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IPUQX? _a_` ```_
kyi~e4734836458 <:>1>1=;>1975??<25

pla4cavd}
j*=LOprd
73aNm{oG4coEBIH,WG

>3JPT\VpUP:61zX]Q/IlG

o=4,8 |zoy_=goG/p+G=L

SUWTVQRX

73aNm{o
I 73aNm{ot,3,<? }0, ~,660B t9:082W5?73XEF{X9<gw

jHFnKf;aNOMc|biaN{HJ;`=Om}f_@[j_

OaNGFAtp8Z>5jOaNGFDly9Ky_|LjF=SW

5xFp.EF~;U.[k-]e2=GHANZ~joEF5}D[

,{oO>3K]G}PGIQFI,GhO8MRIoLhh/bFl

xZSG55^HjFyX<yH

pl8I*M^
I pl8I*M^sx3?|XANGm:uGz<^|8IXANHK>

:OmaUCv,38IO\HILFf;v8IOJP|KXFfK>

f1v-_dfOL6|[A8IF/dL8I G|~8IN4[O8IH

Uq,10
I Uq,10E{u1}>PUhQ3<*Oz<^HUhz<^OJ07,PO

?Un/d~F;z<^3pl8`ZUOUhz<^HUhz<^x3

rP9@FZP9J?g.Fn]Kncz<6\i^CFk\_FQK]^

Uh189Fu8-.{[i_OUhJNZ9@3+brai?>9F

u8j_>Uh3<*raiK>HA;Uq,10W5? q,70<, y?=0?7JBH

=LNt
I 0Pia|~4x/0KDwG;i=zNOL}1CyE}H

4coEBIH,W
Ijx-/hIUs<80=> +,.3,<0@4.pv4c>GdFttcoP+2FsI

IOpT[Ds84coErBIFJ?uSFnvdJADH

lXjPXi^
Io]/hl}C[vd}OKXzlFXieLj/;Yjr~j

-kZ~aNjz1||{W5j-k+RF>}xO,vd}-

]LurOM-kH

73aN{moGI

8I*M^

lXjPXA^

:>56.402<?

,917/402 y3:-
cabd`bekoqnlmptfv

jqnlmpthigrus



GIPUQX? _a_` ```_
kyi~e4734836458 <:>1>1=;>1975??<26

SUWTVQRX

/pHm

plYP:61zX]Q/IlYGR9:L3^t/_Yuk@?4rOjxA^t/_YXyN

^t/_Y3/IQAYe[qLU*Q1^plJP~JeO*Q1_YCK0Y4c^/pHm`

RjlX_YGia4cM{FyMP}}N*geV\Y4c+kW^KCFk\ia4c+k_
\/HgeV/5_m_FD>v??UkbwAH

VWXR

4cYgN{mXoE+G7]YoEBIH,WY>3JPT\VpUZGia4cM{Lg

Y73aNm{oD:O>3K]GG>8M3*rGIGaNGb^IL}ia6IZ>O

aN{Yvd}YlXjPXi^`Yz<C_/
` /HlXjPXi^m^Ff\3e2eM8/jC,\A<H

VWXS

vd}Y+GWX^Giamg{GzT-iF]KvP],.CFk\iat@+GlL_Y

EcwoY@f;3-Y:q7V^SO_Yo=4,8 |zoy_=go^GZlerhv+_^Yk_Y

|kqkMlYKCZ:E:GC^Oe_O9T7vCGbYF6vd}X9F

VWXT

NCYplYiaCUjSuPn^Yh_Y8I*M^`YUq,10YP1N{HQ>3g/YPplNvQ

Y5?qdplGl}~X
IJ?plmcO5?qdplG~XF}Fn[v+nF+Gl}_7h-F+GoEFc2Lv{ggFKiam:Q`ONK

z0Ll81nnOIMGMF2zGuy5=NH

` 8I*M^urT8IXANU^1Z<3{ygeFn]/8R<KCFk_^u:OH

VWXQ

YK
fc dFQB7Z>r<5;H
gc dFQB7ZnGxKucG,+CFGdFiMI}dFR85]RF?XQePPzQ|6wF_JrL

|s^CX_K]jeeH
hc /OW?kzSb{DKrQcF;oEPnD]\?`\*ncH
ic PNCdFz<xQ^}vq_r<dnDKek\dFb|c[H
jc n]d:E;FL[i?2{wek\6s}b|dFc[H
kc y_=go^GZlerhv+_O:sfg|6>cF?>TncFfoyD<B7yQ@]Fv7qrH
lc /HDFw3G.*4=NQ~F]ye2w+]NncQLFDx0PoPO;7]Nncw7V4Fo;

pQFv7qrH
mc ,/ygT/l{`>fR}PP6ZFsX=y,/A+F6Z>,/3+F7z,/tR6,+CF,

@H
nc FLY8tCOzpAbGkpGFLG,/KB}QLN0PFDKy~bowDK3=A88H8F=K

7:@6D}YF^oNFpQH/;NH8?2{tKbFf\wMxMPPpQH
fecFLGQL}KBOqt:[F>,+Ls0P3+F/888F^oNFpQH
ffc2VQZV>2Q,e3+F@*E6NFpQH
fgcn]K?_0cu,@6?2{ezxFwwPdniQQF>b?DKeM.>,+}H
fhc2clZTGrF7=@PdFQ2{}nnbfQFn]KzxFtRww6:@6D62{Y>IFkK

