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H6

QRSUTVP XZXY YYYX
]^\_[edcedcfdeh linanamjkaedg oolbe

MJ
MJuz7,hMNu17Hl<>
lC1|dy{is:MkW,@m

84,2E>Cwly{iseuceR:m

h3C5e;{p}Te9As,4dew0Vmae

wH6e5jjeBkp}T

rwvsupqt

DSGFMJJz07
h Q3awzM;d{7D|M;L/}3mFUFNW:y53M,*zC

5dJy93M^xh|u,,{C-|CfC5:TIRyleh7

ueO[^Tei;^TepCG~>h;C[md=Gx6C-,d

*VnK<-{i*Pe~dh6e*v{zM,Bk\>dI6R*

D,GFf

>.wH6h5^R:su-
h @0A7R:xEot469Y,+6d6.RxE63Yod{Nfa@6

4;17Yd-=lT,qz~_wH<d/Gx-DJ=ER:sf4Qg

xd?B>.F22Y_AldLAR:5-G5^YW*A:,/@d

^lT,Sj-_0bP|K-f

9As,4dhucV_Tsh5TqCV5T
h4t4<T@6E>,9As,4ddxao-ixsU03d*K<

>UxMnE>,k4@d@.go-jGV_,jIvk45Mf*

g>.Jjw0ma;Q6@dVnK<LXa@glVmdHTig

BJ]Ou5eO,MJQTxfdGc4t5TF4w0>ntCd

qCe,4dV5Tdx2LAFUnndx2y~GGFqCTx,

{gf

`@Vmj
41 C15@|dy{is:M_D=_akWd@Lo{xCf

51 chK|u= >8N|nh3C5oeHM;4[U:b{W:a,+27

@d4TF49AsdxMgQH5==7vk4@d*5MK<4t5T

qCw0>ntCd+1E>VGk4JdLXglw0{mf

61 c75@S1dq:cZkW@:ebeMeQeQN]pSGPD2R~

TlSeMJZD1^FCdSSV_C5u1f

h3C5

:oPx

T49As



QRSUTVP XZXY YYYX
]^\_[edcedcfdeh linanamjkaedg oolbf

MJ
rwvsupqt

35;y{is.bh/wMJBkp}Tw;{p}T.c|u/wOx=.G`OX/0w

xw2=}.r=}/0w:oPx0ws-Ghl.nMap/0ws[K.nM/
b G`OXjFROx=dxETe4<95M^4<99M/Td^GJM[X,2y:Mfp6Rt433T25^Td\-T^T;2NGA|~_<

9m;dF>CHEH8R;lOZiGdH:nGV_,^qM8RfYA\^?R?{F<X_vXkTR9k;9<l=xdD6~Ed

hpK31JedMOx,BkLIf

0 G-mSddQ{glJ|@xMf

ABC=

y{iswh3C5.c|u/,wy{is;35
s b2C51]Gesd+Q{X6{G~R~\h|@xMf

ABC@

y{iswR:s.JbL5dSqH}/w5jjwwH6.>.6iwH<d5^R

:su-/,wK57^w]}0.h{G]/iGd]}MhV_N@/
s O|wH<@d.at[qRXzdLG}t[[|fGAR:wH6cLvbCnSdd.~hxM*}YM.jdf+Xbf

ABC>

y{iswucsw.44<T/w9As,4dw.H5==7/k4@,wc5TF4

w0>ntCwQ6@.w0madLXglVm/w.44<T/wucw70L:Mw

vU.MJn29{G/wH@jwy{is
, G6s-7w90STm`2dk4@`@.*~hGZxMy<hLf

ABC?

Hj
41 K`>juJ:T7\.f
51 K`>juJ8cZjeUeqC94eK49iAGK`/m3{:dev>L6n=>FPKd-

c5@?6.5D/j-733.534<M4R4Qia?dHh-773/f
+| czo:*;~}:~I<4hPJC]Cg1z~o4nE]sa,vV8HdWDq@7:Yx4G

kz-OjBM:7sa,v5GvxR.HGk0=7:F4,sz5Eo]zGfz6vlZi_
[g{7y*}}4Q~oWU}zF;m\9N|6

71 G63>gMeunq/C8Advb@|<V_u1d.hK<C5:eMNSf
81 kW2b2s[R.KSAS/:{.Vjudv[yts\kWAjhnf
91 n35K4i7ho.HC?/T7KQa?GhLK4T?CPf
:1 Q{/xbT>t[ew>;LhL]GmK4T?CPf
;1 `@6_82,cW/Je.]e`@ekWd,GK1CK<d.gbAY9;a?Q/\R_D

vd*7+x1P=mHdG9j`].fGTCDvew>V?{dHuAihi6n].f
<1 `@eK1Gd,,4VSyd\qC9UK<hndGR,vdG9j`].f
431>J8c\juBYy+B;>GW~dG`@s10RHidQ{9h7jn]4juBYy+BW

~,A}j2f
441\.`@gOGHm3J|.CGFv=bJeN;JeAYGK4i7h:4OuC/gDyKK4V

^bn]=B`r:b.f
451xA>Js\w>qLhndfQb|j`].f
461Q{geyKV^b1]ew>L=B`_KnKQ[.od\Bea?GiF0qnmf
471xCRJ1?Yd+*1nK`>w>G\1PHodQ{g=B`r:_K]x1P=]w>6x

/d<geyKK4V^.```1`SWQXW][M_OU1NXV/-2ng|uf
481M=35K4i7h3eph:A+948E}\KRK`>q,NzXz*,|YLdK`/GA

p+948E}qKRK`>dUE>:j2Lg\PKjMJd\GuAi}8PK;\-N;J5
D-483iR3jMJd.]juBYy]hAY6na?Q/;cWebWA]cA\mP1o;jM
Jj]9[jMdxA;}\.]juBYy;nRBvhni*7+o<35K4i7hV^.```1
]SNRT1X[Q/f

491hAb-g+QnmK@dq/.5b2YVd}B`r:e~K4/gf
4:1\.?X^Bx[dxC\A}hnf

cW/Jj
M4zQ.?L/2MJ.JD/c0_DQA-cZ7y{is

RHK1z03{7
Oi7>g=}./--LB

`i7>Y=*+/*-9+g

k6K1z21{7
Oi7>g=}./--LB

`i7>Y=*~/--+g

tcWLTGR*~dH\c0Ai/Jhn
tu>9[pXjuf

+.DS[0-eN|=Mu<~

*nT`>2R|z[FU]8YU}cK<y57-R0Ez[~

8I JS 7S ~S j> R|z[

N G?6I;MawI:i
aZS[XB,?qtOS

GL2/}6IQP}KLH

O z[4 BP/RLsWS
EAvFWO} nT`>

*D6htKlQ/

P z[4
m_bd5/}

;+96V]4
pT,}tODL

Q z[4
blogtpsz[4

H^o11}P}6}:}rINSS

fY-R>193kx
\hx bpsmg

xxxKtdljpoKohxxpsmgkpuhmtKfpn
m{gV+0.A2z[\

blogtps ]md{d
xxxKxlogtpsqmd{dkpuhmKfpn \

Wrvdupsldm Ypuhm
xxxKhrvdupsldmKfpnLkfn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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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