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YG=

bX93XNuqco9/Q
.g\DD}zL9M<<BodJ

r@:,yKV/Lg9_QT63

eutT^@^,/==Ko9_M

aTCK}B:wM4@:swc

X9z00a89DT\\Zs;J

bQv:b,^6/u]Ec,W:

|x-F;Ob8vmE{Y79:Q

|y`TS/63aSYV9gF;

QsM2

?.,hZAQj4|O

lwW*]_ex~A9hVKeQ

~9o,tG?Z9qRjQ;kg

o*FTv{[F9TCP;k/.

MF9ERFe6o9M=`I*/

{[m;9_*9GuGR;z\-

GFXdo,yUR?\LFBd0

Yp?:O1gC9.a_\D]:

/uw-h;

~]Cd*e*

g-<y96+Dzk/1nUL-K,wdn

Zz{ZnrMpMnS8.N:
i7m FHILI>AM

J<?

PQORN?B=>E=@>?C JGK;K;ILL;ADE BL-h?yp TVTU UUUT

8vcP[
<Axm*eBn.r?V47dvKdbcimE@C+^wjo~Dg<z

[6[UY`\:C+^wjo~Dnj\bZDQnE]ce

6mFD=db{flKR^KxW]R^

<AGXT`BplR.^rfjCywA\Iu/eUKBHZk8_GX

Un;Un9r0bd`gMCywdA~7{nGX9C0

<6_nsT`UngdjwHg?GXDX

<A?CBXetZ3*k3n>z\]`+>Z*9jtF-FoMv};

^yWtqJo_

x1l0kD1
njh/ZD}h5hj<9A{2`

ad91TZD.]3x/bcA~

|A:/c<7v:A67v|b\

7v9cuLZDb0_ a9T//

mkb-9]bEPjDFTnjZ

D/^F/5;

w0*m\xkk/1qgefjOG^u<y96+Dvr

460hTIW+Cm][k

<*V?Eo8d\rb?Lgq8/Lg-9rbb4//r}8N/=i:

^@\H/zFJ39Wrck+eFAq8/o,ue:dKueb,yb{

3Su9PrEMbLgFOAFdv;^*/rEpEdzF:Epbd

*F/gP9:X^rpb/gKlbbd@;

qn

g<z

xW]R^



CJqD:+ZI{BgU+^oTOjC{*Y]Cd*e{oN{-t5kvJz

bi;_u{>P{Q^C7g`w
/+}=>oH/mf7Rmf|7R+:7R+37ezmfQQ\z739b/

XYZT

oN{<y96+DzUL-K,wdBNupYDCs}fwniYwnrYwt{S8

.N:snh\45-N:ppZ96:nrx96:ntr96:St{tr=86
B~`]EC
W@;aT@;a-hsm}FjQNz0k,+?ZUCb.vTXQG|U^kuVVx]b.vQE7No-00ku6

b,LsmR-hsmRl5smRkusmRp?smwoU0qrbY5smS

:8y{KQ<=QMGn]95]-*65hS

XYZU

J<@

PQORN?B=>E=@>?C JGK;K;ILL;ADE BL-h?yp TVTU UUUT

FHILI>AM

]o{Zz{ZsA@.VRn6`=nr7wt{3;gB~`]EC{]o?4d]o4

{*Y]Cd*e{CJ?4{BgU+^wSH\C{qD:+fL

XYZW

j,

b` vh~e;EsJ<XN>A}]3R-L<?|~M\DI:G/g}}~5@Xm9/*

c` mU^<dh}BT2~TbHI]5k=}]3<O``ccR}my]3WsR6fDnnk}wEJu\

d` XM\:U4yI:}^@~Zu.zh9_afA<]3W~y0,5*

e` y~3I:l9Qc,=q~|oK0~y07SNDy~Qja3u}G23Zt-j3Cv>*4*f

elg^a6_,]dca*

f` y~3I:le^cCG*

g` rOdZE}FL:^@^BWd0D>qbH_p_3qyiL5;sfFL}^=qt-m1WPD:O

d9/*rne_pE}FL:^@^BWd0D>qbH_p_3qiL5;sfFL}^=qmUFL,

O.LvOsJ}y~QbyjU8l}@mE}?]M\O<N\Vl]}1^]3FM}wE,u*

h` ^G>o7AsozYF1t}IRVZuk1}|K_E]Bk1}b<zQLHg}ey}7ApYV

waZ *aAvT@OC{Zuk1_p}XQM-=f1C{.D-Uf1C{.C`7A1A}MX

]3={*

i`-say0zcy.^mlk_^cy]OdZXmy07lYS*

j` ]38=Py3WsG[kizXmD;X7ly0YS*

ba` ~eSEh/O3+,x~aW~~e~7A+BDPrgsJ}CR2mU:iOdJ_|wEj;}*

FE=JvLXj}w:T~WP*rygj;G[k`d\}[X?Sy,t-WP*

bb` ~e~PrD+BOe`x3}M|oG_sJh{}rwF;}w:T~WP*

bc` M7~e?|D<jal]^:rOKVPl~HglDfrg_Rp[sy08.gkDj@~Zug+*

bd` D53l1M[3|zh{}H?P\T~WP*

be` ]3RG[s8.gJDG[kzj@~0>-y]sP.}MXGOdZ,qI|{X*

bf` DY*lRi-}E*J-y~3[kDVdP[.}]3Rj@~Zu0>D=JvLD[kSlp}8

RG[sy08.^|||`|swqxwzyn{pu`oxv_6/YxMX*

bg` {Lsay0zcyaG/yumo:E9L^|>*y~30OO2z245}bG}y~Qrm/o:

