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dce_ gigh hhhg
lmknjtvrswrustx |y~p~p}z{pswv++|qt

o/
WuZv3UJ2x4N<Nc

4N=DUJ0Rz^oHvoPERI1Coj\1ovS`5o

4NINbx5,/=o8O^}N1

WuZv0{1v@o^-WoJ^v@oAMoNA:1

afebd_`c

d?{[D0~UJ02?FI1
} q:WuZv?Q@:|/\nq<PIo/;oPp{[D@+pUJ^

S|]97FG0pM7`0Rn4}>1pz^MwUvS`5nJ`l2

U-Yw;sF:t]0spV978:L-Q_kfWVbbYe{[|<jI^/4D

S;U0R@+n\KcbY`k O`VbYg1jnUJ?-Oo/>lp_p0Rp

Rz^
q Zz0MpRz^n2PpzUB1oaRo-`zI_pxE-[|Hn

iz>DEz5nz^kG{5nI.Vz^7ncSd/[b><pVL

UJn5H1H.utEUwl;d@bnVU@zWDp

PERI1C
q QYV K]b_f D]gk|cm4nVo/pw+tRI1Cn`fI*?m|Utp

gM5kpKlcS1Csp?]S5k`+nI*wG7;ZEzo m

yRI+aMTZI^x6Spo/SOh`DF[M\2x69Dp0I

SnyLAt-=MeI7Gvp

j\1
q mZj\\YoVmOcfV\bhj\1n5V@]Sn=5k`+C@ll|L

LQSJpo2;Pn?XVj\/vtDUpV8@@;_9777LwK[hn

qC?j\j/*av>HRpDUp

vS
q v}3SM8pDUM:EUXTbepv}nH^N,XGp|gnla

P@0]5s1p=Mtopv~*0JAOW>wUpvS`5p

a\60s
85 o/4N=D~UJn+A0e4NMINn`8|w5CIN/=p

95 +A4L0eWuZv?QB@@IN9kp

:5 n[Rz^oj\1MTZPERI1CMmyRIp

vS`5

j\:

Rz^

PERI1C



`abdce_ gigh hhhg
lmknjtvrswrustx |y~p~p}z{pswv++|qu

o/
afebd_`c

UJ*R55,IN/=0T?K89A77f[1*PERI1C0S,RI+a1*j\1*

vS`5*eE20^l1*2tYv_02
2Yv_0sasrYv_d?n<2?Yv_@tn\W;z6xt-Yv_nxLT@W_9WlcSYv_0h0p

5671

WuZv*R55,IN/=0T?K88A77f[1*J^v@*AM0o/;8k/g1*
NA:8cS

5674

cS8WuZv*o/4N=DmUJ*Rz^0ZSVLUJ1.*UJHv
2WuZvOUJn/\T;:|

.Rz^ZSVL+h`E|N,di\Ln8P84p

5670

UJ*R55,IN/=0T?K89A77f[1*E8:*8O^}N*WuZv5672

WuZv*R55,IN/=0T?K89A77f[1ufpb7m{1v@u^-W0bx

^l5,Ub1
5673

is
85 {ac\QlK5IPUp
95 {ac\Ql<h;s7yoED][o{[/neM{asOC/mnVqc|fi>cLQBnxd7

\@80Sj1s/<77p
ql Wob,u/os,r<-z\C@3R6Zyotbza4RhUwkK+8XM7d1*.Lhz:_o

vF^2@-~hUwk{:khDx8:_y1~,9zufo}8bQo7Zm|g`M\SNZp~
hpsn|

rl /W,rWuQSXR{zV>[}4H{G6DXMrOqbo7rtbO+a},sicesjzFci
W,s|?^zo73J|^Cozev>d|

sl /osf<-k]zFcr:inmrjIO_zisIU>;?EGi59wj|Wr:I<ExY,O_{zs
>K:Ix+gEGkoBL,<i59wj8>;?EGi59wj|

