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JBL4 NPNO OOON
STRUQ\[YZ^Y\Z[] b_dWdWc`aWZ^^ffbX[

2a^
bhedf`ac_g

WVXG<as8HYY_oN
S XY_BY0`[h2tuGD{xa3R\14RY_B\eh/L

QP02s\Y_o[{PH`ehQ_L?\~1PCJY_e?

kP14\8<y08\e6<G<\.?PYTHm?l+TX6I

\rdYPK?t6`8\e\`1P/2={\XtPEoXS0_

\*gk8R

S 9{/hhfcI+@syhPeZs.9Y5`Y_B,KBPu5

`_Y_BjQ=X\O5XS2|pWj[TZe:\UyhPQ,

8f*\8:1k<P-,lQUDeR\*F]1kX]\a@DYFN

.l5H``jm|8]]\yhYXt=1YP={zm9XN?vd

FvY\v7Dt~qX|osq-P89MeY9[BR

Aw[*O2a^
S +0`EJzob08\p.PRT/JN\2O{mqWVY_Ut

^Y_BRPJ8@\147*5fy~XP/2~*\UITER:

iZFN[J+XG<as8HY\VgPhT.}K@=M\cXo

NULsw]IF=gQf}~6aPfkM<\yhOjK@\T

nP{Y4P,{Rn6Aw[*Pclrw9?yJFVP9n^|

k<`tzt\FF-YR

yJ.TFVSPlrw
S yT5`rw2u9sVHUrkPJgbu.celQ**2w0HUrQ

29T3rk4;;n,?H> ~CEAlQ9?{9rP6?.To3R

s.5`
SyTQj6dkI5DPvIIVR

K^y1U
tq Y1IuSu0`PfCf_rpA_rffCpPw_cSP>q

yvor^R

uq fN*cze~1.8<Pw2<e`aRkNlI~7103sx6Nll

vq cSY_BoNQt=15*F]1R

Y_BoNOZQ8:O

t=1

*F]1

]0>d

2a^x6hx|n
hfW4Oj\Gn8\Y_UtOY_B

If.i:yj9OekbS\xs[H1|`

fCQY_BoNQt=1Q*F]1Q

Lsw]IF=gQ8:1k<r-,l



9:?JBL4 NPNO OOON
STRUQ\[YZ^Y\Z[] b_dWdWc`aWZ^^ffbX\

2a^
XSi_rk]0l_Y_BoNkvY_li_Y_Brs8Hm
\ JIHD5w|:5<xP/Ptu7Jk|v`Pz/fvY_*7qv0HDP2VO5C@Pqv0HDPz~oHP2||.R

m PJrs*hI=o6tF:P2G|.R

qrsk

fC_.[u_Lsw]IF=gkQf=lkiwl_f}~6kQf=lkiwl_fpD?@_

f*w
S Lsw]IF=gU@b2a^IF@Qyi/BP;N5\z[{\.?P?=xG~FR

S f}~6UyT5`cSf}~6P@6m~n0+}jEy.F;PC<6|UNHY;99?RZ4T`>`@\>uos{y

/]o|fOkOU|s/>l5tzGD\sid7R6.\=gi}h>n*5sB\{WZk,G<H:Ep:EK<G<; 89BBlP,osq-

b:0N3\d4\8z_kR@vf=llc_x9Z4<KR

qrsn

bhedf`ac_g

_r_psh_Y_UtksY_l_8:1k<P-,l_=kY_tukn*_*F]1_

F/*_29UT~6kHll
S 8:1UY_Ut>~[thJ8:19{:Ppsh9,>Y_Ut\`jthPth[,T*mIpc~hZ[oXP]

