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3-.5-0./4 879+9+866+222 *1rP~cN }*}~ ~~~}

M9VxOZ
[X=O=H/E.DR:;rB
=QcjxApA9AqnSqa^p>.x+wMO*r_xgjA0v]0p`vT

?pyNW\Zj`[r

jUn3zLfQ?LKDGVhce0
7`,~prE;b7VqIp>l/`M5`,j^p7<,[-n,`Br_zJP

T{?9ncJ-CbjMr+@p+nO*pj7,2gaXuCbjFTr

PtJ9Dg-T>F
9{X4b,JapY+*?QG[n{?Y<p?7cvpsNz~ps0G?pQN

WTi`}pw,3jMB?

R
W
U
T
V
S

D2@lBHx*b6kivud8CD5/EI,6kud6M6kh|<F+EZ7

k5sRMk=v?9OgXOkjm/

a{p>zH2,HJaGzr@r

lS,521pYsRkrVp9e2|

Kj~cu;g7<e3Oj9FDo

-pa?==UO;`pX;C`49G

RpeI;Y<ejl@httlr_

JGGGLv\v?BTYf.QGJ4v

?pv?`L<bp1/WDSeZr

D IGHMRo2,NBE9O:;njW9A?

wF
a`[]Y_X\X^Z

QvpKbReaw`LH?mu;KbyM

^+pW\L`oLwF60s4kLeQlg0L

`-B=LRJoL4wFI} AjT
5=voN
sxVx0hyziH\D:/iwsRMk=v?9OBjv?un03,XCP

0hJ\k5BT,@E[*H+|u61>9=Y9OBWVU@[f=E4C
sxVxOZy4+=QcxAq9OuJPTqsHC.aqic],VqI[^:cq}*]RP

sxa1WKy8dbsjunA{El?w{u]k5FtpqA]k59U/b7{wA{k5,hht?p
^u6Q`8ht3qq]k7R,hWKr

sxt,MRyVx5t,B0SFj,=+e,hpj}/RrPWE/pLHN~K=pfHZ,,U

/-0./+,1

=QcxA



8,0

<=;>:/3-.5-0./4 879+9+866+222 *1rP~cN }*}~ ~~~}

/-0./+,1

OMG;oM>j}MU>VP
s e,ht,uWCzsk52H={C,pCz0t,B0SFj,=rt,u}=VKWp|>0L

Cpp20+~|JR_iqsi?_>aNp=cyC~kr@s]Wyq^N`ApR;nQLe

,ht,j<gJkRo*tkr>:9KHY\::KHY<o761;7?

s >wz`G09jHd{8dp@GPMh|wMmJAAp^uH.T`VMGMrGRj;*DH

0VU\iuCFEllPPxpDJSFAjbsZ~2PFY{vAV>xV}jA6*r,yH

b0Wj8e<ejUwpd/mG9_?

e,ht, e,ht,}/ 8d

k5,hht? D6IQB 9`\v

OaUwFMP@sn;oP
s c<PZ>w>Na~{H}A?p^u6Q`8ht3qp]k7R,hWKr

s F5fk50pLp0W*Atlj1pWK{{YU]QB>I8CpS?**M;X9`:Dd[

{MCyc>yqCC?q<Op4A:pCejp;r

s 6N`A9=\v>Gz4_?pPZ|g,OZx^pT57`J+\DpKx9H>y9?

SS]^Bt9Uq Eb9`: .L

Ox5HYMsL]iCpP
s /5B~wq?J=d06;b21nCk5sJi+SS]^Bt9Uqqz0pLj*AfO{+2s

\ZVZq3@09j`:NGx+Eb9`:pPxynPZy\t9g/5qps{.L\4XqD

mmPnR21pyPZJu~u`O-p9F5o]LmIl0sq0Ycjib?



