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F5R\lR[yh\-eds/

^L,+s\5bV>Ot,~ w~78-2 d~7z69 c3z78 r~7368Vhz6} r3|/ h38~0 d~7z69 c3z78PC

`h*:dyEdSd~7z69 c3z78 a}:~2896~ wz8~6 pz6/Cd]AodSl~+30z2}C

s~z l-*~ 9FyHHC[yhCA2V4Z]Cs/= t3;~6Mhqe,*jNzUC

pz:-0-32XcZ]Cbto980~8 pz6/CLZsE-LOfI

KMLLKIJN

@j

ed}

d~7z69 c3z78 a}:~2896~:ddS

uwy{z}s +-+, ,,,+
01/2.8:67;6978@ DAF4F4ECF497;GGD58

Ls1Wi:~H+{M

s~z l-*~ 9FyHH
E sea life?s1Wif:~H+{B-

@P{,kQ;,\WnBqj]Dsea

life 9FyHq3M,{ADs=x3

r<jud66*X=1j79FfM

wBy0l~EmY59FS4fV

wD-xPCMwppf9FecB0

9[CFTCpT3:a,,BfPM

,.4Kd[s{A9Fecfc-3

VG,~DJ@zYhK

Ld]AodSl~+30z2}OK^]PM
E Sx.*[WA}dF>3g-Zggnd]:9jTC7fSQb/dS,jeB-

InO,^]\@fAodSxBt:^i}4jeBK;SQSeCD+g>eCX

L_X1eCd]UaeCd]?iCyEdSBC,d]0ZDZ[:{A6d

}MBYF:D+>CG@C++}M2CW],D

Ls\@9Mv@I5bV>

t,~ w~78-2 d~7z69 c3z78 r~7368
E v@I5bV>KOd~7z69 c3z78`h*

9=q3Bgs1h}fmz 6 6 - 3 8 8

i28~62z8-32z0H2kQDV>0:Y^\B3

GB>]-S]9OYjfT0c=<

z6iRfs6KRcD

xF5R\lR[yh

Slb~ xpD\OK\Q]Ioh



38=6<? 2;6=> 17@8:>?<8LFmh

[QpLUh

uwy{z}s +-+, ,,,+
01/2.8:67;6978@ DAF4F4ECF497;GGD59

KMLLKIJN

xF5R\lR[yh
s[*JyWi:ddSd~7z69 c3z78 a}:~2896~

E d~7z69 c3z78 a}:~2896~OYWX_5kbs\@9BL[*JyWif:ddSBO,d:

-YX\@Bt0:F:\nAoeB{V? p~2z;z6 fz007O_ud_[PCp~2z;z6 r-:~6

O_ud[PCs,-4;6~|/ r~~*Oi@BYPCt-}z0 wz:~OY799P3k-}7 a,3=O++dSPD

eqF:S*yWiC]n7]5P* [ z0f\7>Fn:/~,ltH:dFVf

:d,ltB>i]Hk1tu8d0qBd=pBH

J=^:T@PK`h*:TS

E KOBM4`h*if`h*:TSO, XWW \@Bx: XWW .Agq:TBcPzf

:T6xH-zf6xs}PCfBYcTSB@FSSe,Apf{A:TB0m

{C?jTCj>,,D

J]jSUWvKs/= t3;~6Mhqe,*jNzUOK^]P

E YWX\5@9B?s[yhW]f6;cBBjUKOW]f[ZcB}3PuW]BZ]W5

SdWv[yhYjDBjUdF:*jfNzU,MhqeB}3P@F=<y-]

jdfW,D

J[yhQgKA2V4Z]

E InV4,eBK;[.nYcHD\aV44y:Hs\?fnLB3SltnUJ

zf]_bztB?S*y|1tW]/yJfQA6;cD

J@xXcKbto980~8 pz6/

E OYWX\5@9B,Yc]BH~[XXZWB9V]I+{CeHR0C+qCoCRqC

|dRqBC,eHeKkH,BH+A2.BVCa{;D

49B 5;A8<YoRd

aqZVlc

CE_f`Dg\X



uwy{z}s +-+, ,,,+
01/2.8:67;6978@ DAF4F4ECF497;GGD5:

KMLLKIJN

xF5R\lR[yh

6G

XU gYWX^5`8X7RB[*Jy<?o|^LV>sVi/3]8gGg+[8XWwsN/}*Ott<POB3]

SO^LV>0FIsDD

YU /I2Rc806-EwD

ZU /I2Rc8oK;GTDCe,.}C/}tR6,/IiRz]sBO]20nV|2+80BgKs~

~tOs8PGM\\WD

[U d~7z69 c3z78 a}:~2896~dSxsF>,}Mj]Bo]9lPH~INDF*aCt3q*CpP7V@MD

\U d]dS,s~z l-*~9FyHHxsF>,}Mj]Bo]9lPH~INDF*aCt3q*CpP7V@MD

]U 0+{4\5Ci^bl,q*B`K}B:9G@zf<hBo]2|VfgoG@zfy|36D==J

hB[sAVD

^U V>{JvdF>@MHW,nV88BS5BV>C9B88CV>LaBs|V>bsFe,.}DvD

_U Njs/}^-]OOticP6-/3H}}X:/}E~|ED

`U 3]efI=2]LO^}y0X:F-VE~/}|ED

XWU I~pHvzfL>w-CmJCI~CV>Lm,<h,2|BoPK*LpyH}7lC:H:dBux

sf}81V6B~pSIJhD0=,:dO^}9}eB~_zR]PnVJhD

XXU I~C<h,Lmfr9<_BCe,z82|LaB0:tdB~pSIJhD

XYU 28oKBRc}Lgg}s2=JfB0I~Zrl:6QB3]p]uSVRtRc}Lgg}Jff|

nTrD

XZU CdI~V4,.Rz8fO~08^xI8C418C*J,/}^-]wn7_,PP-c2/}FFDS

F|{IbsDvD

X[U i628ZC^2e0LaBP8IdSIJhD

X\U 3]POc2FFD}FO^}0|{IH0N/3LhOBC{OH}}P/{eaVD

X]U i|88k7CBsu}N/I2^},Gp=~OB3]P|{IbsH0Ff}81F^}pZeBvP

Oc2/}FFO;;;U;-2+3286z:~0U|31PczW\b_D

X^U 11js/}^-]zOP]s*apto2gC08/I2Qf:\?\`bo:2B/Ii0*Papt

o2gQ08/I2BB22sTr0PC80T88BC,_zR^v80sCc418s8MX\WF:zT

88BmJRc}LgF]*LnVH}7lsL>CI>6FK6C]8y]sT88OFpFT8Bi6

tnCmJRc}LgsW>+eLaFuxs`4js/}^-]FFO;;;U8-|,/U36+PD

X_U L|QcPg9aV/~BesmsOrJ9Bg{IbsWs/}wQD

X`U Cd3<Q}fBBY|C6c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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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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