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78695?A=?>=@>?D IFK;K;JHK;?@DLLI<?

_fWShS@R[W6HQU
_MP9jcW9Yfrtzwoyq0crwwz ev}}+ mz*y0

muzxo| mz*yQ09b5ZUD.:hSwk|0

1\:~5:0_fW0aQ_0

|O>cv}ogoww9dih i{puo{q:0

kr|z{} nz{wq lry}z|o0J,6|mg

[ccakRWmQk

9jcW9YfrtzwoyqPhC:V{iK0Q

- YR2uZV/s92,VvxYHfH9jB^p87jeF8{9YD1

]\>\/~9]Ks]?m/h+84D[|m09j9Jm0vE9YV

9j|pK1

crwwz ev}}+ mz*yPhs0Q

2 EHAd\s~mjcrwwz ev}}+cW9Y/R9crwwz ev}}+zSKcg0|<

vEeP0aosrV;^y[/MyALV crwwz ev}}+Vbro{ boyvrwM``B

aeSn+1-crwwz ev}}+erij1[4

_fWJ,6|PhC:V{iK0Q

- ~]HcWm/b57jjU?wMQ0b5EHd=huf>fPbnn

XGQ>0=m6O>4cWjs92,K1Ljdb5`jh7Ktmg/

LRBT;^y0yI1t<D/,r;Q1

/-.h1t<D

2 yIFm?P<icS=B<OE0.2YxVW0_2L\CUO0

tX<DOAVK0OLT-K/`tK{I.1

R2ER9j9YPfrtzwoyqQ

PhC:V{iK0Q

/-.h1t<D

J,6|PhC:V{iK0Q

.h



+,-/.0* 2423 3332
78695?A=?>=@>?D IFK;K;JHK;?@DLLI<@

[ccakRWmQk

.h

HZ
ol Apnou\w,o+WUZ2k-oAfRdmY@p9dBh5_{F{nZyonrp\Bo@f66Rg]Uhc1J

dmY@Chjh1W
pl BjtM_ImilD=W
ql BjtM_Im4nZ2NV_WAoVBo+7E{BjUvjc7UJutC4oRtz_8U{lJ?TK

f;ygZesnnfpnow\o,o+W2>UdtessngW
rl 8\8T{*@GGJ -DNNS 6JQI{6CJH<M 6JQIspzp{oS7\UfZ>8n21jTrEUxy;C6Ufnn

x9LIW
sl Y3<Wr4g6/.f8Tspzp{oS7\UfZ>8n21jTrEUxy;C6Ufnnx9LIW
tl Kd/i981xQx]Ifn6xn`I{QxDa2 6klg{;Q\zpo\;g-BoiGW
ul Zq,v^uTKj~5UfytcCbq|,v^avW
vl Zq8Wj?Cc*xOFOUdytcCd:oXuTf4^tgW
wl Z2k-{0F~q8fF?W
onl y//-7ns:m7QG/tNc7f6RT32>U2NE<u7`7f7pt7JsdmY@~nUc2N=;*t

7dmPaY@W
ool Y@QP98zpLI*q{4o_IU1G/Y@f>U_I0Y@t]U:RY@`7E_WAoriW
opl\2;Bo[lZ]f6+{gilBh2>cZJBo|TbLW
oql hcia3ct;QJ2SPCZJE5-|TBobLW
orl ZqmDY\V`6^8B6UU=RcCm>Nt.@H0UfZ[moSbdNt.@PkE]WJc|TU

X:LUW
osl j?YGMlSSKjAVE|Vj?VY@me{H0B[mUf6RURnP2>+8faGr`Uhk:a

?_B-HU>n8j|TWZcBr`J2Sk>?Ud<u7Zn4o|TW
otl j?VH0{meSIkbwU0_Wlj[mt]UZa;`U>n8j|TW
oul tIm4rM_0Rb60ptsQ5UZj?0h}aHLUhcnZL89VjM_0Rb60Q5S=eX:W
ovl 0hj?3E{6vjI@f1ZGP`3IV~nIV@P{Bo[lZNX^<Bg6X>[Bo}OrwER

vj`7riW
owl 9wtIs02t_Ct]UK=348j|TW
pnl hc6J>[}Or?EJ2SCRvjP8\BhQT]U0aJ2>cnY>_]-W
pol 9bGIWqMU:h?\Bjt2S{{Hvd]j hc6Rvj`7P8Ea?_BE2SY|-U,6J>

[Bo}OfQQQlQDIBJINL<P@Gl>JHggl.YQ<W
ppl DB2;Bo[lZjJ^Z7U,njmsAf8GBjt_Subdbefdm}UBjUZU^,njms