=5 H^Za9LoH=NL`jBn{A5,=6`Ubn_:JhD\?ooMtp
>5 IN854p/S0T]F]1XL5|\Qn8+J?paINGhIAp
?5 xcS{[;I:y0RHD15I{3f[--n{[{@+qp
@5 3/6TgUcy+VB?<|-nQ<:{[{@+qp
875a\xS9YpB7Uyo03oa\oINe]Mlb`Jhn_lABz><f[VL\SSTRnR

dPTYQ_:inu>oa3rpHU`TRVB?7[+n.zGn:gfi3rp
885a\olbMe]p67TsnaEDe6JhIAnHSQRnu>oa3rp
895a5a\8+M=OCl,08Hih~gloRLlM]~`1lE~J{[|<EPQ>Ha5mETp
8:5HeclpaBcE|IAnWKgFoa3rp
8;53/lV~J|<EYQVB?|>Ha?Bx{3+ryna*Vf[-gGXEA:p
8<5H+/lvQ9nPRYx{acB?M03{.yn3/l>Ha5m?BQTYQ_QB?xV_n1

lV~J{[|<0jjj5j]b[cbgeViY`5Wca14Y;9mzp
8=5}_cS{[;I:CVz:mBZ>`<p-\B/{ac{pw.X.13N:Pn{asHBzZ>

`<p-{B/{acn+pcmHR|laQBHulnaMzGnY9QB@a4RLlSj/8<7rS
CHuln03\Q7zUQ:Bzfif[VL@B7og7eQhe\<QXL@HulKQ>/H
unHe{<a03\Q7zU@;|C8IArRdP4McS{[;I:|<0jjj5g]W\_5ce[1p

8>5I644lGRA:{\nE?075R~7n-Ha5m,Q{[UFp
8?5a5dZ/7T[n+IaenIAp

B7Uys

ndY-0DU16o/0SM1Bu0c3eqBOyWuZv

H=Azivyj~
B\~2[.ntuss>[

T\~2N.pqups,tZ

_~Azixwj~
B\~2[.ntuss>[

T\~2N.pousstZ

}B7|wHSwvn.aBuGnUyIA

}zc>/M8\Qp

N@ Rt Kt kt 1v e]IN

8 D\oMf>3,0+a
D\oMt

4NMIN
0uJ}ko3}C8o8OC;1

UJ MciY`V PYfceg6Kcghf Lh] MY6QVbX EhbYf6

9 INF
oM`Dt UJ`Dt

QYV GcefY6NWYVb EhbYf
03V8o8O98oGC,1 04v+ocX1Pl;ooM8Y.32>1

: INF D\oMt Fhf]cbof

0z54/[ooM\8^oZ+\u1 0-*l;ooMl\8oW4O1

WuZv

zK?f
; INF oMgh3qqEV

0Rg2RowAeC@oJON1

< INF zK?M0Qt JUcS

254tX>/uQn8P84p

Q^FNLHKJSU
06D 2=@:5

DDD+A397=<+<6DD=@:58=B6:A+4=;
TWR]XYG[IVOP

29<5A=@ 1:3E3
DDD+D9<5A=@>:3E38=B6:+4=; P

-?C3B=@93: /=B6:
DDD+6?C3B=@93:+4=;,84;,



/ 

生效日期：28/06/2017                                                     PDT-I-OPT-SGN-ISV-025 (P.1) 

 越南【自費項目表】 ( ( ( (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    

 

 

