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98=* @B@A AAA@
EFDGCNQKLTKNLMT XUZIZIYWZINPN[[XJM

/r<fK7rf3Y<
Xef5p@Z

1:Ocl013dW^QOG;ao_K7r^3W

0oReob*1?L;H 27<7H?W|7H:;DI 8O J>; w7Om1Np*W

b3Y<D,ecaN:eW:e5kWWP|L

VXXYWTUX

dnt,|ie

[fbackrlpg

?XrE=a{2\,|j0xv^G*32

L0\S[=x;7vP{srt =g?XS]|

JE=aN1LFv<_9`FAP=j*M

<dv=-X:j}W/{vy^,Zx

+/<370:45+
y~JOkQ45S]}srt=g_Xw99}nYC845ux}II_zY{ur|

yoTs0+|IIuxv>qze>Dv;i[w[b_@K/_1qyGA-w?FmZARY

Vwl@Y8hW{5x

dnt,|ie

[fjjxu/*g

}nYCN1LtHp]E=aBHj~Ru

x4~xUwoT8Cc8?Fjv232]

TfOx3:6j{99}nYC|vYQG

BKD6uv/<VM*YDy|jOCvW

9.UKESj+Nx

|7H:;DI 8O J>; w7Om1Np*

|7H:;DI 8O J>; w7OSUqtr,G{BEM;H yEC; a xBEK: {EH;IJ
Z Qim1Np*Z=v|/9].p*cw7O 2EKJ>dWXp*cw7O z7IJd?/p*cw7O x;DJH7BdX

.p*cw7O 2EKJ>d]9po84Vy@Qip*}37|g/9Xp*utoQO29MjpA

LeaVuHusIMrrugq-eSkl=Sc2KF;H 3H;;dXeSqb`L]qEV7M

}IzH3uOMVS{uiV@2g2=Leovg1hp*X

b+Ffiq^+^R1g0oReob*c1?L;H 27<7H?
Z ^+ob*@+FtniT^+KR1g0oRe*Vlm84gob*S6HQOs|^Gvv

gReVZ=vLWT8^W+Kx^WkY^W;^:XWZYYK^_X+Kx^J[v

vSgLg;HmkkkwH8AVOFL8^vmm8AW*o8AX:.0gvS6VRe]TU

qU:9Py:7UVgobp\/V]aP5_sReg~3obKJX
1?L;H 27<7H?cZr=d

AK

+=9b;{I9Q9VKg6dB

[II_zY{ur|

[7g.Xh+pl@Y

[[~}WS]
e>Dv;i[



-1698=* @B@A AAA@
EFDGCNQKLTKNLMT XUZIZIYWZINPN[[XJN

VXXYWTUX

AK

h\
li qmklrCtJlIEVK0Y+>E\3r[HD1aW~5.FpLpiKalk51b~P]c33NdcV5q{S

r[HD*UX4UX
mi ~XZWQiB8?JHX
ni ~XZWQi-Z=\|qW;9OPW~P|_U?~XjQ:qpVSjZ*ib3Z>F6VpZ~\5

*cOad\`ppkX
oi =S5k:WmXmjKj7V-]S5k:8*6P95HVR.4@e`aX\WGV2C5/X
pi =SOR3CW=/PH_l7Vl?,G<@fM,p[eV\4@ebgUEfM,p0;eDX3K,

iV2C5/X
qi {BEM;H yEC; a xBEK: {EH;IJr=iWKAank5V7x1wrFiVT;98`K7X
ri =S,fQK0^Atzzl?TOV-mK,G3f}XgWGX
si =Sk/yQc.xwx 2AOM7Od7mjK4Vl7lHoRV-G8pZwr<ao5WGV2C5/X
ti HD2vs5*?oRnc?ibFiV{gSHDR@VFiTHDK7VC3HD{pK;9OPDKX
lki bgO~P5?4cc3~xd8?~5XZ,tk~Pk5*dX
lli 5qyTYKZiwS>40*tkK36k5~P*dX
lmi X\qM-Ng@4L|Wx,WX\WHD[Y?[e_@eV\]?7k.0XZIHRHMIRVJbC

TLFP6hVy.`X,iX=K_IRS>4:ZoV-k8_4^ib,iX
lni X\W[e?[Yg}:JlVT;9c9@eK7V=HDRVy.`X,iX
loi Zi-ZnWQ.kUD.1ZKiCV=X\:^sHhVV5q.4+`ao`WQ.kUD.iCgx0

