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78695>C=?>=@>?C GDI;I;HEF;@ABJJG<?

@<
6zSN}S];
\-}Rt@
N}_@@.I_Y@0=n@+FcgPQ.\5@;Q@

OoM?brQ@uTn@OC^6}K7Phnm5@

CV<@F+];R@@:\;P8e;Q@nYM5z\6z_

MRNOQKLP

6z
B W[s@04w6z?P@<`plwGztY?uP|@<?ajV

_?6@<C7plwn2685WAg=knmPyOs]4@<?N

@6A?hnuPyOF7[A6zq0*hjKj054sXL|3\W

}OYlsb+t5PtY?+3PO6`EjQ~EI21P?99D

C}Oo|G@OoM?brQ,Q~OPYjWuTnA

N}
B tP@<Vnv,/vwV?yC/v_@,=x_DwY5?P@<4

y6:`g9@Ir`jwRGDlAX``Z=HU]C^6}K7?qH

hjKj054sXLJ[\W}O\lbOaYDw57PtY?QE+

C5xr3A

];
B E9Psj@8e@V7Ec<4wpl?^zhAeNet?IJws

j\f@7?HOs=x0,\9YpC-A>JOswV7\fLbZ

L7t[>GDAO3RLGDYxL:Rw?H];O}57=?Y}

EJwR@?N\hlZvt7.yR:zG?X.Ce0sjL<w-

G?0[X```=H*]C^6}K7AUZ?J^;,F+];R@?f

*?9je?;bb*w-\Fs?XCR@6}w1^A

0=n@+FcgPKyG,:4Q
B0=nH5[@<4yw`4YwFca5?.sCYj@wt>GDA

gyseKKYWX_=]9~EZOQ.\5@;P@kjs@Z|}U@

@<w*+n>,@R^0@CV<@4W`jwBy+sg=gy06y5;

py4- .s@@I0Q,G,y@1AU+wQ:h-im|prca?]

}SgT_Z^\JcoU\fcV

T-JeD
XU @JtHKj054sXL+m[\lbPw\W}57tYA

YU 2]}Z@<sUjn|pxub7DN}P@<RVQ@];R@PRL

6lQ,hnm5POoK{QA

ZU K_=]g<+0=n@+Fcg?@J@<cN\se?8MdzYW

eh.?H\?1seOQ.\5@;PA

];R@

:\;P8e;Q

N}_@

Q.\5@;



+,-/.0* 2423 3332
78695>C=?>=@>?C GDI;I;HEF;@ABJJG<@

@<
MRNOQKLP

6zXO@<RVPN}XOC^6}K7PN}_@P@<4i@QXjy_@XyE

<+xGPKE<QX-A<X.I_YPt[Sw@<GDQXc,* dar@P:^QPXW9ZX8

9I,,mQFu,0{1/ p.y<yP:^QPXX9X8\I,,mQ
R6zPN},-gZmA?T,AFEgs|m[b?S8hMA

vwxr

6zXuTnPK]gQXk{YXrMo|sXj-mXnYM5z\6z_XFrn

CV<yxz

vwxu

xzy6zP@<?aj@_QXn=v:vwxq

6zX6zOoM?brQPK]gQXOC^6}K7Phnm5KcGDlPK]gQX

F+];R@PK{=]<QX:\;P8e;QXs6u-RL]Q
vwxt

WKz?D

Jyxzm*PtoQW{?xW:4

P-DxzV6z to\\_ gBcW_Y\RX]ZW\u

4-D6zVxz to\\` g/cYXYWYz

UWKAF9Cqp?:EW{zTz?[bA

UW<rMPPaeAP,m[XW9ZX8Ut9

I,Q

:D
XU @T2ae<2G/T+A
YU @T2ae<pKKDbH@g55+@@+,T<,@Tz`*\-?[g29}^/2+ABAtW|-1}

Pz:QDN\\WA
]X BWJg\o[_g^}kaG-*q:vBdW[JaMs:P@`R3lwC5wQokn7UazKWa/Fp

+ndP@`RbzRU.awzKdqigya`SWixO<WvFYcTL8D>9BXdT]ZZaM^|Lc
^X l[_N}kWEa0KY{UZY^V3;KaVZ1=~|~.1UuxbVcBY{3}/cEg;KeaZ~6{3

ckO.1W[+4l{UuxbVw~|~.1UuxbVc
_X l?g@=^?\9>@=aA~Cit2f1t.C5Y;]OWv^[J;fIhg_UPR_Va0KQ??g

