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02-1



R<?

/3B=C//N*C GLWMG>B=>CP

*jyW_hMIDp/NLllsJ^n{6Z[*xtD3p,3l

Du}raV7kuts.,]DulY8l:A5Dkl

=bwi8S]`v

sJ^n{6Z[*xtD3p,3

n :A<J^n{6Z[*xuD3p,3v.3+s8kD6Z

[t*t.yr-ksM?>SlJACS*?-m7vQfsD3

Cv.DWRRyDh{BkCX[y_hD376p

V{Fc

_hTxjvi:A5Dk

n :A52fsDk@Uy*K;uKokR*NG|JZwy?

Fk;u`kk2?LsqW_htplMm

FU8<

n hD_h*KG^B_:{B7GLWMG>CPSD8l_h*K2h

al3QXEH<rg.Llfs[Zm

}SWT

n *jyWDp/NLlk_A\8kf>CXhiLlg1m

7GLWMG>B=>CP8

n d4PYyW@[7GLWMG>BP8=A[7GLWMG>CP8do@Llk

2~V+`vm



R<@

/3B//N*C GLWMG>BP

BPC=UPoy{yz zzzyy8;OoAC>>EB

RJU;N;LRP;B>DjQRN;LRP;KN7BI8;?C>F>ACA

iq52DH[kq9,.NwrM1G,5lypn_,SByvlSB,hzCj^MY7vlSj>yC.NlVr*}>.s-6lS3P:S.sn622V,hVY,,/

,-Xy*,?i,YSI-l~Vb5Qbw.9Nvg?Avil63k{H.9-=7,ilWIJ0h|b.9l,9,85x-=7,il6R1|V,i0Wkly_q

xr722V,Xyl8aQm5Rr1|V,i0Wkl,Vb5[.9vg?Avil6{|kgn82g;?q+k:;8gcn92g;?q+k7X@qSqm,}h7mg

7T\kBg;}M3,alnG?5_Bx?A1]nN<sczt,`C-q*8<4n?q,Y69,hS1l2ISqB,}h7l?q,Y68,hS0l2I5<Sq`oh7
QBcU`bd Ce[VWRn:2^B?kESX?,hH~loaWZ];M|n;2]`g7|8{t,NE@-;8g9Vb5{lg7Kz3tn<29,2.W5?`snXyvh{lh[RK
zg73tn=2;c+ju6zxo4fmmMm;cm|b=1Bm\e.9l2[w{y8vVbL]93jA,l37_.f1iRile8];M|n,5eA,nXy

=bfl6a<\{@_BM|n542;cmm\B=1zr=4HlS,}8<.9H~l,3`,le8];M|n5529,[nd.MtCfhnXyhx=;u]sg9s

|tlS2nVb5@+e,~Rn562^3kk*>rl_3fsg;?XyBKoD6tl9,[x=;+au]h.f1ihXy+PZlV[nd.g7Mt,ggg2

g[_Y`_dbSfW]2U`^-06Szwan572ii]`g7|8{3nu{a{V857Ah9]kg;?vzC+6+./0?Glg;},{uV857Ahv]kg;?lGA?
a{_h[S1]{BklSBa<\Tu1]:S0I;k`C*744p33{BklmMq+Yy/h{{y_BVbL]:xomWokhXk9X15~:{BkKh8

I{Bl^B./SmMq+Yy/:SE|-H~p37_~<]`g7|8{Mt,ggg2d[UZ\2`bY-n582S1@NvY.8l}>SBxH~n

xo4fE

os^`wx~,F>-3]`x~,DP-9kl{xe-

Zcq]`EP1N1@4;6915749z[ |cqP1E]`N0@578415=69l`

xxo4fS=Sx~<\8AH~n

x]`x~,DP-8Id]*qq+n

xd]*q0Wk{hRx~<\m,9`jl33kgB2i_:^ONClSESx~<\4fH~n

c@/ ?LqqW_hrplMi:A5DkwsJ^n{6Z[*xtD3p,37:A<yrl

vQRRDhIr8wKn~r37<yr.:APY?Y0>5~rk-c=38
yulET<wvq;n5=;9/zqP10QlET<{z,D1l?};4-_K7nV}zw;[Xg;,E4TMlQ
R\-3J43dzulJUW,X-W-vm<g*+6*HQ4zuO6lM:vv,WaX-W-mulEJ?vv,[:
;{B-WNz5;4-mu\3AF9Hvmu^xwve,Ppd<vs:;{B-W-n3nd[R\\DxOzsL7jl
@tk*qfn

cB/ 6~M\vIeOXc]a[ TeXc67T-8wSFi`v+wdozwE>w
yuU=0QMvqg81slf6L<\mtbmuCmbZWjBwH62*7bl}>g2[SlTj3I1n
wM9[<DqFHSb[_W MdSblBP1SfyzY[M0DqFlF}n?FOpzlY1x;l\9lcPLSOz}Kl
9,j^FzFo{>;=}yeM90Xl9,[6^_zJ]dlDbG6I+B~4Q/O\n,:kNz6;44-

c?/ >wEdozw7_h8wuaLeaV7,]_hKL89w^p/NLl
.,:|Wnvl6KH5est:1sctn

cA/ =e.,3wOd|wDu}raV7<kuts.,]DulY8w=bwi8S]`v
y u-*/vqB,hH,8905ZU:X.9;Nzlvh3BDq9SU?k*qf:Gn,9,[:;{Bm-c
}.DlkgNz<44-

