食120分鐘)、光咖喱炒蟹、泰式風味自助餐、全中日泰西豐盛自助晚餐 泰國最高餐廳、

BAIYOKE SKY HOTEL 78樓 

【舒適住宿】保證入住5星酒店 

1 
曼谷→ 芭堤雅 

抵達泰國曼谷→芭提雅→步行街 

早餐：× 

午餐：航機上 

晚餐：BBQ+火鍋豐盛 

自助餐~任飲任食120分鐘 

 
酒店：芭提雅 

5星級Arbour Hotel 

& Residents 

Pattaya 或 同級 
 

 

 

 

航班資訊參考： 

泰國亞洲航

空國泰航空 

大灣區航空 

泰國國際航空公

司香港快運航空 

香港航空 

 

離港：香港航空 HX775  

1210 / 1410 

抵港：香港航空 HX776 

1500/ 1800 （2月3日回港時間） 
 

‧航班時間若有更改，則以航空公司發佈資

訊為準。 

‧本團不設停留服務。 

‧如遇回程航班於第 6 天抵港，必須要購買

6 天旅遊保險。 

‧旺季期間如選乘加班機，航班時間以航

空公司為準。 

‧上述航班資訊只屬建議行程，如遇行程

及航班資訊修改，本公司保留一切行程的

最終解釋權。 

芭堤雅 
東芭樂園（重磅套票：包入場＋2場特色表演＋園區自助午 

2 餐）→大象表演→民族歌舞表演→園區自助午餐→真理寺（包

入場）→芭堤雅海灘：可以漫步在沙灘，觀夕陽落日，以及附 

近逛街吃小吃 

 

早餐：酒店 

午餐：園區自助午餐

晚餐：海鮮套餐 

芭堤雅 → 曼谷 

3 芭堤雅→曼谷→暹羅古城→三頭神象博物館→免稅店→全泰國

最高餐廳BAIYOKE SKY HOTEL 78樓 

早餐：酒店 

午餐：暹羅古城 

泰式自助餐 (景點含餐)  

晚餐： 

中日泰西豐盛自助晚餐 

 
酒店：曼谷 

5星級Thaya 

Hotel 

Bangkok 

或同級 

 
、 

曼谷 

4 丹嫩莎朵水上市場→美功鐵道市場→Wat Bang  kung樹

中廟→曼谷最新的特色大型商場：Iconsiam, 自由參觀及購
物 

早餐：酒店 

午餐：水上市場自理

晚餐：商場自由活動

晚餐自理 

5 曼谷 → 香港 
曼谷Mega Bangna大型購物商場 / 四面佛 → 香港 

 

早餐：酒店 

午餐：光咖喱炒蟹餐

晚餐：航機上 

 
溫馨的家 

上述行程資訊只屬建議行程，如遇行程及航班信息修改，本公司保留一切行程的最終解釋權。詳情請參閱旅行團報名及責任細則。 

出發日期：2023年1月30日 單人房需補差價 HK$ 1200/人 

費 用：成人HK$ 3888/位 小童(不佔床)HK$ 3288/位 
費用未包括： 
成人綜合機場稅：HK$ 1120 小童綜合機場稅：HK$ 1004 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HK$ 650/5日 

*請先閱讀及接受本文所載的旅行團報名及責任細則 



                      旅行團報名及責任細則 
 

報名手續： 

• 必須提供旅遊證件上的正確姓名，並清楚核對收據上爹加者之姓名及證件資料，本公司
無須承擔一切因錯名而衍生的額外費用和責任。 

 

• 請確保旅遊證件有效期以出發日計須達 6 個月以上，並須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有足
夠之空白頁供入境之用。 

 

• 於網站預訂旅行團必須以系統所接受的付款方式全數付款，如提供的信用卡屬香港境
外，旅客必須自行承擔銀行之匯率的差異。 

• 信用卡，分期付款計劃或銀聯卡付款，以銀行確認成功過脹，方可作實。 

• 請保留收據，以作退款之憑據，如以信用卡/信用卡免息分期或銀聯卡付款，則退款必
原經由銀行辦理手續：退回該信用卡銀行戶口 

• 需時最少約 3 星期，退款時間及一切有關條款均由信用卡公司決定。 

• 鑑於外幣浮動~燃料 交通票 酒店 保險等加價導致成本上升，本公司保留在旅客出發前
調整費用之權利。  價格如有更改：將會另行通知。燃油附加費價格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
為準。一切費用必須於出發前全數繳付。 

 