每位收費(港幣) 地區 項目名稱及內容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3-11歲/身高1 米以下)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    享受越式古法按摩，能令全身鬆弛，舒適。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 人或以上 $130-$15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享用酒店娛樂設施 腳底按摩腳底按摩腳底按摩腳底按摩    享受指壓腳底按摩，令您疲勞盡消。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 人或以上 $130-$15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享用酒店娛樂設施 胡志明市 水中木偶戲水中木偶戲水中木偶戲水中木偶戲    欣賞特色傳統民間舞台戲，令人大開眼界。 5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90 劇場內自由活動 頭頓 特色三輪車遊頭頓市特色三輪車遊頭頓市特色三輪車遊頭頓市特色三輪車遊頭頓市    客人可乘三輪車遊頭頓市區及海灘區、聆聽海聲及欣賞海邊沿岸美景。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70 於酒店內休息/ 享用酒店娛樂設施 胡志明市 / 頭頓 宵夜宵夜宵夜宵夜    享用瀨尿蝦或龍蝦或大頭蝦(每人一隻)、蜆、蟹(每人半隻)、法包(半個)或法式豬仔包(一個)、蠔粥及飲品一份。 **海鮮供應品種、需視乎當時情況而定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250-$280 於酒店內休息 乘電瓶車遊河內市乘電瓶車遊河內市乘電瓶車遊河內市乘電瓶車遊河內市 36 36 36 36 古街古街古街古街    客人可乘電瓶車遊三十六舊街區，欣賞法式建築古蹟，古味十足的老街，非常寫意。 35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6 人或 以上 $60 於 36 古街自由活動 腳底腳底腳底腳底     + + + +        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    享受越式古法腳底 + 全身按摩，令您疲勞盡消。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6 人或 以上 $27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河內 法國餐法國餐法國餐法國餐    法國餐四道菜：前菜及餐湯、主菜、甜品或咖啡、茶。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220-$270 於酒店內休息 陸 龍 灣 陸龍灣一天遊陸龍灣一天遊陸龍灣一天遊陸龍灣一天遊    ‧ 包乘坐觀光遊覽船約 2 小時暢遊有「陸上下龍灣」美譽之陸龍灣。 ‧ 包陸龍灣羊肉風味午餐及於河內享用庭園自助晚餐(餐廳不設空調)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 小時 10 人或以上 $500 $450 於酒店內休息 天堂島天堂島天堂島天堂島    乘船前往天堂島，在島上可觀賞全下龍灣百分之三十的島嶼，島上有優美的小沙灘。 12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180 $90 船上自由活動 地道特色餐地道特色餐地道特色餐地道特色餐    越式沙津、炸甘薯、螃蟹鍋(螃蟹、蝦、魚、 魷魚、香菇、蔬菜、河粉、雞蛋)及時令水果。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6 人或 以上 $280 $210 (高 1.2米以下) 於酒店內休息 1 小時 $135 不適用 下 龍 灣 腳底腳底腳底腳底 +  +  +  + 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    享受越式古法按摩+全身按摩，令您疲勞盡消。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6 人或 以上 $18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1 小時 $200 腳底腳底腳底腳底 +  +  +  + 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    享受越式傳統腳底+全身按摩。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6 人或 以上 $230 於酒店內休息 峴港 美山聖地半日遊美山聖地半日遊美山聖地半日遊美山聖地半日遊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350 $280 於酒店內休息 順化 順化古都順化古都順化古都順化古都 +  +  +  + 順化風味午餐順化風味午餐順化風味午餐順化風味午餐    暢遊大內皇城、天姥寺、海雲嶺、啟定皇陵、乘船遊香江。沿途欣賞美景及於海雲嶺停車欣賞優美景色。 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550 $450 於酒店內休息 會安 三輪車遊三輪車遊三輪車遊三輪車遊    乘三輪車暢遊會安欣賞美景。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6 人或 以上 $80 於會安古城 自由活動 滑沙滑沙滑沙滑沙    (租用膠板費用) 每次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 人或 以上 $10(大小同價) 於沙丘上 自由活動 美奈 泥漿浴泥漿浴泥漿浴泥漿浴    浸泥漿浴(約 20 分鐘)+浸溫泉(約 20 分鐘)。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 以上 $180(大小同價) 於酒店內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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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