A_8GBjtUxst7X:C60_8XtIU0{<u7*M_8p0g~nI;yeosnYajXtIUE
|M_0RbEZUR4o2>+8pSKV3KEE4Ef5_k\pXtIuEnzXtU9w\e0E|M
_0Rbp.wVat]Yhk:_p2;Bo[lZ}OfQQQlND>CFlJLBgW

pql t//g66`]-B?U_hEJ*:PkUAvj`7YfBojVW
prl 0hu-S0aeUaw0wRt]W

SKjAw

3tdFf{:gmdF;Pf-ygmY3<f53g{6`mu75DGF yDLf/+g
SVu7CZ

5?ZzgyoqxqncW/

V?ZznhovxsnkH;
XSKCMZazyUd0SVu7t]W

XK3Y3<SV5?AOO<dvUQaY3<cEW

XB8]L`3IeopnnUEta@8tor+fdFgEou+fY3<gU
02>+W~{W

XB8]L`3IZG/SVu7I`f;CUajI@{gC

:p9-*qU.w0SVu7jAt]W

Xj?6RzytY3<MOUOO<vOZ;UX:LUW

FDw+UW@jo~vwvzy Lh5:@.|Kt@fz} WV LhOY@El=,@tX<DO~*+y

+UW@oN>V;^e@wE7hz@YqR@[P6PPmaQ@x1J[.rs[@:kDr>
[@hSw@;b5ZUD.<hSwk|@1\:~5:0:yq0kN`|<0iuXKyq
?4vwE7hz@YqyG/sK4w]+UW|pQ]G/^;]Z4

~*+z

hSw@_M@;R2ER9j9Y<frtzwoyqPhC:V{iK0QPPZQ@EH\s~mcrwwz ev}}+
mz*yPhs0QPPZQ@muzxo| mz*yPhs0QPPZQ

~*+{

_M@_fW@}\*i5kr|z{} nz{wq lry}z|o0_fWJ,6|mgcW9YRPP[QPAsheQC:3
{iK0Q0h7Ktmg_i*NM9:PP\Q6@hS@R<DOP*HB93/=?]L<DQPP_Q

? LJXa>t,ZaV,\Va_dGrljf0s0H=/4}Bb~J,6|mgC:/jf0}_C:s01dG9ZfCpTHdT?zjp
TEb1P}B;.V3exYzEYf/SNwTdd1fC/nu;-OPRJ/oQ

~*+|

_fW@pRa|@c|*d9cF5I|:PP]Q@LB1Z1-aQ_PIBOQ@C`6@L\J
uLBZUGPhC:QPP^Q@BW:N9Zhq:=vLhPM.K{Lhn:/h+|O>cv}79
bFjogoww9dih i{puo{q:0moyt| jwo,o0nv|xo `}{vo0htrr `yy av}+0mur jo{otzyKQwFD

~*+}

|7 `N yN nN g: y//-7ns:meY@ y//-7ns7meY@

_g{0F
d0qqQ .@ /@LD?D@Im4@I<DMM<I>@ *JN@G f9@MN 9DIBgm

o SEh
fFdX{Wp{0g

OO< ~L<I? /DGG@IIDOHm5C@L<NJI +HK@LD<Gm2OGGH<Im|JO=G@6L@@ =S *DGNJIm

5C<IBLDk.<m*DGNJIm+IN@Lk{JINDI@IN<Gm9@MNDI *JN@G

p Y@`N
=e@*g[Ti

N,8W.:; ZtB *JGD?<S +IIm4<H<?< 2G<T<m*<NN@Im0JPJN@Gm6C@ 2DI@M
}9<~<

q Y@`N m oCAs Yl
6CDMNG@ ,JCJL z<CLOm|JO=G@6L@@ =S *DGNJIm-5.m/OND<L<m

z@LE<S< 9<N@LALJINm2OG<D 5KLDIBMm*JN@G ,@I 2ON@LD *<L=JOLm*JGD?<S 8DGG< ,z

r Y@`N m m Y3<

s Y@`N qsHedR SEh [H2;

9h3S@~TyY|78/`ia<rS?Y|2 fn{v ]wn{vr g~n, Q ^~{nxn hu*r{ ^{zy} Q cu{nxn{1N[ccakRWkA\O

d0qqQ /<I?<LDI 1LD@IN<Gm

5C@L<NJI 6JQ@LMm{JIL<? {@IN@IID<Gm

}<DLHJINm/<I?<LDI 1L>C<L?m

5QDMMJN@G 6C@ 5N<HAJL?m2<I 2<>DAD>m

~L<I? *S<NNm5C<IBLDk.< *JN@Gm4@B@IN

h/ *JN@GmyH<L<m1<MD<m
4<H<?<m{<LGNJI {DNSm

|JLM@NN *JN@Gm*JN@G 4@I?@TPJOMm
2<LF *JN@G yG@R<I?L<m

}JOL 2JDINM =S 5C@L<NJIm
2<LF *JN@G }<LL@L 2<LF



 

