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治疗 简述 医院 住院期间  医疗费用（元）
从 

 医疗费用（元）
到 

在泰国停留
时间

银级套餐  套餐价格
（元） 

黄金套餐  套餐价格
（元）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1                            17,172 15日14晚               9,600             13,6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1                            15,333 15日14晚               9,500             13,5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1                            20,202                            30,303 15日14晚               9,500             13,5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30,303                            30,303 15日14晚               9,800             13,8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1                            17,172                            17,172 15日14晚               9,600             13,600 

Masterpiece诊所 1                            19,192                            34,343 15日14晚               9,500             13,5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20,202                            30,303 15日14晚               9,800             13,8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1                          303,030                            42,424 15日14晚               9,500             13,5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                            13,333                            15,333 15日14晚               9,800             13,8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1                            20,202                            31,818 15日14晚               9,500             13,500 

Masterpiece诊所 - 202,020 36,364 15日14晚               9,800             13,8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20,909                            42,121 15日14晚             10,000             13,9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01-Jan                            15,333 15日14晚               9,500             13,5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17,172 15日14晚               9,800             13,8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20,909                            26,970 15日14晚             10,000             13,900 

面部和颈部手术（Face & Neck Surgery）

4

额头提升
Forehead Lift

1

2

眼眉提升
Brow Lift

硅胶假体丰额头
Fourhead Augmentation

3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一日游 （2日）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For someone with flat or undulated shape of 

the head, fourhead augmentation surgery 

can create the prettier and more attractive 

shape espacially the outer appearance of 

the head.

And not only wonderful image of the 

forehead you want but also greater harmony 

with the eyes and nose in order for the entire 

face to look smaller.

If you have wrinkle lines, frown lines creases 

across your forehead or between your eyes 

or a low, sagging brow. A brow lift might also 

boost your self-confidence.

A brow lift can be done alone or with other 

facial procedures, such as eyelid surgery 

(blepharoplasty) or a face-lift.

A forehead lift, a procedure that removes 

excess tissue, alters muscles and tightens 

the forehead skin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一日游 （2日）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一日游 （2日）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一日游 （2日）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太阳穴提升
Temporal Lift

The Temporal lift is a simple and effective 

procedure that will give you a brighter and 

rejuvenated gaze and a younger mid-face 

appearance, with no visible scars, or barely 

visible scars.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No. 治疗 简述 医院 住院期间  医疗费用（元）
从 

 医疗费用（元）
到 

在泰国停留
时间

银级套餐  套餐价格
（元） 

黄金套餐  套餐价格
（元）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02-Jan                            15,333                            43,434 15日14晚               9,500             13,5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2                          202,020                            24,242 15日14晚               9,300             13,3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2                            20,202                            42,424 15日14晚               9,200             13,1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26,970 15日14晚             10,000             13,900 

Masterpiece诊所 医疗个案                            36,364 15日14晚               9,800             13,8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40,404 15日14晚               9,800             13,8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1                            15,333 15日14晚               9,500             13,5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1                            16,162 15日14晚               9,600             13,6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20,202 15日14晚               9,800             13,8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1                            20,202                            24,242 15日14晚               9,500             13,500 

Masterpiece诊所 医疗个案                            25,253 15日14晚               9,800             13,8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39,061                            42,121 15日14晚             10,000             13,9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02-Jan                            16,162                            27,273 15日14晚 9,600             13,6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23,303                            39,091 15日14晚 10,000             13,9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2                            24,444 15日14晚 9,200             13,1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1                            30,303                            50,505 15日14晚 9,500             13,500 

Masterpiece诊所 02-Jan                            32,323 15日14晚 9,500             13,5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40,404                            60,606 15日14晚 9,800             13,800 

备注： 住所：

*价格可能会根据当地的遵照医嘱或交通情况做适当更改，更改行程安排恕不另行通知。 Bangmod美容中心 彤塔拉江景酒店（高级房 / 面积 32 平方米 / 含早）或等效

*按患者的医疗状况，套餐价格可能会更高。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彤塔拉江景酒店（高级房 / 面积 32 平方米 / 含早）或等效

*价格不包括治疗并发症。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曼谷拉查达城市酒店（豪华房 / 面积 35 平方米 / 含早）或等效

*最佳估计价格和停留时间将仅在与有关医生初步咨询后才能提供。 Lelux医院 曼谷皇家河畔酒店（高级房 / 面积 30 平方米 / 含早）或等效

*由于现有的医疗条件，有些患者可能不允许使用治疗套餐。 Masterpiece诊所 彤塔拉江景酒店（高级房 / 面积 32 平方米 / 含早）或等效

*费用可能出现在一些手术中。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曼谷皇家河畔酒店（高级房 / 面积 30 平方米 / 含早）或等效

*这套餐的是 2个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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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一日游 （2日）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一日游 （2日）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7
减少前颧骨
Cheekbone Reduction

Recently, facial impression playing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life, thats why cheekbone 

reduction is performed frequent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idth of your face and make it 

look slimmer and gentle.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A neck lift, or lower rhytidectomy, is a 

surgical procedure that improves visible 

signs of aging in the jawline and neck by 

removing excess skin and fat around your 

jaw line, creating a more defined and 

youthful-looking neck. Results can be long 

lasting if you maintain your weight.

A neck lift is often done as part of a face-lift.

6
颈部提升
Neck Lift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一日游 （2日）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脸部提升
Face Lift

A face lift or rhytidectomy can reduce 

wrinkles and sagging skin on the face and 

neck caused by aging or weight loss. The 

procedure aims to make the face look more 

youthful by removing excess skin, tightens 

the underlying muscles, and redrapes the 

skin in a higher position.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4晚）
*为医院未提及住院的夜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