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F;1v*QuJUvO

ghikjlf npno ooon
struq{}yz+y|z{* /,1w1w0-.w+~|22/x{

;q
;q9W5Q7
+xZY;qXIU\

/*7>3UZYvJF;1oF6o_2w

JF;1oyZZ+oDL]Nao{OD7Y6o

{ig?PoHTBoGXn

5:978346

+xZY3_Xp
]7

r JF;1t/P~Gn/;q7->tpoh9F_v7ZR.nMWL}

i43FXF_p;nE.XBmnx>`AY>yRFSpMWRJF;

11=<.<:4en/K_RhjG\nv*Y+jJ/K_Imp

r +r;qXpeORt1n[JF;1-pSRyUCJfFg*Kt

1@FkMo1,`oG->B0nC^i^9GY>p

r cvZbyZZ+n+2;Dwp<17lp|rR26Z+nX@N}Z

znJ16cvf12u:utn9ouQG1ftRN}-cn]omJ

+^Ap

th

r HTBt-mPE57:tR?BnB9m-m74tPn7]/sJx5<28

tnUTqG_-R/E={HT?5nC^-S[bR3_21n*

9HTBnJhE<44\@x{9Bnhxn=2?5No\.``Rt

xx{9wn;[HTRXWnz~n\m_2RFnp

>0

r *8{OD7Y62=ncv*>*QnIPA6;eXInJx*}

rfwqg?n>3=Np

1{Z+FYZY
r R\cv>_1-z`o2y1{`oG;IS`oZ+F6GJ7Xo

1{ncAn;g-z`VK*NGg{\`p

1{>Dr{OD7Y6
r [>*Q>C*3UR{ODnIPA6;eD}XInJcv*}Zb[

3UR[@knk9xA6;k1{Rna+[@+bpJx*9I3{i

?PI~BknrfPNWzg?nVu[>A>C*{ic@EOp

:Tcv
r NWu-.I5gp

r 14wCn8_2*9HTB{]YK*Epp
HTB

|,1{t
52 C*HTBn[>*{ODVC}{ic@EOVyZZ+p

62 f;1{Z+FYn]o>3=Np

72 n,it1boy<{o@\Z A<@1bp

F_XpR1@FkM



ghikjlf npno ooon
struq{}yz+y|z{* /,1w1w0-.w+~|22/x|

;q
5:978346

Zw}JF;1.~G/,_21,GXn,HTB,

} =2HT5Nn9}3JCmCLnWVq3JY-p^X_2HTBrw5B>,B7ngI9Zb53tbVnp
/01*

_21,JF;1,c}.;q[>b14/,WWn,;qN}]Na,1,`.,b/

,C?rG\,2yOPXnY
/01+

JF;1,9-h.no9+/0,DL]Na.u2b/,yZZ+,,JF;1,y<{

.yn40hH4/,J?C1
0 ^n{B7nv1x482NZbp

} QHZ+|:VU/n3v1}^1Z4A4w92NZbp

/01-

JF;1,F61,.[*Q>/,{OD7Y6,.W+wwA/[@k,,uA>C

*{ic@EO,~Bk.{i?P/,.[*Q>/,F6,JF;1,k6>wb

.Dwb/~,G->B~,1@FkM.,b4b/~,it1b
, ^--UpHF:|>N|<n[@k|,gJI9n,Zb8`ydp

~ ^n{B7nv1x482NZbp

/01,

JF;1,@\Z A<@1b3IaffY JVdf,.<5355Hs+I7DI9n,IaffY JVdf/}Zw
} ^Y,C29GT5644nngr+n,@\Z A<@1b3IaffY JVdfp

/01.

