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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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