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JBL4 NPNO OOON
STRUQ\^YZ[Y\Z[_ dafWfWebcW``]hhdX[

3`W
3`W{:R
~?Y*Mdc=s=][^\uS[^7

Bd4c:ob9TkqhZ]zuY?-*f

gBU[^7kEm~:zNAnUx=+Uw>[+U

:a*uSJF+U7c`UvwqmwU@8uk\;

YX^N<gw8?_[^kE
W ^[^7_1fYb2vwNC,yY-T]+9V[^7]ki5O

OT1,w][^k\~TAfkiOXOD]|+TDQ[^k>

mT+9]16r11Uf,6N<]4DTR[Ks?qyK^:

B]k]_TL5j:a1Uf]f-T{23~][rVy}x1

^DE=E?]74DTfBtt1=3`W34wB]EdZjT

{2y`aRTfBQ\1kE=E?TFhVJ~f]z`q7V

W 9y-hbli@y:wzbTeXlz9R:X~:[^7zN

ATs:XX[^7lK7Q]G+SJ+-nOjYNUk?]\

zbTX-1]0]=?+aORm6Gy*nU\G^P]w>[+

m^STb@E_GO4n9Affhoz1^X]zbZ^x=+_T

3~se9^ODlbFo_]t2Ex|nP*fln,T19T

kQ9^HV

W f9[^?>QODyu3r]JF+1fh,yY;+TzbRpET

[^7VJF+oz]\sRd]KN]9J.4rT\GUG\o

6;+,>P2T=Pf9fYT{KhWUoh6I8B|}{T

WpeI+xQDU9\:a*u]6iTXX}flNV

:xT}S3`W
W y1fKAskb6=]t4TV[5IF].P~hoYX[^\

ud[^7VQD8:]+9<w6awvPT{2|}]\BR

DVwX:X~:zNAZR\NMjTaSGO^Dy^N<gw

8?_]PmVh[-vLE=D]^_kEYOtpdBM=eU

gvw;WTgcG2]zbMdLE]MgTyR-J+~Vt:

:xT}T[qsu88wMETT9mTzp6ajxr]EF3

TV

lz:X
WwXXj:~eI5JTt@@LV

[^7kESaO=?R

NTw-Y
vs W|JsBVJ.a3]T^.?eV

ws :X~:[^7zNATaS^D[^kEV

xs lQ~[q\Bx-2,3=Tu26kfWVm+:540u{3n

pvutrnoqms

JF+



9:?JBL4 NPNO OOON
STRUQ\^YZ[Y\Z[_ dafWfWebcW``]hhdX\

3`W
VJb3`WU~mgBneavC@6egw{jkld

gBf1^|eOtpdBM=emaynegvw;mXl6nmaynemd{3FneZk
W OtpdBM=emXl6nYDh3`WBMEKrc3<T<Q9U{bs]4DT>3qG|<V
c gBLZk3TNpniD9zznV

jkle

pvutrnoqms

gBeBd2ZqeC@s@=bVJjkli

Zkerwie[^\umw[^ne=?+m6Gy*ne7c`evwqmwew>[+e
[^7kEmz[^nke[^7vl8?oe3>\U*0mKdn
W =?+Y[^\uB-YuiQ=?+9~?Trwi9z?[^\u]fhuiTuibzK~lCvi-naYuPTX

Y[^\u]~?;1=?+T3Jk?QL~?P9nTaO~s.B}-]ewy*RODV:Te9^6Gy*_V
W w>[+YB^\G^P_*eTPRdL.o+][Tew]]\o-r[N9FT14B~hzwzD<bB?[xD

~TU_|}rRV
b CJ?>:~u;96yN.Tvw-Qp*zVH}-lz[^w<jx*?>T8MR/8ETjx*?>H}whIT}zzzV
o QDvly`P3n:rI;T}AzzV

jklf

Zke[^AC\G^_kES@8uk\;m=<;e@|;e<L;neIkw
e<~wex=+mODlbFoneZk7fU3Z_
W x=+Y1fhu5}w],yY+9TwHWD5O0~{|=DzvVyhz+zIfETXh+DQBM]@u9ziT

