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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地區

項目名稱及內容

荔枝山瀑布遊

活動時間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成行人數
(約)
(約)
(約)

被認為是古老高棉國的孕育地，步行探索荔枝山，
沿途感受充滿原始大自然氣息、觀賞瀑布、臥佛雕 ２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像及包輕便午餐。
(*步行時間須約 1.5 小時，部份以山路為主，敬請留意。)
戰爭博物館 (War Museum)
觀看近 30 年內戰的實用武器，其有各類槍、炮、坦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克車、火箭炮及各類地雷。
暹粒 吳哥國家博物館 (Angkor National Museum)
館內展出有關吳哥皇朝歷史文物，及高棉民族文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化，對吳哥窟更加深瞭解。
民俗文化村 (Cambodian Cultural Village)
民俗文化村的博物館以矽膠塑像，展示古代高棉民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族建築～吳哥窟的生動場面及多姿多彩的民間生活。
吳哥微笑表演(Smile of Angkor)
耗資 500 萬美元，全方位展示吳哥王朝的大型歌舞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表演。
民族渡假村 (Sunday Market)
民族渡假村是當地人渡假聖地，有柬埔寨文化傳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統，有水上人家，有各式各樣的特別水果及小食。

每位收費(約)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成人 (3-11
歲)

美金$48/ 美金$24/ 於酒店內休息
４小時 8 人或以上 港幣$390
港幣$200
美金$14/ 美金$7/ 於酒店內休息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港幣$60
美金$16/ 美金$8/ 於酒店內休息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130
港幣$70
美金$14/ 美金$7/ 於酒店內休息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港幣$60
美金$26/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210
美金$14/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美金$13/
港幣$110 於酒店內休息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建於 1917 年，館內展出高棉時期之珍藏雕塑及稀有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22/
文物，不下五千件，還有十九世紀的舞衣、神廟雕
期間進行
港幣$180
像、木刻等，一一展出。
萬人塚 (Killing Field)
美金$14/
屬 1975-1979 年間波布特政權統治，赤柬公屠殺三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期間進行
金邊 百多萬居民之其一屠場(一睹殺戮戰場攝影現場)。

美金$11/ 於酒店內休息
港幣$90

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烏龍山、古都 (Phnom Oudong)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位於金邊市北面 45 公里外一座山，是吳哥皇朝後
到達該地區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美金$8/ 於酒店內休息
16-17 世紀末之烏頓皇朝在此建立皇宮，山上有神牛 1.5 小時
期間進行
港幣$130 港幣$70
廟、舍利佛塔、皇帝陵墓、16 世紀中國幫建的降龍
廟(用於破壞柬國國運風水)。

波布戰爭陳列館 (Toul Sleng Genocide Museum)

年赤柬統治期間，將一所中學改為監獄，大批
到達該地區
美金$14/ 美金$7/
柬埔寨人在此被處決或虐待，館內陳列所用刑具及 1 小時 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港幣$60
虐待時的相片。
日本料理 : 鐵板燒 (鮮尤，魚片，
美金$16/ 美金$8/
肥牛，炒飯，炒菜，日式湯)
港幣$130 港幣$70
自費餐
特色大頭蝦，筍殼魚，大頭蝦三吃 :
美金$20/ 美金$10/
(Optional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160
蝦身 XO 醬煮，蝦頭椒鹽，蝦膏蒸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港幣$80
Meal)
蛋
暹粒/
特色當地中餐 : 八菜一湯 ( 筍殼
美金$14/ 美金$7/
金邊
魚 ，咸檸檬鴨或雞湯，走地雞)
港幣$120 港幣$60
柬式古法按摩 (Khmer Style Massage)
美金$12/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享受傳統柬式古法按摩，定能舒筋活絡。
期間進行 15 分鐘 不限 港幣$100 不適用
下午茶 (Afternoon Tea)
美金$9/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
金邊粉 + 半條法國麵包 + 飲品 (咖啡或茶)
港幣$80
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海島遊
‧包乘船來回
(約 4 小時)
美金$38/
西港 ‧包浮潛用具欣賞珊瑚礁，於島上享受陽光與海灘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20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300
‧簡單午餐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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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自費活動細則
自費活動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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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效日期：09/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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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出發適用)

地區

項目名稱及內容

荔枝山瀑布遊

活動時間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成行人數
(約)
(約)
(約)

