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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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piece诊所 -
 6,061 / area

(For 2 areas and above) 
12日11晚                 8,800 10,3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7,273 12日11晚                 9,000 10,9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11,818 12日11晚                 9,000 10,9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0-1                                   16,162                                   21,212 12日11晚                 8,800 10,300 

Masterpiece诊所 -
 6,061 / area

(For 2 areas and above) 
12日11晚 8,800 10,3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7,071 12日11晚 9,000 10,9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9,091 12日11晚 9,000 10,9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10,101 12日11晚 8,800 10,3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0-1                                   12,121                                   16,970 12日11晚 8,800 10,300 

3
眼皮
Eyelid

The area between the brow and the upper 

eyelid crease is full of subcutaneous fat in 

most young people, and that fullness 

looks youthful. So you can add fat to make 

it fuller and more rejuvenated.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4,040                                     6,061 12日11晚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8,800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晚）
- 全程接送服务（ 8 次）
- 专业翻译
-一日游 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10,300 

Masterpiece诊所 -
 6,061 / area

(For 2 areas and above) 
12日11晚 8,800 10,3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9,091 12日11晚 9,000 10,900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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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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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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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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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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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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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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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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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Fat transfer is a treatment of dark circles 

and hollows under the eyes that can 

create a younger-looking face which can 

last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眼袋
Under eye

脂肪移植（Fat Transfer）

太阳穴
Temporal

1

2

额头
Forehead

The temporal area is one of most people 

favorite areas to fat transfer because it 

helps restore a very youthful appearance.

Fat transfer to your forehead is an 

excellent way to restore lost volume and 

rejuvenate the fa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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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piece诊所 -
 6,061 / area

(For 2 areas and above) 
12日11晚 8,800 10,3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7,071 12日11晚 9,000 10,9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9,091                                   12,121 12日11晚 9,000 10,9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10,101 12日11晚 8,800 10,3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0-1                                   12,121                                   16,970 12日11晚 8,800 10,3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4,040 / cc 12日11晚 8,800 10,300 

Masterpiece诊所 -
 6,061 / area

(For 2 areas and above) 
12日11晚 8,800 10,3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0-1                                   10,101                                   14,848 12日11晚 8,800 10,300 

Masterpiece诊所 -
 6,061 / area

(For 2 areas and above) 
12日11晚 8,800 10,3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0-1                                     8,081                                   12,727 12日11晚 8,800 10,3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9,091 12日11晚 9,000 10,900 

8
嘴唇
Lips

lip augmentation with a fat transfer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echniques because 

of its ability to consistently deliver 

successful and lasting results.

Fat transfer can perfect the shape of your 

lips, boost your lip volume and also can 

improve the apperance of lips that are 

beginning to show the sign of aging.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0-1                                     8,081                                   12,727 12日11晚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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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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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10,300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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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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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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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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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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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脸颊
Cheek

Fat transfer is suitable for the one seeking 

to achieve more subtle, natural-looking 

changes to their midface region.

笑纹
Laugh lines, smile lines 

(Nasolabid fold)

Fat transfer is a good and long-lived 

method to soften, fill and reduce your 

laugh lines or smile lines. 

Enhance your chin with fat transfer which 

is a permanent solution,  your body can 

respond very well and can integrate the 

fat into the receiving area. This method 

can give you completely natural-

appearing.

下巴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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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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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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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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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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333 12日11晚 8,800 10,300 

Masterpiece诊所 -
 17,172

(whole face) 
12日11晚 8,800 10,3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0-1
31,717

(whole face)

53,030

(whole face)
12日11晚 8,800 10,300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36,364 12日11晚 9,000 10,9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13,131 15日14晚 10,000 13,9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2                                   30,303                                   31,818 15日14晚 9,200 13,1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2

 42,222

 (w/t vaser liposuction 4 

points) 

15日14晚 9,200 13,1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1                                     8,687 15日14晚 9,600 13,6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2                                   40,404                                   42,424 15日14晚 9,200 13,1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2

 42,222

 (w/t vaser liposuction 4 

points) 

15日14晚 9,200 1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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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rmal to notice lines, wrinkles, and 

volume loss on your faces as the years go 

by. Fat transfer is an excellent solution for 

the one who want to undergoing a facial 

rejuvenation procedure but don’t think 

you’re ready for a face lift or other form of 

facial plastic surgery.

面容
Face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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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Buttocks augmentation with fat transfer 

lends a shapely contour to the buttocks 

and make the entire rear look youthfully 

and naturally lif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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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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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臀部
Butt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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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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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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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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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Fat transfer breast augmentation 

essentially uses liposuction to take fat 

from other parts of your body and inject it 

into your breasts. This is a breast 

augmentation option for women who are 

looking for a relatively small increase in 

breast size and would prefer natur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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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
Breast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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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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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