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78695>C=?@=@>?D HEJ;J;IFG;@BDKKH<?

-[UdT^|xyoK
J04@-[dA-@ks}4135k@T?p@S^yvz@

cCgI<<d6;@TFdT9}`@MB,t>f<f3y;: j164}@

YFLKo/@@~pRJTi5U.2;.5UDG.5S

H{g52?mbQH9vMI

+/-,.~*-

Kwx3<-[
MV^ZCnClpSG\?^B4N`t~z^lsi?AeyqSiQ

/?WT0S-KwG\?Ij?bU1LHzZC+WzKwx3A

M?@BECDF?5VEDN_xLDmFnlnW,?Rr4kL+`v@xx

zk@n?_HfD<|.9AR>A

>VO*<dT
BV^SZZ]`^Kzt3?=D3\^B53{?Z+K4<oPoZaQ[\

K[N?WZCQ/z:6Kwx3A:m>LClaEH=?Ied5

bm*W?1E;\Lwm=Ln?ttu^z.C?A=Gr?VAr

?bZCAu3zw1r`Ak^/B3^1U?nLB8**8-zQ

/td}G}A

M7`zN;_19?bWPB@<@~p?ps;c[/i3MZ=@

~@[hN~p~5?DG.5@JTi5@.2;.5?s>Owzd

PDjpPG?O[m<tPN

T @~ps<vh]35?Ehz:`3T@1L|P=oNH?vJZrA

M?<Tg]2XN4Zb[a<m>LCjf}?N^Zb_]<1]tTK\

n?611N?Iq2QB:X9}P051:0^p?9}buq<P

QTFWR?pkrLhNdTjp5RA

M=DAIH >CGEBNkZ[Z4kZ]<zfcLnBQZ9ecR@ZC2Hze

6SVbu?gtxAN^h,zLnX]x@A

gy.y5 qy.y{} j}3,5y*}

dTJ+RYFLKo/S

SJW@D
ZW @PdTn^B@<YFLKo/z@~pshNRW~p5RA

[W k.:@^V,B/iB5]xj@ks}4135k@TpoA

\W ;_dTf3y;: j164}@-TF9}hNpk5RzmT;z;4ug;A

MB,t>f<f3y;: j164}

-l
mT;zZC ZC ca_b`



+,-/.0* 2423 3332
78695>C=?@=@>?D HEJ;J;IFG;@BDKKH<@

ZC
+/-,.~*-

dTS`IB@<YFLKo/S@~pTRG3M

Z=@~Tg?hNJTi5@.2;.5@DG

.5NNSSTFdT9}`R{ZCwML9}`SS

-cTF9}@Pug;Ro\YubSSMB,t>f

<f3y;: j164}RGX}S
P @~p<vh]35?Ehz:`3T@1L|P=oNH?vJZrA

B mT;z;4<ug;DaD;4dlxiR8>tz3dCA3J;y/N

??WmT;zr8\X]AB>t:3zx|R@/ikUz_qzJ<L

czvR?J[PLBzNaW^Yz[YF}k?E7TD`8zX]E?D

W*VF:?W_;zKL5@oTA

CDE@

-[F,@CDEB

,@F-[SS^yvzRGX}SS-[dA-RVx

[0SSJ04RGX}SS-[C\
B S^yvzDpLhN-hahhzSr@S}@FSr]V?nLhN-h

S^hvA

B -[dA-DL^Zb[a<Zb\]<?c^7=Ln?aDA-AolL?A

BJ04DPa>naELh?{QZ[>nle??{{pLU]0>nzJ0

4?|BaDJ0q;?IQs]o]DHbea?9nwdzqto[^KAq

;so4:Ba8?kwUB\GA@1L-h~bX>NfRA

CDE>

dTS-[SkVs}4135k@T?ppoTRGX}S
TJPvjT@6kN0WiE?vJZrA

CDEA

-[SdTSZCcCgI<<d6;TSV,B

gy.y5 qy.y{} j}3,5y*}\/iB5]xjzhNp5S

dTC\
B <d6;D^Zb[_<Zb]^<TqZCz<d?WZCwNT0g:<*:zw

NTwgI?<d7Z[^m*?ha64.P?n4dTjLhU\DS

;?1nAEDwbE/?V/w8m*~=N

B V,BDV^dT\n.?{mo^]1t~?BYm\1C?1UJf?L

/>;:XwA

P]X6;L?+2i33zU73UG6

\7Ogy.y5 qy.y{} j}3,5y*}mH9tGUHb?3:@9Byv/i

O-[PdT}Jo\gL

CDE?

ks}4135k@T?p

-[dA-

dT9}`

mT;z;4<ug;