_h*Faq2gINo,Wr65aM^|LcU\Z[`D[[z]Zy^rm~CWJ_4V
]U ^MjUydMCPv,g,Q}ycKae?nRwfdE^Mz][bA
^U 3VtPU7`;,|m?CQV;,[6zUN}CT?[}LWA
_U Oxz@+^/]PPsjdQG/@CI,9a>@+I16LA
`U C\dhJE2bO[h0-Aa>U<_I1@+6LA
XWU9-\HUg5kncu1.E+3?fV9PJIPD5mFv?r];,=FiqtPD5ms@@8>?[

}LWA
XXUT-*V*~wWKz?@tP@T-@^MXp,Fv1;,?rQV3Vr-I,8uNCV=f?v|}h

.A8_:?<rUTPyA9E1=f[h0I,l?:ezT]\}^PyA
XYUT-@Fv,XpDi9Cpf?Eg5~H;,[bA
XZU2<pKzae8Viq8t2@Up?9T-euwC:`?C\r]~UZ[xae8Viq8Upw7u]yA
X[UEcT-fC,=`*<mP99@l1J<@53<@.M,@+^/]+}?e1QQ6i;@+KQTaU/{

Tj-TyA
X\Uv72<dEh2gA[b?\HJnUTPyA
X]UC\Q[i;KQT.U[h0A/{TRBO@COyP?E5[I,9\8,gb_A
X^Uv6E<|9M?}v.O@T2h0,NxA:P?C\Q/{Tj-RBUh.A8Uh0*is?0Q[i;

@+KQP999U9,0*1064y8}.U{1/Qb~`\qeA
X_UB8xz@+^/]*[Q]-3orxp4oNBE@T2Rw?[J[_aqJ2?@Tz93Qorxp4

oRBE@T2?F42-]yAQEAB]=<?E,ezTm*ABtEb53<z:NX\WCC*]=<?tP
ae8ViU]3V}^I,8utWK@JK<UK<NmA}bt]=<]UrM]=?v7.uEtPae
8Vit`C4n[bCv|}h4xz@+^/]KQP999U6,{+-U14*QA

X`UEc3@S8hM?Y|E7r[bA
YWU[7_bQqBb_@-?gzt|UyMI?o{Tj-_t@+z[A

N}X0=n@+FcgMPK_=0=,yG,:4QIOQ.\5@;P@k>}U@

@i@hF^0@gy06y5; py4- .s@RJX6z
RN}P0=n,-gZmA?T,AFEgs|m[b?S8hMA

MFcgy@+MN9-L~U*X?<rUTPy,]y?[}LWA

RC\QQ<<u.s@yt.E+WMqA

vwxs

-o BP ~P /P @_ Xp^M

iy|y0y i1,y0Uf// i1, b0Ui1,y0 s4y,.5U

X V @>e>\@5,,ac@uDIt 6zV];R s+} c}y{+ l,66.} c176,37} i16}. O r2yUiy0 q,8}4 ey ny0*U

h4y0| u4,1 d,6;Ug,8,6}. i16}. ey|y0*Ui1,y0 q15}/y4;Uh4y0| d,6,6}. ey0y0*

Y ^My
QP\\@xk[x\t@

Gd{@SE\|@2j>R N}M
m710* s+y0+ i7}Um10|,y. i7}Ud}0674; q,8}45,|} i7}U

JSp^O f.|14yUb.zy r2y i16}.

Z ^My V \7\d2@e^Sr@TjI,a iy|y0y i1,y0Uf// i1, b0Ui1,y0 s4y,.5U

[ ^My
@>dOA@];KW1@ ];JSpvAcl@gfpItO@ 6zV];R s+} c}y{+ l,66.} c176,37} i16}. O r2yUiy0 q,8}4 ey ny0*U

xkjxI\ d1| h4y0| u4,1 d,6;Ug,8,6}. i16}. ey|y0*Ui1,y0 q15}/y4;Uh4y0| d,6,6}. ey0y0*

\ ^My
/lSe,\@ry-}H|@

V ;Yxz
xkSr

BUyPDrM{~?[}LWA

T6zV];Xp^M3Vg5;,CQV{E]XA M9-^Mw??rq*]Xg5uQT^MDj0|1{+,0} py.y{}Uj/2}4,y. i7} i16}.Uu,02}y4. i7} i16}.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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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