E9L^0>*y~3}SL3u6`zRMv>6Nl}MDX?Snhv><M6Hgla6]bfa+w

a6Nl}aWI:9U>DymUt-OdJ_<3+~P+NDQN|@v.9<6NliD:U6

N}D5U\MaWI:9U><YQn[h{+*FEYhsay0zcy8.^|||`zsort`xyq_*

bh` M74Kt9={}1AM5Nh{

NB]2=

Iu>;zbkUp7zan;:

]FirbAsL;:H:;:7H:plH:p>Hy3;:9

Qefe`g^4

LJ|vZ]1^rf
V:A6wju ^?VxD9 ^0C4eqAK

[ehbKkR\FwAK\^gnVUu^Q`;:G

AcR.+g<zcR:q*\a:?I\a\^

b_^E*q

1^xM7=oQ6QHl ehja^g6QHl ebb
][pO_Y|v/P5

]o{Tr-B~`]EC{rMpMBGVPeC{gefjOG^u<y96+Dvk/1BNg
r{^aCsh=b<v~dBQ,KMmlFfkWXvFhLRyZ|C{.,g;

_Vt
WC@v?paTa_?pa\c\iOQTKbb[\+G\+Qei=@:rgRdJlbb[QK=`fwmfu6b4

D{~R]1b4wub[QBtufeqPrxu=31bS

XYZV

:[HcWRAH=HLRQH-9S2bv:[9IS

p5 <A nA JA m* .^:[

6 _>PQ, +: gs87t+:S]kcst:[ ]28

Y :[ifF;CIA _8_I, @;a4D,
mf gs87tmf]N:[ ]S]M1j:[ ]28

Z :[i RB`4D, 4

[ :[i F,B}X,



 

生效日期：29/08/2017                                          PDT-I-OPT-FWW-IWF-025 

福建【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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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推介:  篔簹湖乘太陽能遊船欣賞篔簹夜色 + 車遊廈門夜景(鷺江夜景、鼓浪嶼夜景、演武大橋、遠眺海滄大橋) + 中山路步行街(品嚐廈門名小吃阿婆薄餅+麻磁 1粒) 

3小時 1小時 10人 ￥320 ￥260 組合推介:  廈門老院子景區 + 360度大型室內山水實景演出《閩南傳奇》+車遊廈門夜景(鷺江夜景、鼓浪嶼夜景、演武大橋、遠眺海滄大橋) + 曾厝垵步行街(品嚐廈門名小吃阿婆薄餅+麻磁 1粒) 

3.5小時 1小時 10人 ￥368 ￥300 組合推介: 上古文化藝術館+老院子景區+閩南傳奇演藝秀(360度實景大型文藝秀) 

+車遊廈門城市夜景(遠眺鼓浪嶼夜景、 演武大橋、繽紛環島路)+ 中山路步行街 

4小時 1小時 10人 ￥368 ￥300 組合推介: 上古藝術文化館 +海上明珠塔 

+閩南傳奇演藝秀(360度實景大型文藝秀)+5D體驗館+車遊廈門城市夜景遠眺鼓浪嶼夜景、演武大橋、海滄大橋)+中山路步行街 

5小時 1小時 10人 ￥368 ￥300 組合推介:  廈門老院子景區 + 360度大型室內山水實景演出《閩南傳奇》+車遊 廈門夜景(鷺江夜景、鼓浪嶼夜景、演武大橋、遠眺海滄大橋) + 曾厝垵步行街 +  品嚐滋補石斛燉湯 1盅 

4.5小時 1小時 10人 ￥398 ￥300 

廈門 

《閩南傳奇》360度實景大型文藝秀 1.5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景區內 10人 ￥199 

附近自由活動或 返回酒店休息 

￥238 (普通席) 《印象.大紅袍》表演 70分鐘 15分鐘 2人 ￥318 (VIP席) ￥218 (財富席) 《武夷山水秀》表演 60分鐘 15分鐘 2人 ￥298 (美麗席) 龍川大峽谷 1.5小時 1.5小時 10人 ￥180 ￥90 

福福福福建建建建 

武夷山 九曲溪竹筏漂流 (包竹筏小費) 1.5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30分鐘 2人 ￥200 

返回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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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