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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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  8 / graft  24 / graft 12日11晚               8,800 10,2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16 / graft 12日11晚               9,000 10,8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1  18 / graft  26 / graft 12日11晚               8,800 10,200 

Masterpiece诊所 -

 19,192 

(not over than 

3,000 grafts) 

12日11晚               8,700 10,200 

2
眼眉移植手术
Eyebrow Transplantation

Eyebrow transplant surgery involves taking 

hair from another part of the body and 

transplanting it to the brow area, which can 

create your desired brow shape.

Hair transplanted to eyebrow will begin to 

grow like it did in its original location, so 

regular trimming will be needed.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  20 / g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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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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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 

3
胡须移植
Beard Transplantation

A beard transplant is  a popular procedure 

that can work wonders for thickening up facial 

hair.

The technique involves removing tiny 

individual hair follicles from the back of the 

scalp (where the hair is thickest) and then 

transplanted into any bald patches on the 

beard or sideburns.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  20 / g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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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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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 

4
电解脱毛
Electrolysis Hair Removal

Electrolysis is a method of removing individual 

hairs from the face or body by using medical 

electrolysis devices to destroy the growth 

center of the hair  with chemical or heat 

energy. After a very fine probe is inserted into 

the hair follicle, the hair is removed with 

tweezers.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646              11,717 4日3晚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3晚）
- 全程接送服务（ 4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3,500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3晚）
- 全程接送服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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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 

5
YAG 激光脱毛
Gentle YAG Laser Hair Removal

This is a non-invasive procedure using laser 

light with 1064 nm wavelength, which is useful 

in eliminating unsightly and unwanted hair on 

the face and body.

It works through an invisible beam of light and 

a constant source of heat that penetrates the 

hair follicle, destroying it at its roots, while 

preserving the surrounding skin.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707              14,545 4日3晚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3晚）
- 全程接送服务（ 4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3,500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3晚）
- 全程接送服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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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 

1
毛发移植手术
Hair Transplantation 

If thinning up top or going bald really bothers 

you, the procedure can be one way to feel 

more confident about your looks.

Hair transplantation is a type of surgery that 

moves hair you already have to fill an area 

with thin or no hair. And can help bring back 

what looks like a full or at least, a fuller head 

of ha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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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发&除发（Hair Transplantation & 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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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tif 激光脱毛
Motif Laser Hair Removal

Motif laser hair removal can treat both lighter 

and darker hair safely and effectively. Motif 

combines light-based technology with radio 

frequency to target follicles without damaging 

the surrounding skin.

Motif also uses a cooling burst to provide 

comfort throughout the procedure.

Masterpiece诊所 -                   404                4,040 4日3晚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3晚）
- 全程接送服务（ 4 次）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3,400 

- 在线诊疗服务（1 次)

- 住所 （3晚）
- 全程接送服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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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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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