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14* 7978 8887
<=;>:DEBCKBECDI OLQ@Q@PNQ@KIIRROAD

n;Y6Qwi8~F

,<I -@G6Bf--m7M|]=bOMsb:Z|U{[O

ksmuN<ubdceOn/r]GOLYnLugO

,E?G2I {28@@N<}]

orqqpmns

V/O7CW|U{vB2?5 {6H:C *@BD s:4<C@?
RX<EYh[d8|U{vB2?5 {6H:C *@BD s:4<C@?P

\A4h[G|pLLbzLII~gnN]

RG|pLLz[lII~gnNN[N|W=eehdhC:N;6f|n

dbX4N`A4dbrS[PjQZcel02xPP2nNaDYh

gxPP~~Nw\E9n/rP>xnzstNVnQvGOx=A

{O[|NsV;Ai7GUxPd}]P

VC[+sW,<I -@G6Bf--m7M|]=b\X2F]

RYn/rfdeiDMOx:{N?|hsbZc-96 ,9@B6`pxhg|Np

Yn/r`pxNXuPhsbn^IM|x]=b7f--mN?;

f-nNsVx/cp||NdcM|xbbbQN1L11`xu

LNSn/rgjdMszxqKsWy\XhD>P

VX1w}W,E?G2I {28@@\XhgT|w8F]

MOV]^X\ZPNXTe2H0OYK*zOW}*KOgV@v0

8SOUWRQ\ZPTzoB6hGxQvNTWxs>,QoNp

UGj@v0mA]<+GXuNwIgV{`Os,g7+Mi`1

~Xg?]1N7`sxGndck:SO_[\ZPTgsDQdcJ

bhqLNC;>bu7*DNZv3BN5`p*DqSOYSXT

ZPTeidY;VMi3:xKgB=N]>Qvxuu+TN8?b

`;dg.K7+uP

VbNUHWksmuN<ubdce\Xhg]

R PmNW5X1;=PbdYeN<NwV}*3/eG@N6aaP

ArZ1;[dfM=K<x=bF4PwV}ce.*hwPbx>

XxgsNk6`gxkszXmu\tO~OvOGOHOn7u]N@Q

,FP

LYnLug

ksmuN<ubdce

,E?G2I {28@@

oqkldjfhpr

bngmejfhaioc
~|}* {}+1574236:,<

074236:./-8;9



,.0214* 7978 8887
<=;>:DEBCKBECDI OLQ@Q@PNQ@KIIRROAE

orqqpmns

n;Y6

aU5Du

R^.n;Y6\|w]cn.\~s]czN{f\zp]a|KOyaU-

M[4Tpm4ejdi?f*

M94Tpm4egdiP`{

` aUGN>IwvN@Pa|0^elP

` kE{QrVftP

IJKH |U{c/QHu-{

-{u/QHIJKD

/QHcuRoWrcP}j<\dh_o]cB`qT@~2QcEy~2QcJ]j

~2Qcn/rc^,<I -@G6Bf--m7M|]=b\Xhg]cXksmuN<ubdc

e\Xhg]
X>?ksmuN<ubdce{eN@ve?Un/r-96 ,9@B6 ~462?2B:E>P`G6eRtNf8VaP
^>?Z,<I -@G6Bf--m7M|]=b[a0Z{BN*ven/rZgswdDQCNe[Nf8VaP

IJKF

n/rcVMiA3_@Wn/r]GcLYnLugcy<A5{cy~nuDc~

@JGicy@?<6B ,DB66D\:gC]ID=EODPax]m[c|U{c.>A4h[G

|p{LozLII~gnNNBVVqGNNKg\X17CjQ3TQX

IJKG

/QHc,E?G2I {28@@N<}]\XhgT|w8F]\Ef]c9I0?^wu|>cVq

du\\RA4VGQ;KWllZHWZH2V-oP~F]
^8V^|npCP
^N<}]~X};jm;dGGN01P}]0belP

IJKE

ET
eb FXEftGVNRY=P
fb ,E?G2I {28@@.~QX7;js}N*hMu_U:Xl]Z8uN9K28S{_MdMaNf8VaP
gb FXEftGzXTTnPOq:G;OF;0^O7FX{kGg6NcoEG/d4E6GBNzZ+4

6,\{N]TYiddP
hb Z-{F;iRh[\-xr]NRFKU2?wIF;^6<bP
ib KgowVLX4iUch50GwIZ>^^6F;<bP
jb >?:LgDOuxsu828Nl`?USMdf7pY+N*hA4Tdxx+df7p0IAENTL

SzNf8VaP
kb jQ3T:}QXMabh7/dGGNmDO3jQSMNGGPjQelN84jQ/6Zq:G;]

4P
lb X4+\-9xaU5DOxSOX4OjQ[|7Y+8A4N*\`8i{0U2DuSI\auN01

8wBGJ^ENA{_XSzP>L8auch5P2oN@k0^h_/dSzP
mb X4OY+7[|x*PKqNPq:3OA4elN>I9uNA{_XSzP
edbPnX4rL7?kGGp\:>Uq4VGO@XG75T8]\;nAF;`[]lZ41X/6]4P
eeb.LEGlPhEqGelNdLVl_XSzP
efbKg\cnA`[]BZch5G41X]BZFKUz[NP:cU2?_=Aql^P
egb.<OG}^WN80BZFXEh57R|I@[` Kg\41X/6]BZwBGJZh5+r}N4\

cnAF;`[\GGGbG:?8@?DB2F6=b4@>]m9`gtkP
ehbHJ-{F;iRhGc\h68y{-z>qSBOFXE]xGfOfkl+S=NFX{>8\y{-

z>q]BOFXENM>E6iyG\PGBiFGNP7k0^w-GB~Pm@XG{NYeidSIGi
FGNxSft9ixZh8i/dU2Du~aUOVUOZXOSwG8p~iFGhZ{QiFN.L
0;PxSft9ix~`J93elS018-[-{F;iRh`[\GGGbD:49<b@B8]P

eibk@C{QchftNq1X/6gGezBx+z~Kgv.F;5eP
ejbPnFI[9wRNd2PLuelP

8z Hd 4d 8d Gf [|jQ

e aOn |ED>
/QH

*E==>2?cp=@7D zE2=2 {E>AEBc,E?G2I *IB2>:5c

f jQ. c c ,92?8B:a{2 *EDB2;2I2cs@BC6DD zE2=2 {E>AEBc|6B4EB6cu@EB *@:?D

g jQ. 2j.DToc_sx:+~ n]9eA n/r -96 *:?6Ccw@=:52I x??c+2>252 *=2J2c}@F@D6=ctCD25:2Xcw2DD6? *=246

h jQ. TWptPB:V E5]c |U{

i aOn A`-{

XtCD25:2jQe9e]CjQP

`qfdekDmEeDfNn;Y6VR*4h[jQ~dzFKwGz[z8nNed-~ZF;5\--H][NKgmch[jQGVXBQP\mEejDfU2EPoC]

vB2?5 {6H:C *@BD s:4<C@?
<Eh[TG|p{Lbz[II~gnN

9DDAnccGGGb8B2?5=6H:CA5b4@>c6?c5672E=Db2C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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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