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14* 7978 8887
<=;>:DHBDDBECDJ NKP@P@OMP@DGCQQNAD

x=^7f98EN-~M

4dJYenGaEMm*zCB:3B {/@9ZMP}t>Y+Y6ZM

x/wYx/w_KM[knO4yM}9G ~=E3@gD/+7

`*bCdZMkk.Y9*~[MnT~[]YiZ^Z

4655723618

]D]?R
PKmYsxZ9*~[LoQcD;+{Z<c0N

PC_x/w}9G ~=E3@gD/+7`*bCdL:rz\dgaP4yoQx/wq0N

PW@XX`2r@/<2 w3F7A {=@B o719A=<J|zgOa|\bL,gqRLh=8EP}+=N

YsxZ9*~[I/Z9>kf{}ucW

_er^kk.93M}}kez{eYL|H{Ie/c7k,L?YJssA~NL>|Lc3bc{Fu:Y|fZ

MW=L/Js[spa_fTYkZ:V{IPZLFu?~c-Bn<Bc~|xr]{[tL^RG~8B9*26LvW

5Oi2Iec[Nd3bcFu~Bgis7{]9*~[^c;LcD;+9}g1{W9t>Ndc3><LzC4

nnz?x=^7{>VoLZc3\{{MK0?N

a3w3F7AtRfUQY

YcabhGP/6Z/AyZ~Ta



,.0214* 7978 8887
<=;>:DHBDDBECDJ NKP@P@OMP@DGCQQNAE

4655723618

x=^7

k^FK:
Pv0x=^7YxsZ`0VYn-Z`0V6*YvlZk*yMNh

|kV2
K0Vk*R
K]DRpn4beefCp,
K=DRpCobheaSa6

_ k^N_BLyxLDRk*0`f+
_ U1|_9XVfVbcaaLhTLJ1fbe9LvWAGp

wnN
_ U1|_9XV|SQk*0`Z*WOdLL\Vt7

BxN~ExtlLrXRk*0`FKf+N

cdeb 4dJbo}4yb4dJX6~bM_jxnbEar
]N47Rbm*zCB:3B {/@9Yf:e@3YezgG=MA
ciSMG?M*`i?MJ*i?LR7AcseLc
HHZb4dJ:/6

/6:4dJb:F6Yn=~KZbiM^4yenGaE
b.kSYe,Zb+Y6

cde^

x/wb4dJbb}jAYe,`-ZbC.kxHzA4
b5J4SRb]d8bE^m+dbjE7rzw=@2
xC@C5/3PbTbG.47Rbq6[-sL

cde`

4dJb[r^kk.Y0Y,Q4o7MnfmM9QEZb
[9*~[YNZpCtMb]72wtGZbnT~[YYi
ZZboQGu+0b,,T57Cm~bPS1WvvM
KX`h>aUCWYuMfOM`^fVb4dJ
[ 9*~[{uI|E9UAR6qL/geZ<0,LB9U6qnj0Y,Q4o

7MnfmM9QE7CV9*~[LDxfCV4dJrYZhyZMl?C/@7/ vwnnY
aJA~YZhyZ7c3C}DTLzN_uN

cdea

+Y6bx/wbUOiD3xNVx/w_Kb[kn
O4yb8@T@1b8-0{Tb<OMK{b}9G
~=E3@gD/+7`*bCdYZhyZbu=<93@ }B@33BYNy
RZWF?LSGic{_p\Qp

cde_

TR
b_ vcabhGjHbGpLx=^7WS58h`tR~e0MN7J|\|Cx]ba-~YMKEY~~FZZLNg,e

h`tRNZ]USN
c_ M]Ui~VgQdZTN
d_ M]Ui~VzZVR-aM/>aKMMK1`h7M]~k\g;LerUN3h8U6JDL|_/D:

0Y6]ZRVfaaYcabjGbHbGpWALDfVffaZN
e_ Y/6MK}d|ZY~tnZQdMNWAC9XMKp:@{N
f_ Ngp,XP]Dkiez95N9X[@pp:MK@{N
g_ BNIe{GM38}1H7<LnjCVUO}*8tq-L5|D?]h{->}*8t5]PHL]Pe

}LzN_uN
h_ tR7h?>aY]ctl73hJVL,SQ7tRWOLJVRtRf+LN8tRD;[/>aK^EN
i_ ]D0]2H{k^FKM~eM]DMtR`27q-HD?L5^j<-{5WAG1WL]x*LC=N

,[JcpTLH{a]e}NBPHx*ez9SAsLDm0`|d3he}N
j_ ]DMq-7`2{.SOtLR/>>RD?f+LBLO*LH{a]e}N
ba_UVzZfi~;---;~U|+,LB]Dv7~LThLNg{|1ae39i~;---;+,{FO

s5N
bb_Ro]D0S7Ak\VtY<Bnt9XVMCjVMEh7MK}d|3.ImHZ^?qDMKrd^l[

81]D;^EN
bc_E[UVpRzU/Nf+LfNX*a]e}N
bd_Ng^eqDrd^[[ez9N81]fDYMNi}ZLR>eWACdAY/+pN
be_E@XV+s`LNC[YM]Uz97b+WDZ] Ng^81]D;fD[,[Jc[z90r*L4^e

qDMKrdYEEE_E7<5=<B@/D3:_1=;ZnHr{wmN
bf_Oc/6MK}d|\e[|;<{{9zLvWDXM]U\{UfSfkm>U@LM]~B<[{{9z

Lv\DXM]UL\LU;s5N^RJDsTVLR7m0`x2JD~RnCjV6]VbfaQL\sT
VL~ei~;--[|<-3hWAG1~k^MX^h[ZhW7JGz~sTVh[{asTLE[5O
R~ei~;--~rX=Gf+QC=NBm/6MK}d|rdYEEE_B7169_=@5ZN

bg_f:*n^-K+pMDL/U~/i5hSLv1]D;8AMKFoN
bh_RoVLo;,VLc2R[xf+N

9QE

]YiZ^Gu+0

]d8bE^m+d

9: K} 4} C} Kh lxvv}afx`2tR lxvv}af*`2tR

b kho ` Y>+F +Y6

c tR. nV>yP ` x/w ~63 {7<3A`s=:72/G t<<`|/;/2/ {:/H/`y=D=B3:`o=C0:3 ~@33 s7:B=<

d tR. >LEa+F `
4dJ

{C::;/< m/<5A/@`}C<E/G {G@/;72 s=B3:` 0+f[gtR

e tR.[ >LXym\s4P.9 l5fZN\G:n| x3@1C@3`q=C@ {=7<BA`o=@A3BB vw`t;>7/</ }6/<5@7^w/`s7:B=< vw`}63@/B=< t;>3@7/:`,3AB7< s=B3:`w3 x3@7273<

f tR. ` kho Da/6

r@/<2 w3F7A {=@B o719A=<
@Xh`RJ|zgOa|\bL,gqR

6BB>k``EEE_5@/<2:3F7A>2_1=;`3<`234/C:B_/A>F

[BWACV9*~[/Gnju:tR}*{]cN_LLh|D?8t{>K}PLzN_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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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