• 當地參團之團費不設任何優惠。團員亦須自備國際機票、所有內陸機票及個別路線之部
份交通安排。 

• 對未滿 18 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15 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滿 15 歲而未滿 18 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並於報名
表簽署作實及具備一份合適的旅遊綜合保險。 

 

• 各項交通服務供應商對承載最高懷孕週數之孕婦或最低參加年齡之嬰兒各有所不同，詳
情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 交通服務供應商可視乎顧客的健康狀況，要求醫療證明及或有效期內的新冠病毒陰性證
明以示適合乘搭該交通，並保留拒絕顧客登乘之權利。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費用不包括 
•旅遊證件及各國入境簽證費用。 
•行李超重費用。 
•旅遊業監管局印花成本。 
•酒店、機場及各類交通工具之行李生服務費。 
•自費項目或行程表以外之觀光節目。 
•因交通阻延、罷工、颱風或其他突發情況而非本公司所能控而引致之額外費用。 
•綜合旅遊保險。 

 
臨時取消及退款細則： 
• 本公司有權因參加人數不足、機位或交通問題之情況等，而在出發前七天取消旅行團 
（中國廣東省內線之旅行團則於出發前一天取消）不包括通知日及出發日。在此情況下， 
除簽證費用外，本公司將顧客所繳交之費用悉數退回(若顧客特別要求提早代辦簽證，則
需扣除簽證費及手續費)。 

 

• 報名後若因任何理由取消或要求作任何更改，本公司將按下列方法計算扣除費用(郵輪團
除外，旺季出發之團隊/指定推廣團/加班團/包機團一經報名均不可作任何更改，否則所
繳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30天或以上取消訂位者，扣除訂金。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29天至22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分之五十。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21天至8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分之七十五。 
於出發前7天內或旅程中退出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繳之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 若顧客確實取消訂位或要求任何更改，必須以書面或親臨各分社辦理手續，電話通知恕
不接受。 

 

• 顧客於旅遊中突然退出或不參予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宿等），均當作自動放
棄論，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 若顧客於出發當天因私人理由取消出發，已繳付稅項之退款，需按個別航空公司條例而
定。 

 

• 如以信用卡/信用卡免息分期或銀聯卡付款，則退款必原經由銀行辦理手續：退回該信用
卡銀行戶口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守則，旅行社『迫不得已』 於出發前取消旅行團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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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訂 )』 的第二百零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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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指引列明的
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顧客可
選擇繳付退票費(如適用)後保留團費半年或；選擇繳付退票費(如適用)及手續費後取回已
付款項。 

 

交通營運商責任細則： 

•根據交通營運商之指引，機票/車票/ 船票等，如非依次序使用即告失效，故乘客如因私
人理由未能隨園出發而需保留餘下行程之內陸及回程交通，有關公司有權向乘客收取有關
手續費或要求乘客另行購票。 

 

•有關交通營運商只負責機票 /車票/ 船票等所載的各項營運條款，如乘客未進入有關交通
工具內，交通營運商不需負任何責任。 

 

• 旅客必須清楚核對所有資料無誤，本公司將有關資料提交予相關交通營運商出票，如因
資料錯誤而衍生之額外費用及責任須由旅客承擔，本公司概不負責。 

 

• 各項交通營運商所訂立之餐飲服務、行李托運及安全規定等條款各有不同，客人司致電
交通營運商或到其網頁查閱有關資料，一切以交通營運商最後公佈為準。 

責任條款： 
•本公司保留合併團隊出發的權利。 
所有列出的交通服務資料只供參考，如有更改概不負責，一切須以出票時為進。 

• 因戰爭、政變、罷工、交通工具、觀光機構之疏忽或其他不受控制的意外而直接或間接
導致團員傷亡及財物損失，本公司概不對該等傷亡或財物損失負責。 

•顧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及嚴禁攜帶違禁品。 

• 上述責任問題以香港法律為依據，所有對本公司之索償亦必須在香港辦理，而本公司及
根據此行程提供服務之供應商，對參加者所負之責任不超過參加者所繳交旅遊費用之總
額。 

 

•本公司在替顧客預訂時所蒐集的一切資料，除用於本社之推廣活動外，只會用於為該名        
顧客在一般情況下提供旅遊及旅遊有關服務時使用。本公司所持有關顧客的資料會嚴格保
密，但可能給與有關旅行社／旅遊經營商、航空公司或其他相關服務提供者作上述用途。 