被認為是古老高棉國的孕育地，步行探索荔枝山，
沿途感受充滿原始大自然氣息、觀賞瀑布、臥佛雕 ２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４小時
像及包輕便午餐。
(*步行時間須約 1.5 小時，部份以山路為主，敬請留意。)
戰爭博物館 (War Museum)
觀看近 30 年內戰的實用武器，其有各類槍、炮、坦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15 分鐘
克車、火箭炮及各類地雷。
暹粒 吳哥國家博物館 (Angkor National Museum)
館內展出有關吳哥皇朝歷史文物，及高棉民族文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15 分鐘
化，對吳哥窟更加深瞭解。
民俗文化村 (Cambodian Cultural Village)
民俗文化村的博物館以矽膠塑像，展示古代高棉民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30 分鐘
族建築～吳哥窟的生動場面及多姿多彩的民間生活。
吳哥微笑表演(Smile of Angkor)
耗資 500 萬美元，全方位展示吳哥王朝的大型歌舞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45 分鐘
表演。
民族渡假村 (Sunday Market)
民族渡假村是當地人渡假聖地，有柬埔寨文化傳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45 分鐘
統，有水上人家，有各式各樣的特別水果及小食。

每位收費(約)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成人 (3-11
歲)

美金$48/ 美金$24/ 於酒店內休息
8 人或以上 港幣$390
港幣$200
美金$14/ 美金$7/ 於酒店內休息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港幣$60
美金$16/ 美金$8/ 於酒店內休息
8 人或以上 港幣$130
港幣$70
美金$14/ 美金$7/ 於酒店內休息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港幣$60
美金$26/
8 人或以上 港幣$210
美金$14/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美金$13/
港幣$110 於酒店內休息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建於 1917 年，館內展出高棉時期之珍藏雕塑及稀有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22/
文物，不下五千件，還有十九世紀的舞衣、神廟雕
期間進行
港幣$180
像、木刻等，一一展出。
萬人塚 (Killing Field)
美金$14/
屬 1975-1979 年間波布特政權統治，赤柬公屠殺三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期間進行
金邊 百多萬居民之其一屠場(一睹殺戮戰場攝影現場)。

美金$11/ 於酒店內休息
港幣$90

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烏龍山、古都 (Phnom Oudong)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位於金邊市北面 45 公里外一座山，是吳哥皇朝後
到達該地區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美金$8/ 於酒店內休息
16-17 世紀末之烏頓皇朝在此建立皇宮，山上有神牛 1.5 小時
期間進行
港幣$130 港幣$70
廟、舍利佛塔、皇帝陵墓、16 世紀中國幫建的降龍
廟(用於破壞柬國國運風水)。

波布戰爭陳列館 (Toul Sleng Genocide Museum)

到達該地區
年赤柬統治期間，將一所中學改為監獄，大批
美金$14/ 美金$7/
柬埔寨人在此被處決或虐待，館內陳列所用刑具及 1 小時 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120 港幣$60
虐待時的相片。
日本料理 : 鐵板燒 (鮮尤，魚片，
美金$16/ 美金$8/
肥牛，炒飯，炒菜，日式湯)
港幣$130 港幣$70
自費餐
特色大頭蝦，筍殼魚，大頭蝦三吃 :
美金$28/ 美金$14/
(Optional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230
蝦身 XO 醬煮，蝦頭椒鹽，蝦膏蒸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港幣$120
蛋
暹粒/ Meal)
特色當地中餐 : 八菜一湯 ( 筍殼
美金$14/ 美金$7/
金邊
魚 ，咸檸檬鴨或雞湯，走地雞)
港幣$120 港幣$60
柬式古法按摩 (Khmer Style Massage)
美金$12/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享受傳統柬式古法按摩，定能舒筋活絡。
期間進行 15 分鐘 不限 港幣$100 不適用
下午茶 (Afternoon Tea)
美金$9/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
金邊粉 + 半條法國麵包 + 飲品 (咖啡或茶)
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80
海島遊
‧包乘船來回
(約 4 小時)
美金$48/
西港 ‧包浮潛用具欣賞珊瑚礁，於島上享受陽光與海灘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20 分鐘 8 人或以上
港幣$390
‧簡單午餐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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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於酒店內休息

自費活動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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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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