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cdfega ikij jjji
nomplwvtvwtwuvy }z*r*r~{|rwxu,,}sv

c}dy1aR7<@^:O|

@^RJaR.^-_mPymNC^Y=ZmllJm<km:m

@^YVt<=1CImMqn4V/

c}dy.o-Jum}wSy@mG=yWmXUkOGW/

/4302-.1

|E5tJQ}aR.2EcJ/
L 4\c}dy@R];67tl/=VU2;PvQ{5tJA*naR~

Y3v75LH8{kYf?tlHD?R{-_NCa<km:lbfnK

a<izA,N@w*8,n`7568R@O]idUT``Wc5tCL-Uh;<J

cPa?tA*lbIa`W^i M^T`We6-9aRK9W2;?n;x{?tn

^-_
o x1?U{^-_lFi{-sNEmb^mFf-U`n+^Fe6Il

|>J]K-5l-_uW2:lb6`-_Llmqe.}{?={We

ablNj1I=;rK[*nJrYllxwY-oLn

NC^Y=Z
o OWT I[`]d B[ei@|14l`2;{5*.^Y=Zl+tY=Kt+V|{

qSA6n[nmq=Zu{@^_A6m:lY=*_?X[F8m +

E^Y*kNd|YvDXcnqCYhvr[hkYb2DX[[{<Y

cl|TQ95Cf}YPM,n

llJ
o o`ll]i:okMadTZ`fllJlA`>^_lEA6m:KHsz6d

\iTK{-NXrlKbWll.4*JVn`6>>9e7555R;chvl

/DKll}.Kg4FTb{JVn

<k
o <-Tk]G{JVNSK[hrcs{<IlNwO;qM{6ulnb

\H?j58@{CS|z{<<F?bB[uJCa{<km:n

gtEQq
63 2;@^RJ}aRl7c/k@^SYVlyG6;=KYVCIn

73 HBaR}kdQ}^-_lmq8>WeCabfn

83 2t^-_mllJNd|NC^Y=ZN+E^Yn

<km:

llW

^-_

NC^Y=Z

2; nljmk
@^

p9



O] X? L? ~? =y kmYV

6 Ju2SpN1E<*k
Ju2S?

@^SYV
.8VArmO0\MmMq\]/

aR KagW^T NWdace4Iaefd Jf[ KW4OT`V Cf`Wd4

7 YVG
2SmL? aRmL?

OWT EacdW4LUWT` Cf`WdYBP
.OnMmMqNMmi\?/ .C03mqdMhv]m2SMZO1SN/

8 YVG Ju2S? Dfd[a`2~

.-DCPym2S~M+m`L~A/ .I/v]m2SvzMmyCm/

c}dy

Ai@~
9 YVG 2Sqi166Mf

.^2:pm=MfSbmVmf/

: YVG Ai@SQR? P^qk

bcdfega ikij jjji
nomplwvtvwtwuvy }z*r*r~{|rwxu,,}sw

2;
/4302-.1

aR~X5=1YVCI.`@L67?55gs/~NC^Y=Z.lE^Y*k/~llJ~

<km:~obAxw.d//~N2ZBiI0
0ZBiIqb10ZBi|ElH2EZBiA7lupC4J>9,ZBil+R`>Xe7XnmqZBiI3?n

VWXR

c}dy~XU.2;P9y.*/~OGW~u1rt7vG=yWYqkVWXU

qkYc}dy~2;@^RJkaR~}kdQk^-_.|qWeab/,~aRPy
0c}dyWaRl7t`9;6lg76;b+pvse@lH?dan

,^-_|qWeD+a^6O;vsbTlQnGMn

VWXQ

aR~gMW~Mqn4V~c}dy~d,9{k.^{k/0~@v6z~y45U

Z.u|]]/~IaeeW JTce
0NbQ:_l?.no//Gd|n

VWXS

c}dy~o-Ju.i/W/,~}wSy@.i/W/~d2p~:{<Z
{I9JuqKNKWln?.Dt.x090bU/Gd|n

VWXT

,q
63 5g|fa/mAkXsn
73 5g|fa/=iGqS=m^J|tm5t7p0N5g~[e.{l`x|6tpD|MWJl+j<

tF=.k./q-::5n
?: z;.PAQ=AP?_QI~fbVsX{E;@.I.Ws4xC7mM[{oY1TLOo5I\,;

Ch*UcOM4xC7J\75gD[\,FSJP[IB3;JZ/t;Z}:K4-p}vq{<M
6?<<K

@: RxP?xArvyuHIya|JVkGjYg{o>r>/;Z?@.rO-IP@702@8Ii/5
xP@Ib*I;ZVlH+e;I1B`0K

A: R=A2_Q8~Ii/>]7;;?8lr,I6?kva^agj7W\D8Kz>]l_hE|Pr,HI?
an]lEL3gj9<dnM^7W\D8[a^agj7W\D8K

;3 YV9I9wCY.R[D[/pj5CfalZGhVwbYVHnUZn
<3 wqk5tTkSx.PFB/Ak5?gs9N15tBF7<n
=3 ?.6dh[||D`YEB6N1YDO5tBF7<n
>3 gt/[?r{RFn3m5GmgtmYVkmN7oxPzlonQHF?BgsWdbY[vblk

vndwW*O,l/?qgG}nN[xvb`YECs0l:~HpSmtpG}n
653gtm7oNkm{;CZ{lb^JwBPzUZlNYobl/?qgG}n
663|/=iifa?Fe_?A|xC^lNgtUq.Y,dl?.?S>quIrfa?Fe_?C^{

-^Xjn
673b5gtT:NE[e/1.@N4r5h/mSn/muBN5tTkS@.V~x/nK.P5tCLQ

\YDIgV{Qmn
683f~|/wbY|^6UZlaSh]qgG}n
693?.n`.PCLQwY`YE6DIgOJw5?D}xlb6`gs9mMv^ZOn
6:3f7>/,sHlnkww5g|YEND89:xl?.nDIgV{OJYdwW*YYE/bll9

n`.P5tCL.hhh3h[`Ya`ecTgW^3Ua_/4rPRx~n
6;37*qk5tTkSe`yS{Hg?r=.2bJ>5g|z{5-^-13gFQl5g~NHyg?

r=.2zJ>5g|l>.|{Xj6nbWJX3/lbN~Hpf?WJAb4Sn/k.-855pY
eX3/l5Gfa?FeYSHFtpgsWdARFmhF0Yi0bYWq\AX3/WY?CX
3lf~2^b5Gfa?FeAP:IZUZpkvnUoqk5tTkSCL.hhh3e[UZ]3acY/n

6<3U>P4n_XZO5tl^a5<IjBCl2IgV{Mj5tnVn
6=3b5}[H?dal*Jb~yUZn

RFn3q

9ri<.BS/42;.QK/R+L{?0|RW0c}dy

j_cG7EH8M
e}MT<CD>Aa|

w}MT>?D<ANA{

+KcG7GF8M
e}MT<BDAAa|

w}MT>=DAAA{

|RF6;NY*~l:bR+Hpn3UZ

|~|?C]Gfan

0I9?z?C+oNNws,RRm^JaZ^dxxHl*Q=1CEfaoloSPzJu@m2S?lQnGMn

S`HPNJMLUW
28F 4?B<7

FFF-C5;9?>->8FF?B<7:?D8<C-6?=
VYT_Z[I]KXQR

4;>7C?B 3<5G5
FFF-F;>7C?B@<5G5:?D8<-6?= R

/AE5D?B;5< 1?D8<
FFF-8AE5D?B;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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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