[Y_Ut\{:B08:1P=Se?[I{:MDoPZ60TE^s}9}9z|\-,OQPm|9X<P-,YR

S *F]1U>UDeR|mPW\jI+m*^ZP^s\dap.y`K?LP.9>*jv*|MFaK:azM}PN

f~*tQR

qrsl

fCiXSqrso

_r_Cr*_t=1kN?vdFvl_kd-/Ol_X2a^W0YfC
S Cr*UyI/-|yt8PlI}p{L~R

S t=1U0`j|;zs\{xa14PyE\E/L-|yz8CypR+jv1vFoFP]j1KJCJ\Ao9yiP

-fcoF\xqPv7Dt~vt.-,fPmF6e\+>zQ9XN?vdFvYR

] _rIfC:^KropE9xvoPJeQZVKnPz|EER

qrsm

68 =r 3r cr t_ ~7103sx*NM8< ~7103sx6NM8<

t jQ;GQ29X:6 8<..T{cr

_r

u 8<. yJ:;QOYFQ 2u9HUr

|l6QIu^ kPJgbu.cel

v 8<.
29T3rk29k{Q/0Q8<.wlcrk~7103sx6Nll

.T4;;Q,?H> ~CEAl {9T3rk~7103sx*Nll fC

w 8<. .Tw0r **2w0HUr

x 8<. r 5GXS

]_rNM8<P,xBp|xZV>T/0ofNz|8<R

m2VR^38QC5?La^,Pd/wl}yJFVPP45`.T{Q29rA8<.wlcrTW/trZz~`HP2G|.R

ix;>GB8
LaY^SU B4?^W[_a9N_gR\ C]`YaU9N_gR\ ?^W[_a9
LRSYVYS OYU] NUR`9LRaRTYbU ?^W[_a QY\\R9

?^W[_a CaR9HdS[g ?^W[_a9 NUU9
GXU]RaR ?^W[_a9O_[XR\Rg ?^W[_a9

?^W[_a E_fRaT9PRaR ?^W[_a9
?^W[_a AU^cdag9?^W[_a LRaRTYbU9
O_[XR OYU] NUR` NUb_ac9@Rg_^ CaR

EYWX O[g E_cU\9PRY IY^W E_cU\9P_f^ QYUf E_cU\9
NYeUa LR\RSU9OU^ ER^ E_cU\9BgeYcX E_cU\9
GaReR^ E_cU\9HU I_^c E_cU\9? K^U E_cU\9

E_cU\ ARaR LX^_] LU^X

OcRaag ?^W[_a9LPA E_cU\9

?^W[_a E_cU\9PaURbdaU KRbYb E_cU\9

IRZUbcYS ?^W[_a9?^W[_a DaR^T L\URbdaU9

BRaR NUR^WbUg9I_^_aURSX ?^W[_a

.QixGBl18
O_[XR LX^_] LU^X E_cU\*

NRVV\Ub E_cU\ HU N_gR\ LX^_] LU^X

iU
tq nKZMBlMyL@KR
uq nKZMBlxQ,U+qQ=.XSQnSrVb5nK_?De`PI]Zn[T~Z4<1RjMw^+xS`UjxssR
gc 7ypn}TehnHzpi:~^tgWj,y|pi>ugu5*xdRx8eXArP1.Ei\<yKans}Slu5*xj\xE

*+x\<LU0nZiJCyOY?2yw9FkD=/m40jzl`fhdk7yptg|p,y{ki,v*bJ{kOoy2Qnk{
q4w[l_it~]sk

wq E[Lsw]IF=g5f}~6PbxB5Dgl5zTBG:P2VD1PPJS`[W3zsLKP2G|.R
hc qhnHh}f4i3Mi6{kOV--,v*8e{1G?ywH|p1mo/nIa@BIbi+rvhnIN|niywtc.;`

yit~]sk
yq 8<s/t\~>k8?,?lWClqMBP8wA<\J8</S99R
zq XXSnS5L4Yk5.+lyLnvO\n-mnSp+mpR
{q vemEP@ZbxI>*|o-mA+7p+nSmpR
|q K^cCzQ\0zMlQq,QK^Q8<NM5kVa5`PPT/,xz|O\@LF>CUCP

JZGES<\7iPkzWK,^R2@aUCI>*|\kPoc/V4Q[T,^R
tsq K^QkV5NM\v|?_PJ=.\z5`99P2>HCPkzWK,^R
ttq ZlxQUMB|xFE||ZWvDP2K^:Sl>iLPvez4yW[}VMB|xFE|vD\h<7QR
tuq JlK^.r5,?Dllk}2eUiPlQ;OlQ_v5nS5L4{b;calT/h5nSq+4@A~0K5`4LR
tvq @]Zl\J>Z=o99PJ9PCWK,^R
twq veTIh5q+4SAI>*o~0K-1Xnvx^YPJlIO\nQ1N=97R
txq @mvlaS}PGJSXnKZ>*5*ssoYPveT~0K5`-1AES<\A>*cGSPuTIh5nSq+kLLL q

