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JIvgAUj

>7U2@w~]=i@b4Uj
2/]aJ{tgM+E;T?h
,W]`H4R4k]m4s.?

y]13xLK_E;x@`,W

3M=<80K_VDGYg]Y

uGn:<jkFy99Ct]E

wA_+[Lgw-H]<vJg

LXis-/_

i]`

{>xLpab^_c^a_`d ifj\j\hjg\_e` cjT>gJ> ]_]^ ^^^]

@K^JIvgApb[

}j:W[]1>5*7[s8A

3]K_U~-{_EXZq=[

QQ8@T]~Es*sdLes
R8]O<h[HhV]y8P

]]FixQ]88=pG<JO

/]FwF.]`{I}_sG+

A^8r8^_8l{~*7[^
7^<^<a*8A_

=<;hon

E=FyM1858QG>58Q*GK

_RbL/@jO]vp_*7E^

]_U~ZGLk6cp/@jO

L_p_0=75GxKx0uL695C
xIK/Of^k]^ppxI4g

>V;M9Je*B8u]ShR

-^V;LxI@/_

BS\UFPnCHEDesn
zd8mA^-L-7cYE`]vB^-zJ:~83J`]t=q-A

9^Z`V]p8A`5]vZhtwHV-yL^w:F.188A9L`

{]PK,HR4_88*Iv?]vYJ,DL3YH]E.*paZht

q*L0Asxb_

_ZM]x9Lk]t:
,W]H,|W_F5VLu?ay1}:?M~3~]svy1}W]lm

m,nvm}n>Ls4_,WZO1ed3<vtpl\Rf;`[LD

Y_p9XE]{t,W]NN4+\R-jjp]F|R=pl*E{{L

68U7_

KX+21-o31<[k+7V><H=aCU,,<

wP+PrS1<eB1,<0k+uv,

+11V-O@ mnopljkq

t{YW>
a DGiY>7gM+E;T?hoJg

a dY@ba*edcy[^hV^*7>>7

a c`u,y[hbv^B]S^hV3o^@gxS^IwR^C]7_

a yntLxzcj45wf1Dm1

;4

,W[ef

/^>m:;:B4Oyo/+z4eL.k0



Re5S

[kDB^GYTOjC7V>D~DG/iK1H0D0kD

u3g7}

=^O:T7_FIK^S7P^e=2uSl*v[3\/R>=_?c3@I2

XR:^H0>T;R0B2DnF+9KGEL8mulp92ZVRRVLhx4

^e:Tm:`I[32*v:c2>]KX;{8Q2ieR:bj|=ld\

[3KXRKX\/B3F4B4

e H8^O:T<u2oq{hL1?<t;4

XYZV

i]a

{>xLpab^_c^a_`d ifj\j\hjg\_e` cjT>gJ> ]_]^ ^^^]

mnopljkq

MurKXD21-o31DA|=zt,D2~2*347865 v

g=-x3-2~.{|-/?E1wyDKX4Vhx~.{}-2*.|z-/?

B@yD+>0Wpb]
=zqlDsr7eRYIj.olLnZulLn==hxJORQznn2u2c>K

MT`VC{kfR+yW1Qznn142cR93BQak3XJ3b[93

xw]Ds83gCCbrg2oFJ:393RDs8u4

=IPx^D70WIP3D]omq:XN2u}DLOB/p9DRJ:DX2

1^thg2H\^2zIdtm+{F==`gTg4^lt\63-^~gR

+gl*3f5RRGM]2KBpH0zFA3GELnR3IP2X_enn

W;26/gFYC-n2oFJ:t4

e0Fzfzg{ }./-*oe\2xQZ2mpkq@TopY@io~\Jw062w^y]4

XYZS

KXDN1cdDvX>DKXr,DdM-/iK1H0D
wPDPrS1DeB1
=IPWb7nn8LC4@WIPsH+>+lSZ^yd[RCJOR>xhx

d[RDG4WbZ{J^+x2Jx/93<3q:2`V@+*+lWLR

+;S[6^xRAmz576H+nn2qHIPWjKR+a8u4

=orjk7nnPhoFSlu.8u2ulL9I53-PNd38hAZ3h

xd[F>z4jkW=M=WjgW,F22{R7F,S[T+acQ9

g2rugzIPD682OAR\~ED4

XYZT

wPD<F8ThS1DWvFZQ/iK1H0D}I_~p

4Q/iK1H0D[kDH=aCUx0>6Cy
=\T*~DYr7D2Tq{^e42}PAS29v`S3ASR.BJ62\

T*u>}hxtJRuM62uTqDgl+CPLlRDg4

XYZU

0kDB^GYTOjCuvx09<A@yD9uanD
hP29BRQ_/iK1H0D0krMu
=VQL@7:^SEN;T>2>E7mZollURMiYr2-Sm@Zr{k

2N04@ZrUSEa_V.m[J-r82EUT.:r82wyy7DeR

CR@1w-@S72}N>@R@1{v:ZZCpg72_pjL4

XYZW

zd8

V-Fd098

zY4Z@b2



sPTPc

DXxWe^gP/C?043x?FgP9\/DF0

4CegP /AG04xWgP /@G0vtgJO

>7^hV^y[~Tt~/

1g]R.4=a`]`OgP9\TP~D

ycm1Q|_nXOLOMT]ru8Y{xNm163_

^V Pt \t zt `=`n

m }{a
lQgVIPOJIDcf`= @IPHNyCYI`= @

GPJNlQM`= @<Y

n `=W e]OEr Tqwa TqUvYX~=:}b`= @-jM`= @<Y

o `=W `SP@ .Gp >KUvYX~?.<nlQ`= @|M`= @<Y

p `=W K>@ WwP IKUvYX~^GlQ`= @|N^`= @<Y

q `=W

i]b

{>xLpab^_c^a_`d ifj\j\hjg\_e` cjT>gJ> ]_]^ ^^^]