•出發顧客必須與報名表上資料相符，否則該出發顧客不會獲得任何保障。 

• 除本公司直接提供之服務外，本公司及其職員或附靨公司或與本公司有經營關係之公司
以代理人身份在香港或外地安排其他獨立機構所提供之交通工具（如飛機、輪船、火車或
遊覽巴士等）、住宿、膳食或娛樂觀光項目等(“委託機構〞)，團員如遇交通延誤、行李
遺失、意外傷亡或財物損失等，該依照當地法律向擁有、管理或操作之委託機構直接交涉
或追討賠償，通常該等機構均各訂立不同條例以對客人負責。在此情況下，本公司概不對
該等損失或傷亡負責。 

 

• 除因由本公司之員工或其直接管理或操作之機構之疏忽而引致團員之個人傷亡外，本公
司對團員在任何意外中之個人傷亡、經濟、娛樂或精神損失概不負責。 

 

•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如團員自行更改由其他人仕代為參團，本公司或其委託
機構之職員有權取消其隨團之資格，而無須發還任何團費 ,而該人仕在隨團期間之保險、
責任賠償、行為後果等均由該人仕自行承擔。 

 

• 如因天氣、電工、戰爭、怠工或安全情況影警而引致有關交通工具暫停服務，停航或其
他事故，而必須將行程更改或取消部份行程，本公司則將團員所繳交之費用扣除因以上事
故而引致之損失後，退回差額給團員。 

 

•有關住宿、膳食、遊覽節目等問題，均依據行程表安排，行程先後次序有可能需要更    改，
一切以當地安排為準。若遇特殊情況，如簽證受阻，當地酒店突告客滿或航機改變飛行時
間或地點，以及非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所能控制之因素，令旅行園節目有增減，或臨時更
改交通工具、班機時間、機種及更換酒店等等，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無須對該等更改負任
何責任，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得依當時情況全權鑫力處理，團員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因
故取消之節目，將不獲退還款項，任何因延期而引致之額外支出，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概
不負責。 

 

• 任何團員在參與各項活動時，如經常不遵守服務人員之指引或安排，在行動或言語上侮
辱或滋擾其他團員或工作人員，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職員有權視具體情況而取消其隨團資
格而毋須發還任何團費，而受該旅客監護之 18 歲以下同行團員亦須一併離開，有關旅客
離團後一切活動，概與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無關。 

 

• 團員如欲於旅程完畢後延期返港，須於出發前十四天提出，以便本公司義務代為預定返
港機位，延期返港之機位，末能即時作實，團員不得藉此理由要求退出，旅程完畢後延期
逗留之費用，概由團員自負。 

 

• 延期返港之團友，必須在離境前七十二小時向航空公司確實回程機位，任何機位如有變
更，概與本公司無關。 

 

• 團員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或其委託
機構無關。 

 

• 團員須切實遵守各國及各地法例，包括但不限於防疫防控條例，並嚴禁攜帶違例物品出
入境，並照實申報攜帶之物品及現金。 

 

•任何種類的簽證審批權及出入境批准權一律由該國或地區之領事館及/ 或出入境部閃全權
決定，出入境如有問題，責任旅客自負，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毋須負任何責任  。如簽證
已代辦，簽證費恕不退還。 

 

• 即使團員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被當值之移民局海關人員拒准入
境，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亦毋須負任何責任。所需額外安排之食宿、交通費用全部由其本
人負責，其餘下的行程亦將不會獲得任何補償，亦不得要求退款或改團。 

 

• 「旅遊業賠償基金」為顧客因旅行社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如期隨團旅遊，可申請團費
九成之特惠補償•為確保以上權益，請團員保留己蓋有 TIA 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本。 

 

• 本公司建議随團旅客將收據正本交予在港親友妥善保存，以作突發事故之意外或保險索
償用途。 

•非香港集散一天團，不列入旅遊業賠償基金及緊急援助保障。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 深度假期旅遊有限公司(或其他與深度假期旅遊業務有關連之機構或人士作有關行政編
排、客戶服務、風險管理、罪案調查等有關服務和活動之用途而毋須預先通知客人，直
至客人向深度假期旅遊作出書面指示為止。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客人亦有權按
相關法例及規則向深度假期旅遊之個人資料保管主任查閱及/或更正其本人之相關個人
資料。 

 

• 即下及獲授權代表之其他客人（如有的話）確認清楚明白及同意接受深度假期旅遊上述
個人資料收集之目的及權利，亦清楚明白閣下及獲授權代表之其他客人（如有的話）於上
述條款內之權利。 

 
 
 

此報名及責任細則只適用於一般廣東省線、中國長線、東南亞線、長線外遊旅行
團，部分特定旅行團之細則司能略有不同，請參照該旅行團之指定條款。 

 

 

上述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律管轄及解釋。 

http://www.ti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