,_ifE]vnTt2Ex|tm4y*]TlF1k]{>sS9^ODlbFo_V

jklg

ZkeJF+m:a*utXl6nemd{3Fne^3`WU~_gB
c ZkLgB3TNpniD9zznV

jklh

aY
vs mNRN<dNzMAEV
ws mNRN<d|X-YzjU34SJUmJp]]9mN`>Ck_TJ^RpYX/R8@1VjP~T1*JYYl{uuV
tp D7.{;frq{W3}vs,yi|?7:.vK-y3B=6vc0EwjO*aD;SvnI7Zr,+6dy3B=6wn

6S7>0nI\gC{lvYQ7_kL?7/FTxRJ<*A=|8yltqqxD7.,y:.?74}v9.7sY4}_|
1?b{}4/A5m~pv2<o1x

ys ?^OtpdBM=e9gvw;ThpA9>hg9}[AF?T8MC*THQTgVX,+qSBT}AzzV
up ~z{Wz;xA{@]vC4}_h:@9.7Ew9>VL7/W:.>z-B{XmMPXnv804z{X^5,v7/,t

AGq7v2<o1x
{s 3=w}{]wBm;D/DnM=qhN<T7m;5]Q3=3W9/V
|s ^VJmJ+M*_m91-nzMmwVRp}emJg1omV
}s wkr?WDRhpJ70-n}eB*0g1mJomV
~s NTdD+H].xDkUwzUNTU3=QE9eTW:XTH[-2v}-VRECIBDW=T

ASA?M@W0aTi}^Nz_V8DWW=J70}RqTqi3]*UYXz_V
vus NTUeT9QE]}}C`TQ34U{:X9/T8BB=Ti}^Nz_V
vvs QqNT}p9+>Cdrm{8`VkWdU@Qd9UoWn[5n:mJh~4?B/4N3_4CV
vws :VRd]Q7R3n9/TK:W<^Nz_V
vxs wk[Jn:h~4MBJ70n/4N+1^mwp__TQnJVRpU7H3/0V
vys :otdbU{TAAM^mNR709xzlq_Twk[/4N3_+1B?M@WB70dFQTs[Jn:mJh~mPPPs

PDIBJIMK>OAGs?JHnpH1~YiV
vzs oWVJmJ+M*CJ`*_2L}O|csI1tmNRa]jjFjno>,>TmN`82`L}O|csa1tmNRT

rcR_2Hn[Q@12idTQ9i3]J+@1*Qp@QdJYlxuuXBC2idTwzN<zv@B*2vYXVREC
*.xUWx]BX]I.@G6*2id;B}w2iT:Vg<QwzN<zv@*1n379/XASA1RVJmJ+M*
h~mPPPsMD?CFsJKBnV

v{s QqSKrz?HTf5QVZ9/V

.xDkb

jWJs.am2+nBVJ.am0<nq\w]^.?egB

ZTYDu}*yzrvz*zu0S

3TYDvz*uzrww*xzHJ

c.xni8BhgTqQ.a3]Dk9/

c.a3]}w8zN<

cZkQE3=H2vCizvSWB[-4hx[lQ}-3=V
o8MIY~=U8/9CW]2Tj-ur.wMETTH*:X4K~U3>pB3=1ur[pV
o8ZTp7]TjfE7pH:XJj2E7purV
o}{p]}waBT}AzzV

:3 Ap 7p [p uf +:540u{,QE3= +:540u{3QE3=

v 4Ku,p ,,6u,KYp gB

4KUB^mp^pO^pfsn

w 3=1
34~p mHrJxvtxB*pVRn

m?V/UF\@U5/Jn 3=14K~p

mHrJvtyB*}VRn

x 3=1 ~s3>KYp dK;JU3>V:/
Zk

y 3=1
3>R3pm3>k|U00U 3s>KYp

4K44;U/DLC +HJFn mQDmZk~d^n

z 3=1
wM:;UF\@U 3=1ur88[pmHrJ+:540u{3n

gB
uf/UHya 34p]mHrJ+:540u{,n

{ 3=1 t

ZKp[AsJ

0F>C8: {fxC<@DFl2DL7A |BE>F:l2DL7A xC<@DFl

078>;>8 3>:B 2:7El07F79>G: xC<@DF 5>AA7l

xC<@DF |F7l,I8@L xC<@DFl 2::l

+=:B7F7 xC<@DFl3D@=7A7L xC<@DFl

xC<@DF ~DK7F9l47F7 xC<@DFl

xC<@DF z:CHIFLlxC<@DF 07F79>G:l

3D@=7 3>:B 2:7E 2:GDFH

3H7FFL xC<@DFl}DA; xC<@DFl

-7?:GH>8 xC<@DFl

{7F7 2:7C<G:Ll

-DCDF:78= xC<@DFlxC<@DFl

4F:7GIF: /7G>Gl

xC<@DF }F7C9 0A:7GIF:

47> ->C< 0A7M7lyAI: 2>J:Fl

~><= 3@Ll0F>C8:GGl

,7 07FF7C97l2>J:F 07A78:l

4DKC 5>:Kl{LJ>H=l+F7J7C

t`ZKAsSEc+J

*CH:FjzDCH>C:CH7A ~DH:A

=HHEGwllBk>=<k8DBl=DH:AGl>CH:F8DCH>C:CH7AlIGl

:Cl=DH:A9:H7>AlEC==7

47> ->C< 0A7M7lyAI: 2>J:Fl

~><= 3@Ll0F>C8:GGl

,7 07FF7C97l2>J:F 07A78:l

{LJ>H=l4DKC 5>:Kl+F7J7C

t`ZKAsSEc+J

*CH:FjzDCH>C:CH7A ~DH:A

=HHEGwllBk>=<k8DBl=DH:AGl>CH:F8DCH>C:CH7AlIGl

:Cl=DH:A9:H7>AlEC==7



 

生效日期：04/01/2017                                                     PDT-I-OPT-SGN-ISP-014  (P.1)  

柬埔寨【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每位收費(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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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 (War Museum) 觀看近 30年內戰的實用武器，其有各類槍、炮、坦克車、火箭炮及各類地雷。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 (Angkor National Museum) 館內展出有關吳哥皇朝歷史文物，及高棉民族文化，對吳哥窟更加深瞭解。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 (Cambodian Cultural Village) 民俗文化村的博物館以矽膠塑像，展示古代高棉民族建築～吳哥窟的生動場面及多姿多彩的民間生活。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暹粒 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Smile of Angkor) 耗資 500萬美元，全方位展示吳哥王朝的大型歌舞表演。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26/ 港幣$210 美金$13/ 港幣$110 於酒店內休息 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 (Sunday Market) 民族渡假村是當地人渡假聖地，有柬埔寨文化傳統，有水上人家，有各式各樣的特別水果及小食。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建於 1917年，館內展出高棉時期之珍藏雕塑及稀有文物，不下五千件，還有十九世紀的舞衣、神廟雕像、木刻等，一一展出。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7/ 港幣$140 美金$10/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萬人塚萬人塚萬人塚萬人塚 (Killing Field) 屬 1975-1979年間波布特政權統治，赤柬公屠殺三百多萬居民之其一屠場(一睹殺戮戰場攝影現場)。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 (Phnom Oudong) 位於金邊市北面 45公里外一座山，是吳哥皇朝後
16-17世紀末之烏頓皇朝在此建立皇宮，山上有神牛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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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 (Toul Sleng Genocide Museum) 

1975年赤柬統治期間，將一所中學改為監獄，大批柬埔寨人在此被處決或虐待，館內陳列所用刑具及虐待時的相片。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日本料理 : 鐵板燒 (鮮尤，魚片， 肥牛，炒飯，炒菜，日式湯)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特色大頭蝦，筍殼魚，大頭蝦三吃 : 蝦身 XO 醬煮，蝦頭椒鹽，蝦膏蒸蛋 

美金$20/ 港幣$160 美金$10/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金邊 

自費餐自費餐自費餐自費餐 

(Optional 

Meal) 特色當地中餐  : 八菜一湯  (筍殼魚 ，咸檸檬鴨湯，走地雞)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 (Khmer Style Massage) 享受傳統柬式古法按摩，定能舒筋活絡。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不限 美金$12/ 港幣$10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暹粒/ 金邊 下午茶下午茶下午茶下午茶 (Afternoon Tea) 金邊粉 + 半條法國麵包 + 飲品 (咖啡或茶)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9/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西港 海島遊海島遊海島遊海島遊 ‧包乘船來回(約 4小時) ‧包浮潛用具欣賞珊瑚礁，於島上享受陽光與海灘 ‧簡單午餐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38/ 港幣$300 於酒店內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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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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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