mnopljkq

yc

63 H~In36634iKw1]gsZUFr}T^?c4=s=dp]FId,i~sT_

73 RX@9qFi>{]0,{xN?UE,

83 ~F\gsSRu+QYTi]hIn4h?0Oo;]n:IqISR~0:^l0ws

y04gshPQYTi]~R}mQg3NOvD_

93 n:80m13-@UAp8]FZgj9zf]E0gzfLm1]4:o:_<zf]

t{RS=D-]s?]m11ig={XKnxKL,L1Dj9zfb.]hOOiD

a45wfj4ia45w1Dj1rm1f0]O\gsvD_

:3 QI^=s|,j+3=_

;3 QI^=s|0Vqc|0^H0CY^QYk\J>QIO,{sI]:Z^_GR+^

=;u_cKyn-z/ec0c.955_

<3 In6_>4w1]e@R.}xNH0w1463]4Zu@G4_<{WR.]O2]

IPN_

=3 iCeQY@+?j/EB@0j+QgTm_i~QYp-]Z_

>3 gszvU?^g3:Z,~Ri~4qTp-QY]Z_

653 zi~h9\p-QY]Z]:TmH?5n0kg31Ce]T`}2g]y_

663 In^PB>L{Lxl>^]OH00k63~D]4=;t]O2]IPN_

673 Oy_K6nvD_

683 OyIn}T>r,{|m/o4MHXU|^D-|>o2p0Z1l6QYrbx-4+:

IqIxS_

693 7a^|WOZ^HR~D];*U\]IPN_

6:3 gsZ:l6rbx@4:Z,R+:IeuiQg3Nj]O\:Tm_O3>HDT_

6;3 7]Y|Q0`]Q/:v@;F4Z,S3?4Z,>NvE`_gsZ:l6QYrb

/XXX3XOSMTSVUIWKQ3JTR0xW4+*:IqIeuiQI^Z,>NvE`j4U>Jh_

6<3 SFCeQY@+?{:k?I.;2+0=nEuYQI^lLDrBruwOpB]Q

IO4.k;2+0=nluYQI^]H=^IkcRZO;ukB|]O>h9\:{

;u4OxD-|ec.6:5b={kB|]sP=sncw4?.cGRTmGb4g]^

U]J4VJE/;Vp4kB|*42MkB]7aUvOsP=sncw4UF/r~

DbQ/:n.CeQY@+?rb/XXX3VOJNP3TUM0_

j+F||t26

63g[e}[/hSg

73 zY-9[w>DGY[XE

83 XF[t/VDX,G^NKt^Sg04

b4J+/VDG0

1Q/:v@F|2pS



 

生效日期：23/06/2017                                           PDT-I-OPT-HTG-IPH-022 

華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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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遊黃浦江外灘  

(夜遊南京路步行街、 外灘夜景遊) 

2小時 20-40分鐘 ￥100 ￥50 夜遊黃浦江外灘 (包乘觀光船遊黃浦江)、南京路步行街 
3.5小時 20-40分鐘 ￥200 ￥100 《ERA時空之旅》表演（上海馬戲城） 
1.5小時 30-50分鐘 ￥200 ￥100 朱家角水鄉 2小時 1小時 ￥150 ￥75 夢幻東方雜技表演(貴賓席) 1小時 30-50分鐘 ￥240 ￥120 

上海 七寶古鎮 1.5小時 30-40分鐘 

16人或以上 ￥200 ￥100 

附近自由活動 夜遊山塘古街及乘船遊古運河 1.5小時 20-30分鐘 16人或以上 ￥100 ￥50 附近自由活動 同里水鄉(包乘坐小船) 1.5小時 60-100分鐘 全團 ￥200 ￥100 不適用 蘇州 錦溪古鎮(包乘坐小船、 獨家舞龍表演) 
1.5小時 70-90分鐘 16人或以上 ￥230 ￥115 附近自由活動 烏鎮水鄉(包乘坐小船) 1.5小時 75-90分鐘 全團 ￥200 ￥100 南潯水鄉(包乘船) 1.5小時 60-100分鐘 全團 ￥200 ￥100 

 浙江 

 西塘水鄉(包乘船) 1.5小時 60-100分鐘 全團 ￥200 ￥100 

不適用 杭州 《宋城千古情》表演 1小時 45-60分鐘 16人或以上 ￥240 ￥120 附近自由活動 三國城(包乘坐電瓶車) 1小時 30-50分鐘 全團 ￥150 ￥75 不適用 薛家花園 40分鐘 20-40分鐘 ￥100 ￥50 無錫 靈山大佛+五印壇城 

(包乘坐電瓶車) 
2小時 40分鐘 

16人或以上 ￥235 ￥118 
附近自由活動 普陀山 張藝謀印象普陀 1小時 20-30分鐘 16人或以上 ￥240 ￥120 附近自由活動 寧波 夜遊天一廣場 1小時 20-30分鐘 16人或以上 ￥50 ￥30 附近自由活動 紹興 畫舫船遊環城河 1小時 20-30分鐘 16人或以上 ￥200 ￥100 附近自由活動 南京 總統府 1.5小時 20-30分鐘 16人或以上 ￥150 ￥75 附近自由活動 千島湖 千島湖水之靈表演 1小時 20-30分鐘 16人或以上 ￥240 ￥120 附近自由活動 彩虹橋休閒區 1小時 20-30分鐘 16人或以上 ￥60 ￥30 附近自由活動 

華華華華東東東東 

 

金華 夢幻谷(包欣賞暴雨山洪秀) 1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60分鐘 全團 ￥150 ￥80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