>



+,-/.0* 2423 3332
78695>C=?@=@>?D HEJ;J;IFG;@BDKKH<A

ZC
+/-,.~*-

gXEID

r-,@jKRvpS{g52

KJD,@X-[ vp^__ oA^Y`^YQ]xZ^c[^m*

2JD-[X,@ vp^_` onxZ\^YQB^[ZcYY\@

TgXLb7Bnm?AAg~tOEIb-

Tg~tOmbvZby

Tge^m:@*ey+zkEYM?Tvykb+PW?

vJZr

UD

ZW KSSbyWcLaTOA

[W KSSbyWjGRD-d@13\L@KL}OezKS}h\W4?^eSL0].Sy@=?qV

{J0|R@\SDP^^YA

:6 w/xQ4J9< Q;`RJ{eZWhPp9/3xJ+Xh*u7,cH[xeQ.UGGn2JT~

/>^tVcIN*u7,KT,2f8[T~BL@QSJ=0/ER,r/Zz6L1*ortpp

0N2:88J|6W{L

;6 S9<}`R4sJiy1^387;4lq~J32aka_Y]j3O\@4Lw1^l`hAyQq~CJ2

am^lAB~]j59[dCU3O\@4[a_Y]j3O\@4L

<6 SmQ;m4gtnsCJvaqENk;jYfxe1q:,/Z;3xqPw>Q<3-/<4Jiy+

mQ<DbtJ/ZWb=}\/J|6W{L

_W |xX;_jl4qzmLlq.?vJZrA

`W J,@KLzayKRukfSLaKHEH@9YKLl0<uA

aW HW_|FES_j^~/,L9YU8vl0KL<uA

bW SJ/V~IzgXEI@qf@SJ@oMW1zo+N:@?3Lf1+m,EH29NBVlz?

@=J|S@_vU?FmPSf|A7ENlz^~/NHh?AatOy[0]f|A

ZYW SJ@o+zW1Dg7Bmz?A13?M:@b-A

ZZW SWjG]by3+}33oSp~2?7SJ|6tBUa?HWmy}PV09by3+}33~2

z@Qn=A

Z[W A^SJ1Nz9h\WiR47jn5FW@/dW@KhzKLzay*.?aNSL4f:KLn`[

iU.uSE4[DA

Z\W DYSWbA~S1Lb-?_FF0PSf|A

Z]W HWL^f:n`[SU^~/L.uSa=JKHj|K?A;^EH@[6P1-vA

Z^W D<QW*h[?J@SJKSS~/zcwUAK?HWL.uSE4a=U|S@_U~//q}?

+L^f:KLn`R888W8,0*1053y7}.W{1/S]IwwuaA

Z_W M_,@KLzay\^Ly41ym9jHkN=QKSSMzSVJVZ\<Q-?KS}71Ly

m9jHkM=QKSS?\HS4n=LLA@=nQW?AzatOv~@=oA]/dW@\

P\YYCB\nQW?qfby3+}Uy1+0]EH29ogX@FXeUGeN8@HtonQWe

UmbnQ?DY3QAqfby3+}owW2Kb-C@=JAe,@KLzayn`R888W5,{+-W

13*SA

Z`W b2~]L3A-vKJ?1Wq{l=hN?kuSE47>KLElA

ZaW A^T;n3|M?TvAYvb-A

|: Ay xy By G\ W1oM

Z srcI@Z={Cr {KsXr@Z=VLO -[ w,3*1Uj13,;10Ut5y3f,5:UgQr6yUs}*y.,y i1.|U,c

[ oMs {yV@s@Z=emP Z=iI@Z=c{ ty,*10 gy.y5Un610* u+y0+ j1.,|y:Umy ty2,0y55}U

dTO

\ oMs K{/lr@{fI ugVtO@,uVLO uuf j15}. q3}/,6/ gy.y5Ut8,44Ve}.Uuuf j15}. q3}/,6/ o*1{ my0U,c

] oMs ,it=@|f8tI i3,.. iy3|}0V e6~~}5 eer -[ w,3*1Uj13,;10Ut5y3f,5:UgQr6yUs}*y.,y i1.|U,c

^ oMs

[i5rmq2h37|-q;<]n-dx.f6wgYbztpun;<lc:vY}1j~h4^;_,Y`\+e;<]*s9Y08y/Z

H+e\a{o]*s9Y08y/Z



/ 

生效日期：14/11/2018                                                     PDT-I-OPT-SGN-ISV-027 (P.1) 

 越南【自費項目表】 ( ( ( (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    
((((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111 日或之後出發日或之後出發日或之後出發日或之後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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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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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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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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14/11/2018                                                     PDT-I-OPT-SGN-ISV-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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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