6t
52 v|7<W8MyK/8p
62 v|7<W8Du+tfDocZC*ov*_zMVv|U?D1dn8@7w^6T7UkrnN*

K,VL.w?/t-944p
C? kj`Lo;A@L.XNFo^FSQ@Ysjn`FuTQdiqfL9WlMAxQ8|b~FDrj

2H\R\:IdiqfGDf~_rWDr3=yLCF1zj6BvfjVn+H|sc[hdY
kI<BE@FcpEbH

82 ^-~HWfogqRp0aXn5Bf;S1{FYngXcvZ+Go;g`p
92 K*>QH=Gm.S\D\/|,9U<Wn2Y*a=nK*O39`p
:2 xZwv*YKXy.PGA/yKvvs+nw:v*SVi\p
;2 v1:Zto73J8dUQww:0kZv*SVi\p
<2 |,\2M}RC2ytoAJo|,oK*+dVVY0cvngxBXgFQs+apwm2WXn

up3Z;kFZ6noF{|JTp^o0WX8dU{+:no4OzX2^6JTp
=2 |,oVYV+dRJ{nCnncZqzcv9`n^m4XnoF{|JTp
542 n9|,j|Vl?D8;.h^QGbt8o]P8V-H0/x[8cv*U;4@0TQ|.d4xp
552 };78=nd7cw9`n9zth{|JTp
562 v1x88cU;4;08dUwTQ|>rxvvJTynnh8s+n2]:c`Zp
572 }i+8WT5n3u;xv|7dUVHG:oynv1xTQ|.d>r0Z;kF0dU\IWn

ax88cv*U;.iii2i\`Za`fdVhY^2Wa_/8}[WM4p
582 xFZwv*YKXD8zXdXRFmD,<wr+v|7{R70s057o*[nv|U^XzR

FmD,<{r+v|7n@,7dIuwxnkrI68nnV4OzOMkrIn8]P8w?-594s
mDI68nAJ<Wgg[0XXg^6s+apIC2ot2M0uMwpk|PII68;0FG
I6n};_9nAJ<Wgg[I[<Y29`sup3*QZwv*YKXU;.iii2f\W[]2adZ/p

592 41rFGDX<Wn<Q|.d9w9D>AKtIv1utv*yFp
5:2 n98jNgZvn-Rn;N9`p

C2ytt
Y[_~.AT/3;q.RK/`2vMSC,]JF;1

_~CV.AT/t
w,tEl94<>890E8T5:>64s+
Y,tE8T59>540Ey966>59{5w

;qCV.RK/t
w,tEl94;>990E8T59>64s+
Y,tE8T58>640Ey965>995w

~C2wC^mJInonCVOzyt9`
~47FGQ4<Wp

-0 =7 ,7 n7 W4 DjhK

H 6J9~x</AQd> x<`:7 6+

I hK~ y62`:7
>5_aB7

B?uqrx<C5r12C

>ZORTwqr F
J hK~

aB^8or7H2

[GP4

K hK~ hK~{<;.7 {x{+aB7

L hK~ F ;N\r

3Ye OZg XZbek TZ\hl^jFPb\ XkZiFXZddo Rfk^c

>>9~aB7<zpU4q}3c|s
t:1t]Fw,gbqkzE>,7;ms
t:*0xhKX,q[GP4kvDYbe]jfi VcZpZq}3c|s
t[GP4|DjhKk89MzI9lS@2f*yJnvDs

i/VsS[bj XZb`fe
L

aB-VhK

Nka^eZ ufk^c
L

Ub[^iko Rfk^c XZb`fe Xflka
L

U^ Plo QiZe] Rfk^c



/ 

生效日期：28/06/2017                                                     PDT-I-OPT-SGN-ISV-025 (P.1) 

 越南【自費項目表】 ( ( ( (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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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您疲勞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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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您疲勞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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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道特色餐地道特色餐地道特色餐地道特色餐    越式沙津、炸甘薯、螃蟹鍋(螃蟹、蝦、魚、 魷魚、香菇、蔬菜、河粉、雞蛋)及時令水果。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6 人或 以上 $280 $210 (高 1.2米以下) 於酒店內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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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