GNX
lpi TxX\~-?4Q:ipc/=X`yYiWFCiW]v?~P5?4.pEk_d]:n@~Pl:DRK

39X{pDKX
lqi 9`ZigT>Z;*K7VT?YA`X,iX
lri 5q]Sn@l:DLKS>4*39X<6b~5wicVT~SXZ,^<J;76X
lsi 9*0ilH6VCJLb~XZ>4?+{w-cV5q]39X{p<6KTLFPK>4qYbV~]S

n@~Pl:cMMMiM?D=EDJH7L;Bi9ECdwN73dkX
lti +PgO~P5?4:Sd4p7_.`-mqR60~XZegtpNpuvE<DV~Xj=7d_.`-

mqe60~XZV{mZpGN*]TF6GriVT?k8_]-F61TwFCiOa`lpk[H:Gr
iVx,WQ.kUK47kibXZIH1@4WY4UKZUR.FMM1GriNK.*GrV9`u0
Tx,WQ.kU17x8*K7[JbCyFgO~P5?4l:cMMMiJ?9>AiEH=dX

mki K-yw]DG76~\V;4x~/Nv:Vq9X{psH~PLDX
mli Tx[N}.TQVn:T`eK7X

@4L|\

Z hhW/cx6djW/Ohc+vdj3Y<c20d?4yB8_

2?BA v?Hc-~d

U \\\gO\/r< Ww<lqukk,Ed

U 8\\3Y<\gO Wixlsupk:QO

h @4*p=HnmV-T@k8_K7

h h3Y<@k\\w.>3Y<,U

h X\\7k@4DRRH]?nmK3Y<e:V

/r<k:rOV2C5/X

h FHO5yYi`lmkkcUrH{HW/@klo@V

3Y<@klr@dVTXZ;IE\i

h FHO5yYi4gS@k8_2RRDQVH:i

p?IsC19rncV7xT@k8_L|K7X

h=S3Y<HD5eV\@er[TwHD\{KH7C7 1?L;H {HEDJj-?H7C7Hj/7HA }EJ;B xB7HA; 0K7OX

?@A> 3Y<m:3.Cb:e5kWcchodmmgVH<cwqdmP|Lcmqfdm\OA\
gO
Z P|L\3Y<1mqfVPs@GHBmn7TP|NL0rIfQR`44XtBoGHS/W|2sKV3Y<

1/WqVK{|DDR[wV]tk;9c4F}V=2D6`WoWSN__X

gO\/r<m1:Ocl013dmgRN,=;Uj7AmfQEcaOdm/7L?B?EDte
,=mA||Qmx3Xef
h h3Y<@k\\w.>3Y<,U

?@A:

/r<mK7rm^QOG;ao_K7r^3mzDU6,=mUfXmCdO3?m

K7r*c]VFK7rc|dm@*3|fXm@mnuWm?@8*m3*
?@A<

3*m3Y<m+Ffiq^+^R1g0oReob*1?L;H 27<7H?cZr=dm

|7H:;DI 8O J>; w7Om1Np*mKJlmsOvgk/yQc.xwx 2AOM7OdcZwrdchsdm

]UXtr,G{BEM;H yEC; a xBEK: {EH;IJchqdmb3Y<D,ecaN:ec]Ui

hhPFO|yd

?@A=

/r<mQm8*m[sVH<m>0PucaOdm,fQK0^Atchrdm.Ez3o

[wDm9V[wDm/r<928Z+,xx.}+te,=
?@A;

@1 Gf <f w<B if 3f [YHD

l @Ux j c4x3fV/qfX8~e
/r<

/KBBC7DjvBE<J +K7B7 ,KCFKHj2KDM7O /OH7C?:j

m HDGf 1XCq^;foe/ j Y-c4\tvR ,; -;H?:?;D /KJH7@7O7jyEHI;JJ +K7B7 ,KCFKHj-;H9KH;j{EKH /E?DJ

K7r 3>?IJB; *E>EH w7>HKj/KB7? 2FH?D=Ij+2,j-KJ?7H7j

n HDGf 3W_}1./xf j ^x|m 3* yE8KB; 3H;; 8O }?BJEDj}EB?:7O 4?BB7j

M;, }EJ;B *;D /KJ;H? }7H8EKH

o HDGf xn1xq.Xe QqkCP>ER QOn>d4R 3Y<
e- }EJ;BjvC7H7j.7I?7j17C7:7jyEHI;JJj/7HA }EJ;B vB;N7D:H7j

OW{ZMc7 +=9b;{9Vjg6dB nmsYX9q {EKH /E?DJI 8O 2>;H7JEDjx7FH?8O {H7I;Hj/7HA }EJ;B {7HH;H /7HA

p HDGf
QOn>d4R QOn>d4XeR @Ux @QgO
@@1./x 9Q9oxb*mc



 

生效日期：28/08/2018                                                        PDT-I-OPT-SMT-IS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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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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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8/2018                                                        PDT-I-OPT-SMT-IS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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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