生效日期：25/05/2018                                                        PDT-I-OPT-SMT-ISK-004 (P.1) 

馬來西亞【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吉隆坡、雲頂、馬六甲、新山、檳城等地區)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出發適用 

 

 

 

 

每位收費(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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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椰花園    於巴生港椰花園觀賞採摘椰花酒過程及即場品嚐，更安排享用由香港名廚推介豐富海鮮餐，一試原個椰子冬蔭蝦、椰花園鹽焗雞及啦啦蜆肉炒米粉等；餐後前住夜遊 KLCC(吉隆坡城中城)及品嚐特色珍多冰及特色咖啡麵包。 3.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馬幣$120 馬幣$90 送回酒店休息 
螢火蟲自然生態遊    於紅樹林乘船欣賞螢火蟲(包晚餐)。 3.5-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145 馬幣$110 送回酒店休息 吉隆坡市區遊    參觀中央市場(手工藝天堂) + 包乘坐 LRT單軌列車(1 站)+ 品嚐每人一個特式咖啡麵包及 地道風味餐。 3-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馬幣$100 馬幣$80 送回酒店休息 吉 隆 坡    
娘惹廚藝 + 美食之旅    美味娘惹廚藝 DIY(了解娘惹製作麵包醬料歷史、教學製造過程、親身 DIY 製作+咖啡或茶+傳統麵包下午茶) + 飛輪海購物商場 + 台灣美食 (台式佛跳牆、螞蟻上樹、夜遊星光大道等) 3-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100 馬幣$80 送回酒店休息 馬六甲市區遊    乘坐特色三輪車遊覽馬六甲(約 10 分鐘)，參觀娘惹屋，品嚐地道風味餐、娘惹糕點及時令水果。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馬幣$130 馬幣$100 領隊陪同或自行於附近 自由活動 馬 六 甲 馬六甲遊河之旅    乘坐遊船觀賞馬六甲河(約 15 分鐘)及一嘗乘坐馬六甲特色三輪車(約 10 分鐘)、參觀娘惹屋，品嚐娘惹糕點及水果自助餐。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馬幣$110 馬幣$80 領隊陪同或自行於附近 自由活動 新 山    螢火蟲自然生態遊    於紅樹林乘船欣賞螢火蟲(包晚餐)。    3.5-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160 馬幣$120 送回酒店休息 檳 城 螢火蟲自然生態遊    於紅樹林乘船欣賞螢火蟲(包晚餐)。    3-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145 馬幣$110 送回酒店休息 



 

生效日期：25/05/2018                                                        PDT-I-OPT-SMT-ISK-00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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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09/01/2016                                                        PDT-I-OPT-SMT-ISI-002 

新加坡【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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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收費 (坡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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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巨型魚尾獅像 (Merlion Tower) 登上魚尾獅像觀賞聖淘沙美景 (Merlion Tower Ticts)。 3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5 人或以上 $8 $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飛禽公園 (Jurong Bird Park Tour)    園內之奇鳥珍禽數以千計，令人樂而忘返。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50 $3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夜間野生動物園 (Night Safari Tour)    乘坐遊覽車，於晚上參觀有如熱帶雨林的動物園，可以看到各種來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動物在夜間活動情況。或漫步於林中，近距離觀看各種動物生態。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60 $4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新加坡動物園 (Zoo Tour)    園內飼養了數以千種的動物，包括罕有的北極熊、長臂猿、科目多龍等，可自由乘電動車或步行遊覽，更有精采動物表演。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50 $3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夜遊新加坡河 (Night Tour)    乘坐懷舊式的駁船遊覽新加坡河，沿途飽覽新加坡兩岸新舊交替的美麗建築，遊畢後前往有美食大排檔之稱的老巴剎或紐頓晚膳。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30 $1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河川生態園 (River Safari)    新加坡野生動物保育集團旗下的最新景點。坐落於屢獲殊榮的新加坡動物園以及夜間野生動物園之間，園區內的八大河川展區爲遊客提供令人難忘的探險之旅。這座耗資 1.6 億新元建造的嶄新景點，包含了先進的展區設計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族箱。園區內還建設了世界上最長的人造船遊，讓您一面享受遊船體驗，一面欣賞動物於您眼見活動的景象。河川生態園內擁有超過 5000 隻，來自超過 300 種類的動物，堪稱是世界上擁有最多淡水動物群的動物園。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50 $3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