L?D=EDIG9K<Bq:EClkQ83XcR
tyq p\XSnS5L4DIZ4`,NzVximF1vnKZ[\qdBdhjH+9PnK_2,ZNzVxim[1vnKZPyiZ

`7QoTJ<17olPJ5c/VLz<1|Jk;OlS`jtxsT>D7olPq,MB|xFA4,x[TO\@L|0zQPz
bAQbF4<P<|7ol;Az~7oP@]f<Jq,MB|xF|8t-899TJZG4PXSnS5L4q+kLLLqI?:>AqEG=lR

tzq 9{~kTE=97n^P=Aqw/Qv|Pm0K5`,InSM3R
t{q Jl[Ez|EEP`1J]Y99R

0zMli

nYIuSu0`k/~lzevb]0>d

S^UXSr_r E=lsz}xxItz}ux5U

-^UfCrXS Ek3tx}usIuu}vxGS

S^UXSrfC E=ls{}xsItx}xs5U

-^U_rrXS Ek3tw}uxIut}sxGS

]0zop2>hgPoJ0`/VMl99

]0`/Vz~>|MB



 

生效日期：08/12/2017                                                     PDT-I-OPT-SGN-ISP-016  (P.1)  

柬埔寨【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生效日期：2018 年 4 月 1 日起適用 

 
 
 
 
 
 
 
 
 
 
 

每位收費(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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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 (War Museum) 觀看近 30年內戰的實用武器，其有各類槍、炮、坦克車、火箭炮及各類地雷。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 (Angkor National Museum) 館內展出有關吳哥皇朝歷史文物，及高棉民族文化，對吳哥窟更加深瞭解。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 (Cambodian Cultural Village) 民俗文化村的博物館以矽膠塑像，展示古代高棉民族建築～吳哥窟的生動場面及多姿多彩的民間生活。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暹粒 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Smile of Angkor) 耗資 500萬美元，全方位展示吳哥王朝的大型歌舞表演。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26/ 港幣$210 美金$13/ 港幣$110 於酒店內休息 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 (Sunday Market) 民族渡假村是當地人渡假聖地，有柬埔寨文化傳統，有水上人家，有各式各樣的特別水果及小食。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建於 1917年，館內展出高棉時期之珍藏雕塑及稀有文物，不下五千件，還有十九世紀的舞衣、神廟雕像、木刻等，一一展出。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22/ 港幣$180 美金$11/ 港幣$90 於酒店內休息 萬人塚萬人塚萬人塚萬人塚 (Killing Field) 屬 1975-1979年間波布特政權統治，赤柬公屠殺三百多萬居民之其一屠場(一睹殺戮戰場攝影現場)。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 (Phnom Oudong) 位於金邊市北面 45公里外一座山，是吳哥皇朝後
16-17世紀末之烏頓皇朝在此建立皇宮，山上有神牛廟、舍利佛塔、皇帝陵墓、16世紀中國幫建的降龍廟(用於破壞柬國國運風水)。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 (Toul Sleng Genocide Museum) 

1975年赤柬統治期間，將一所中學改為監獄，大批柬埔寨人在此被處決或虐待，館內陳列所用刑具及虐待時的相片。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日本料理 : 鐵板燒 (鮮尤，魚片， 肥牛，炒飯，炒菜，日式湯)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特色大頭蝦，筍殼魚，大頭蝦三吃 : 蝦身 XO 醬煮，蝦頭椒鹽，蝦膏蒸蛋 

美金$20/ 港幣$160 美金$10/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金邊 

自費餐自費餐自費餐自費餐 

(Optional 

Meal) 特色當地中餐  : 八菜一湯  (筍殼魚 ，咸檸檬鴨湯，走地雞)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 (Khmer Style Massage) 享受傳統柬式古法按摩，定能舒筋活絡。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不限 美金$12/ 港幣$10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暹粒/ 金邊 下午茶下午茶下午茶下午茶 (Afternoon Tea) 金邊粉 + 半條法國麵包 + 飲品 (咖啡或茶)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9/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西港 海島遊海島遊海島遊海島遊 ‧包乘船來回(約 4小時) ‧包浮潛用具欣賞珊瑚礁，於島上享受陽光與海灘 ‧簡單午餐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38/ 港幣$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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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括交通費、停車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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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