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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04/04/2017                                           PDT-I-OPT-HRB-IBH-017 

東北三省【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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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之入場費一般按高度劃分收費，故以上之節目如小童高度超過 1.1米者則按成人收費，1.1米以下者則按小童價收費，嬰兒費用全免。 
8. 收費只劃分為成人及小童兩種，不設任何長者優惠，敬請留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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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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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收費(人民幣)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聖亞海洋世界(包極地、珊瑚、海洋館) 
2小時 上午 3小時 5人 ￥230 大連闖關東影視城 1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50 

大連 旅順軍港(炮台、日俄監獄) 2.5小時 上午 45分鐘 5人 ￥15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本溪水洞+地質博物館 (包入場門票、車費、電瓶車遊覽、保險費用) 

1小時 上午 90分鐘 5人 ￥220 瀋陽 張氏帥府 2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8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東北虎林園 50分鐘 下午 30分鐘 5人 ￥150 ￥75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太陽島極地館 1.5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150 ￥75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俄羅斯特色餐 1.5小時 午餐或晚餐 20分鐘 6人 ￥220 自行安排其他餐食 大型冰上舞蹈秀 1.5小時 晚間 20分鐘 5人 ￥280 二人轉表演 2.5小時 晚間 10分鐘 5人 ￥220 
返回酒店休息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室內)主題樂園 
1小時 上午/下午 20分鐘 5人 ￥20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大型歌舞劇《哈秀~穿越冰雪》 75分鐘 晚間 20分鐘 5人 ￥288 返回酒店休息 

哈爾濱 冰屋火鍋 1.5小時 晚間 20分鐘 8人 ￥280 按原定安排享用團體餐 吉林隕石博物館 1小時 上午 10分鐘 10人 ￥80 夜遊松花江(放河燈) 1小時 晚間 10分鐘 5人 ￥15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松花湖遊船 1.5~2小時 上午/下午 景區內 5人 ￥280 按原定安排乘旅遊車前往 ￥180 松花湖滑雪雪具* 3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240 

(1月 1-3日及 

2月 19-25日 期間出發適用) 

附近自由活動 松花湖雪服* 4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60 附近自由活動 

吉林 松花湖雪圈* 2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140 附近自由活動 淨月潭中級雪道連雪具* 3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180 淨月潭雪服* 2小時 上午 景區內 1人 ￥100 淨月潭滑雪場索道* 30分鐘 上午 20分鐘 5人 ￥65 
長春 偽滿皇宮 1.5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11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大戲台河 1小時 晚間 20分鐘 5人 ￥150 返回酒店休息 長白山魔界 1小時 上午 10分鐘 5人 ￥100 大關東文化園 1.5小時 日間 60分鐘 5人 ￥200 
附近自由活動 

東東東東北北北北三三三三 省省省省 

長白山 長白山溫泉 2小時 日間 20分鐘 1人 ￥260 返回酒店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