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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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lux医院 -                             3,303                          13,909 12日11晚 9,000                     10,900 

Masterpiece诊所 -                             5,051                            6,061 12日11晚 8,800                     10,3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                             7,071                          10,000 12日11晚 8,800                     10,3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                             6,061                            6,364 12日11晚 8,800                     10,3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6,061                          10,101 12日11晚 9,000                     10,9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8,081 12日11晚 8,800                     10,300 

Masterpiece诊所 -                            24,242 15日14晚 9,800                     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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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27,273 15日14晚 10,000                     13,900 

Lelux医院 -  2,697 / 2 sides  6,061 / 2 sides 12日11晚 9,000                     10,9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1                             3,030                            6,364 12日11晚 8,500                     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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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piece诊所 -                             4,040                            6,061 12日11晚 8,800                     10,3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                             5,556                          17,778 12日11晚 8,800                     10,3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6,061                                 -   12日11晚 9,000                     10,900 

Bangmod美容中心 医疗个案                            12,121                                 -   15日14晚 9,800                     13,8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2                            18,182                                 -   15日14晚 10,000                     13,9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1                            21,212                          42,424 15日14晚 9,500                     13,500 

咖蒙整形美容医院 1                             6,061                          42,424 12日11晚 8,500                     10,400 

Bangpakok9 国际医院 -
 10,000

(with new silicone) 
                                -   12日11晚 8,800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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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lux医院 医疗个案                             2,091                            3,909 12日11晚 9,000                     10,900 

泰国然禧国际医院 -                             3,030                                 -   12日11晚 9,000                     10,900 

鼻子手术 （Nose Surgery）

4
缩小鼻形
Reduction Rhinoplasty

An open or external rhinoplasty is the method 

that surgeon will cut Culumella, which is 

located under the nose to see your nose 

structure more clearly, and can reconstruct 

your nose bridge reshape cartilage at the 

nose tip to be smaller. 

This method will make your nose bone 

structure be beautifully shaped, and the nose 

tip can be reconstructed without piercing 

risky.

A procedure that raises the dorsum (bridge) 

of the nose by placing implants into a little 

opened wound at your nose, and all of the 

surgical incisions are positioned inside the 

nostrils. 

There are different techniques, implant types 

and shapes depend on your nose shape, 

your requirement and doctor suggestion.

A reduction rhinoplasty is a precudure to 

reduces the size of the nose.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resizing is often done by 

removing cartilage and/or bone from the 

nose to achieve the desired shape and size.

If you are not happy with the size of your 

nostrils, Alarplasty can be your helper.

Alarplasty is a quick procedure which can 

decrease the size of your nostrils and make 

your nose narrower.

It can be performed individually, and also 

together with a rhinoplasty to address the 

overall shape of the nose.

1
硅胶隆鼻
Nose Augmentation with implant

2

3

开放式鼻
Open Rhinoplasty

收缩鼻翼手术
Alarplas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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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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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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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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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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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orrection rhinoplasty, secondary 

procedures which repair the form and/or 

function of the nose following a previous 

rhinoplasty surgery to refine complications or 

undesired results.

6
移除鼻子假体
Nose Implant Removal

If you have no longer want your nose implant 

cause of unsatisfactor result or malfunction, 

then a nose implant removal surgery can 

help you. 

修复硅胶隆鼻
Correction Rhinoplas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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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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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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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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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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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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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33                                 -   12日11晚 8,800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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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you. - 专业翻译
- 旅游保险

-一日游 与导游、旅游包车和司机、餐饮、入场费
- 旅游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