.,:|bip9Ela}2.9vvhL+:|b ~,:oa|b9ElU=|b23k{.9=o-=

CY 2u @u ;u =1|b

5 xk1 |b.Y;u
FSb[iecZ[3L[jjS_ MWS1KSb\3Me_ HSb[_S3H``_ ?WSUZ3

F[cW ?WSUZ KS]SUW3>][f[]S3GSYe_S3H`_dWbWi MaS + LWc`bd~vO@|bhvv

6 |b; P1fA fyuJ| U=ISZS_S3IWcd3H[iS\`3L`iS] Jb[`_3CbS_V3KSU[X[U3G`[c[b3ObTS_3AS[[UZ[3

7 |b; 3 3 HWbUebW3IWg J\[_SgS3JUWS_3r>LBE3LWc`_Wh3Me_ L`iS]|b~hvv

8 |b; L0lno\m0 xk1



 

生效日期：12/08/2015                                           PDT-I-OPT-JPN-IJO-010 (P.1)  

沖繩【自費項目表】 

 

    

每位收費(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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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歲)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6 歲以上 2-5 歲 Marine Star 著名半潛水式觀光船，船艙像電梯一般下降於水中，觀賞瑰麗珊瑚和七彩魚群美景。 5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8 人或以上 ￥2,700 - 於酒店內享用娛樂設施/國際通自由購物 ￥5,200 起 (包保險) 自駕租車 ~ 4人一車(S等級)(中英文GPS系統建議於出發前申請) ~ 建議自駕租車客人須於出發前 7 個工作天於分行付款確實預訂(租車供應需視乎租車公司安排而定) ~車內嚴禁吸煙，客人敬請留意。 ~22/12-2/1，8/3-30/3，26/4-6/5 期間出發，不接受租車申請，敬請留意。 早上 9:00至 晚上 6:00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1 人或以上 ￥5,700 起 (包保險) 7/7-22/9，26/1-9/3 期間出發適用 全日自由活動 觀鯨之旅 (1 月至 3 月下旬出發適用) 安排酒店接送及乘觀鯨船出海追蹤及觀賞鯨魚 ~ 出發當日有機會因天氣不穩而取消 ~ 三歲或以下小童及孕婦不接受參加 ~ 請自備禦寒防水衣物 2-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1 人或以上 ￥4,200 (12 歲或以上適用) ￥3,200 (4-11 歲適用) 於附近商場自由活動 沖繩 
沖繩一天遊 沖繩文化村、玉泉洞(包入場)、平和祈念公園、單軌電車(包車票)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5 人或以上 ￥5,000 全日自由活動 每位收費(日元) 項目名稱 內容 成人 小童(2-11 歲) A 級牛扒         (約 180g) ￥6,500 A 級牛柳         (約 180g) ￥6,500 AA 級牛扒       (約 180g)    ￥10,800 神戶牛神戶牛神戶牛神戶牛    AA 級牛柳       (約 180g) ￥10,800 A4-A5 級牛扒   (約 180g) ￥13,000 松阪牛松阪牛松阪牛松阪牛    A4-A5 級牛柳   (約 180g) ￥13,000 神戶牛神戶牛神戶牛神戶牛////松阪牛松阪牛松阪牛松阪牛 Shabu Shabu Shabu Shabu Shabu Shabu Shabu Shabu    約 300g ￥10,800 鹿兒島黑豚肉鹿兒島黑豚肉鹿兒島黑豚肉鹿兒島黑豚肉    一塊 (約 200g) ￥5,000 本部牛本部牛本部牛本部牛////石垣牛石垣牛石垣牛石垣牛////十勝牛十勝牛十勝牛十勝牛    約 180g ￥6,500-￥8,800 富士山溫泉區/河口湖區/山中湖區/石和溫泉區新鮮魚生船 約￥23,000-￥24,000 (大船) 約￥13,000-￥15,000 (小船) 關西區新鮮魚生船 (本州團隊適用) ￥8,000-￥13,000 (小船) 魚生船魚生船魚生船魚生船    新鮮魚生船 (各類鮮魚、海產、新鮮刺身) (北海道團隊適用) ￥8,000-￥10,000 小魚生船小魚生船小魚生船小魚生船    時令刺身 (九州及沖繩團隊適用) ￥8,800-￥13,000 河豚刺身河豚刺身河豚刺身河豚刺身    餐廳內享用一盒 (約 70g) (沖繩團隊適用) ￥7,500 約 180-220g ￥6,500 日本鮮鮑魚日本鮮鮑魚日本鮮鮑魚日本鮮鮑魚    約 230-250g ￥8,800 北海道雪場蟹北海道雪場蟹北海道雪場蟹北海道雪場蟹    凍食北海道雪場蟹 (約 1-2kg) (北海道團隊適用) ￥12,000/kg 北海道毛蟹北海道毛蟹北海道毛蟹北海道毛蟹    凍食北海道毛蟹 (約 500g) (北海道團隊適用) ￥9,000 北海道冰鮮帶子北海道冰鮮帶子北海道冰鮮帶子北海道冰鮮帶子    一盒 (約 1kg) (北海道團隊適用) ￥8,400 牡丹蝦牡丹蝦牡丹蝦牡丹蝦    約 500g ￥7,800 海膽海膽海膽海膽    一盒 (北海道團隊只限於餐廳內享用) ￥6,500-￥8,800 吞拿魚腩吞拿魚腩吞拿魚腩吞拿魚腩    約 150g ￥5,000 鮮帶子鮮帶子鮮帶子鮮帶子++++牡丹蝦牡丹蝦牡丹蝦牡丹蝦((((拼盤拼盤拼盤拼盤))))    ２人份量 ￥4,500 喜知次魚喜知次魚喜知次魚喜知次魚    鹽燒原條喜知次魚 ￥9,000-￥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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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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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