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647. :<:; ;;;:
?@>A=GIEFGEHFGJ OLQCQCPMNCKJIRRODG

Jw
V[XVYTUZSZWWD2ru <LS|Bg

x;oG1*yrup6TeWrSp/<=MfvJKWc C]W^p

RW TWbpZIJ0p\:vn{ypJwv2\m8Wz\p

9<iCpXAV6>p+1apF_3pW3V=?

ru

r 0cXJnF7;<6ENmm>oX=/:7?86@_}0b|

4<yo:H/o[sM5W9N|pSSbLfo|nN

5oabP+luo?/+IaxJ\pkibbhq

r S\:4vnb2m{y/n<98;M094nF97:9MbAw

f]Y+2\mfcoEq0hZkts7=txTnAb

bhpolhTsCdbN|+TK+/b2V<9N.q

/Tn,R6+FoVD]LlP:0

r 8Wz\/Awf]Y+2\oXJJwNC<9DonF

297:9MoOA5g/w9ruLWB?E{q:HhysR

5b+yoFh>0bH5ZbTnoH+F`/z6@?,

r /mt=C~Ioopj0.To3n`MfvJnvq_

u,:Oft.[^p/OxKT{x==o:H0hb4

iylUpolh-{MfvJb+yz7q

Jw;oG1*mru

U;qJt
74 0cx\pkiyruoTsl]j*bN|pQFbW5K2B0

Tb<\o/z+h6q

84 S\:vn{y9Jwv2\~8Wz\o`\7=txTnAq

94 dS4UyB/9<iCK~{3+3I~q

rumMfvJnv

\:vn~8Wz\{y

+1a



Lf D8 I8 K8 yr Y?->

7 5 LKxRXpnoppH:phtprQ WD R]Z AbbBLhcb\ R]Wb] HWbc^BLhcb\ R]Wb] GeWbY5QW]h`BQhbjWkBC]W`ZYcbk

8 ->D mc7pQRrpsH1 qTWx.2pQRrpRGpo
ru AaWl^b\ QWdWBQWdW KZ\ZbYBS QWdWB2{

9 ->D RGprpZ0H1pA/Q qTJAN58

: ->D A/rpmoppXfMW Jw.2pA/rpR|RX
WD R]Z AbbBLhcb\ R]Wb] HWbc^BLhcb\ R]Wb] GeWbY5QW]h`BQhbjWkBC]W`ZYcbk

; ->D vUpQjp90pH1pY4 _^R`8

< ->D 5

|l-8w@efqodpsaq
}->Y?7=CN*=FYEh|FM0Yq
-=2.*e@pq9sd4.B8w+cou|~{3qTCPo@f>H90ApJA8q

/02647. :<:; ;;;:
?@>A=GIEFGEHFGJ OLQCQCPMNCKJIRRODH

Jw
V[XVYTUZSZW

WD*NC*ru/ZkTsN|+/+T0*MfvJ<=KWc C]W^pRW TWbAHKZ
IvJnw/:yq9/*;XPolq_>Hx<90qT;P0-

-aoy.[B9;hq
1WD?NCy;B;;h

cde^

R2-WD*W3V=?cde]

WD*Oqbz*EiMo>K-;/pyGn0+1a*F_3*y<?/d0z0
*u:`/XW0*9<iC/dS4UyB/XkQ99<iCK~{3+3I~0*>[x
AQ

cdea

ru*6TeWrS*AJ^:*Jwv2<\~8Wz\/dS,8{y0*<qZa
*y+n/=O94nF97:9M8Wzq\oTs7qrHTn1oVaoB<66{gN0*
~I>*W/C
rt=C~Io}pj0.To3n`bMfvJnvmq9W,hz<t.[^p/Ox=o/-{MfvJ+yz7b<ga
/rS?gOaoVD]q9/P:odpsaq0
r8Wz\~<4O<3j^=L99/j|B;378|0o}iBupXq
1Tn,R6+Fo|aTsVD]LlP:odpsaq

cde_

WD-R2cdeb

ru*WD*uBo9I>/pyGn0*=YC^./pyGn0cde`

Et
74 gU7O7Gk}iAuq
84 gU7O7G?d,t\Opq9|/pg/yj-KgUe=`/WoJf7hU_47JC3opX/;

60/2@0t.<66q
mj Yzn--:lo-y?0zR[@c2z+nzFbz}Nj5B6}+n;Fb+=;-Cz|kz1BfSz

:]s{ldPhUQc{}gpkk{Yzn--:ln-y?/zR6[@c2z+nz5<4-E9:qwsqukpvr
hzn--]<p-E\bze7pi>1d;LwZU:sizPzj5BFb+=;-C}Njzr/Iq{

nj V5zn--z^EJAi33AOn{
oj 1^-y^-YU_T,zX@g1?M6L9GZU~Rxfz:y+nR,m:-zhhjzizKpt^-z/

Ajzz:6S8`Kzzr/Iq{
<4 ->9l-ceE/U^F^05m4MO7oTQlyc^->E^8kq
=4 xR2g/gify/RIC0}igza:uDIg/K6s5q
>4 z/5:bH7sVJ{52hDIB-uK6g/s5q
?4 U;jD1-b}r*ep*ipU;p->Y?K2P=>Ho@h|7=@2a:T.PEDq8o|F

p:xC~uEob@lUidq=H=q8J{5*:zovtEjf[U_idq
764U;p2PKY?Gg=Ek8o^q9G~>H8kq
774^4U;]jK.=`G{/+=RlGK<U=0h:w>g/Mw3>B4FUPW3~q
784k<7Gc^{7qh8koK9b~lUidq
794z/hJw>Mw3xBJ{5h4FUz3xgzVdyo^rJa:u[<vqkuq
7:4ksmGgptop|xxgU7{5Kg,[vyoz/h4FUPWz3B:xC~B{5jDMo|h

Jw>g/Mw/jjj4j^b\cbgeWiZ`4Xca03-ve]tq
7;4i~R2g/gif`JzfW7L@C?T}P3mgU7{bY.L.12y+PogUe=7zL@C

?T}{3mgU7oaT7W,1hh^C3,XGo^KtEjJ1C3B^3RlG2@.966sE`,
XGo*iO7*=;Bf7=U_a:T.B}rpbr-Bd-PcC,2B,XG9B@e,Xok<
mY^*iO7*=;Bv]8T8ks|FpMmR2g/gifMw/jjj4g^X]_4ce\0q

7<4^48Z\*:Oo+G^<^8kq

}r*et

3SJw}f/TM0529}f/JA05R2}f/HV0

z-c}?kWD

Jw}f/TM0t

g;tB3I7:96*O

8;tB3I7996H2

29}f/JA05R2}f/HV0 @

g;tBD46>:6SK47>66*O

8;tB3I7996SK48886H2

}}rhN=Elkov^}fEj*e8k

}}fEj@e3sO7



/ 

生效日期：03/03/2017                                           PDT-I-OPT-SGN-ISV-022 (P.1) 

 越南【自費項目表】 ( ( ( (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前適用日前適用日前適用日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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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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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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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你疲勞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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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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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80 船上自由活動 1 小時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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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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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2017                                           PDT-I-OPT-SGN-ISV-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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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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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0303/2017                                                     PDT-I-OPT-SGN-ISV-023 (P.1) 

 越南【自費項目表】 ( ( ( (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5555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起適用日起適用日起適用日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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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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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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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你疲勞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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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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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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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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