?_0dFcu^AAAcA48298><,@06c.97_bC~wL\H
ficgDNCdFz<x5?RxR~DoInZdAwldFQSO`\>\`a7w.FdFR/~RDoI

nZdSwldFQFfZQR+BeK>6w+_ZF>}\wMBt6wr>b0@ZCX]fjeJ85+
_ZFkpB7ob;6x~bPPDK3=rzpGEpI6GIA~6B1r+_Z56ol+_F2V
]~>kpB7ob;r~d*w3+J=K7rANCdFz<xcu^AAAc>4.35c9<2_H

fjc>cR8no:@FZy>VM3+H

vd}Yg.ho]}9L_C_/Yx9> fekMz1Y~pjGYz,@46498kMz1Y,3CY

YI9*Q1^6c*Q1_YYI9HYM80^o^_YNC
VWXU

zpAb

WO/pHm^yu_d?kC_^wo_zSmRnI2Z

/pHmzS^yu_

JLK<7cemije~K

*LK<b{flhjt<C

?kC_^wo_zS

JLK<b{fjeee~K

*LK<b{fkijt<C

Wzpea/8]\Ff>zSwMAb3+H

WWO/pHmzSJLdpl^SFi/vd}yIH

W1=3q`EZ]fgee^I_8a=fi*_F>DK,*~AH

W1=3q`EZxX=zSwMn8A8EF85Zc}

<f7r2kfRF~d>zSwMAb3+H

WFLKy]\3vd}\uFplZuFv7qrH

*, 7] {] S] lX KB,/

5?qdplG~X

f zIc
^n]KCWy4=LF/K

pl
mRxt u9>06dt96/08 |,8/=dt u9>06 w06,A,4d

MF2zGJRVGm:-`G z,<5 {9B,6du,</ {9.5 u9>06

5=GIM`QG ..NM

g ,/u oESu] ?NvGUV}Gj\5 4c }30 *046dy p9?>4;?0 u9>06Rdyb{991Rd|B7:398B |?4>0

h TgNU{m h}V j/=Lc7V s~xx0 y0<4/408d{08,4==,8.0dt<,8/ y4660884?7d

i ,/u
|<4 z0>,6482

d
vd} r9?-60><00 -B u46>98d|30<,>98 v7:0<4,6d

wZb0+GB0{a_Wp u46>98 u9>06d|><4:0= wx

j ,/u S{mg}j zIc 0<NC

REAFKKHVE CKNMILNG DKMGJirgkdOkd]uWwu`\bhStsaYP



 

生效日期：09/01/2016                                                        PDT-I-OPT-SMT-ISK-003 (P.1) 

馬來西亞【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吉隆坡、雲頂、馬六甲、新山、檳城等地區) 

 

每位收費(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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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狄臣港、馬六甲市區遊    遊覽蝴蝶公園、狄臣港市內觀光、馬六甲文化街和遊船河(15 分鐘)及參觀娘惹屋、品嚐娘惹糕點及水果自助餐。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100 馬幣$80 領隊陪同或自行於附近 自由活動 椰花園 + 夜遊金字塔購物城    於巴生港椰花園觀賞採摘椰花酒過程及即場品嚐，更安排享用由香港名廚推介豐富海鮮餐，一試原個椰子冬蔭蝦、椰花園鹽焗雞及啦啦蜆肉炒米粉等；餐後前住夜遊雙威金字塔購物城觀賞夜景及品嚐特色綠茶沙冰。 3.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馬幣$100 馬幣$80 送回酒店休息 螢火蟲自然生態遊    於紅樹林乘船欣賞螢火蟲(包晚餐)。 3.5-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130 馬幣$90 送回酒店休息 吉隆坡市區遊    參觀前首相馬哈迪故居＋中央市場(手工藝天堂)*欣賞特式手工藝品+ 包乘坐 LRT單軌列車到雙子塔+品嚐每人一個 ROTI BOY 特式咖啡麵包+前往 LOT 10(潮流地帶)+於十號胡同品嚐三間莊豬肉粉/福建麵+一杯(豆漿水/菊花茶)。 3-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馬幣$70 馬幣$60 送回酒店休息 全身按摩    享受中式/泰式古法按摩，能令全身鬆弛、舒適。 9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4 人或以上 馬幣$160 不適用 送回酒店休息 腳底按摩    享受指壓腳底按摩，令疲勞盡消。 3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馬幣$65 不適用 送回酒店休息 
吉 隆 坡    

娘惹廚藝 + 美食之旅    美味娘惹廚藝 DIY(了解娘惹製作麵包醬料歷史、教學製造過程、親身 DIY 製作+咖啡或茶+傳統麵包下午茶) + 飛輪海購物商場 + 台灣美食 (台式佛跳牆、螞蟻上樹、夜遊星光大道等) 3-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100 馬幣$80 送回酒店休息 馬六甲夜遊    乘坐特色三輪車遊覽馬六甲夜市，參觀娘惹屋、品嚐豐富海鮮餐。 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馬幣$125 馬幣$65 送回酒店休息 馬六甲市區遊    乘坐特色三輪車遊覽馬六甲(約 45 分鐘)，參觀娘惹屋，品嚐娘惹糕點及水果自助餐。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馬幣$90 馬幣$50 領隊陪同或自行於附近 自由活動 馬 六 甲    馬六甲遊河之旅    乘坐遊船觀賞馬六甲河(約 15 分鐘)及一嘗乘坐馬六甲特色三輪車(約 5 分鐘)、參觀娘惹屋，品嚐娘惹糕點及水果自助餐。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馬幣$90 馬幣$50 領隊陪同或自行於附近 自由活動 新 山    螢火蟲自然生態遊    於紅樹林乘船欣賞螢火蟲(包晚餐)。    3.5-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160 馬幣$80 送回酒店休息 檳 城 螢火蟲自然生態遊    於紅樹林乘船欣賞螢火蟲(包晚餐)。    3-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130 馬幣$90 送回酒店休息 



 

生效日期：09/01/2016                                                        PDT-I-OPT-SMT-ISK-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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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