8,1

<=;>:/3-.5-0./4 879+9+866+222 *1rP~cN }*}~ ~~~}

/-0./+,1

k<bwFZQ/HUTRl<S/BPxEQi8gCKz{7*Lq-oLdw

D>9h]iOv91,~JgemnOPZH?muKbyMcsQ:3FjlH{d@
cwDEzEH

MNOH

|n`[zcu_dZBPb[tct}9.nrdZ]~`I}cu_dZte8`\|b

m\:Xj1X\:Z`ocq+Pkn+Pk4+PkC1NkWrPkLR6k;

^Yc]us3FlHdk;zodZ0f}btZ{Mc[/,idZsNd`@Z`-B=

O3F1,?6[+PYrP
6>6W+/`6F^P=W+,FgXyXc,?rek-t89,W+,/?r}^H`6LbmW7.vE-~D=U2

F?rv=BdlYHA*,R9Wh-wA,5{THlY~LaB:,W+`CiT:HlY[.{T.

MNOI

Qj}1,Rte\`K;c[X^+pW\cs3Fp*x`|e\J|dOefNYcMhdP
ZZ2BGDCI;Zvh}t:~fMc[/,idZacsLWoX^DlkxDZBP

CCIJb{SAyct}OyUjIZwEG~@T8XVdZBP]zHFEF
7xu`fK0 ihNCqxiiNCqdTke

MNOJ

Q..1,RwF6ss4kORe_2S_s4X7,bP@ZiqaEdzybm

c[/,idZwFbk<
c R9WwUxqIwk1DCy\;?>ost,DCvqg@Eg<WgrigF]gO7g@Bg,>r|P.Cy\;?>ostDFh

>`r/.>*M,Q;LdMG}[c

MNOL

Vu
HE `CeMBVPZCPgBOp//m1*;_sqj*T[>v,Ppae}IPZRqr
IE -Q5f2n<X[YRIGF/p9Oez[>*[YRHGFUr
JE uN~@Ph^KUaxJQt_Ipj7A^r
KE CXy//pp@Qo505pY=C4t?lYKpxC-JeZ`ppC?T=1?g5=hC//O-

o505pPBpBJo/hllA^r
LE -XGJ9Oh_u0R,RpXmJzSW/p_?JW/j9OpN].s<NW/p6\p8eVpp

8Yp9OKyJWj2g5EbvIjiwzSW/@`pxmbzwD:/{TzD:iw{i39O/
hpby//A^r

ME //ARv?g1|pF4^]/.xhd9qyGp;dEPTu}Sp}AKARppsa/_fF5p
[@Pg*r

NE oe=[>Xo2nSvr
OE N=b/hCHM/Tb5pKx[D;=]broe=[>X?j7u]bqxJ~5qo5/o-Poem

Ij/`pXu=|]nE=OU@r|g=MG>BDBCuAKGGr
PE N=b/hCHL/Tb4p=bTAx]bpxIoKXgJ|3QE//JgfG0nK5pkExxJ~

5W3poe=[>X?j7uxJ~5qo5/o-PoemIj/`pXu=|]nE=OU@r|g=
MG>BDBCuAKGGtN=bEx[D;=]bpoe=[>X?j7u]bqxJ~5qo5/o-Poem
Ij/`pXu=|]nE=OU@r|g=MG>DBuAKGGr

HGE eMq2ZPhIXwNWx?pbxJW3PZCwr
HHEz[Do5unt{B]WSC2no/gJ|PZo5NGz<r
HIE //6AhY=whX4FBpPZT:/NGo5z<r
HJE eMqV@3j2z0nq5zqeMq9OhIP2ZPPZpKm1HFABgJY@_WVv?p.U

sA|U*/VpkApezlrNYPv?X4F4J*p}xIotl]nzlr
HKE b5>^j7A^r
HLE b5eM_sP;IjX+B8N/cvhXqVpXPNgPCmK|Po5P+<JTEJeZ`</r
HME p@=Xsb4=xpCwpYHh8pezlr
HNE //mX|PP+<|TX4FpEJe-@zo/hl{pbyXgJ|lMyxw/r
HOE pzvXps~ps.|zoe=4FPy:p}{p//mEJeZ`-@TA|U*T4FqPXp1m

X|Po5P+BoooEofjdkjmlanchEbkiC430sfxr
HPE r*[Do5untjX|t`HUAQ?e-_@voe=}jo.[.23*6SpoemNH|UAQ

?e-}@voe=pse=`8CpmbU@8nXpbPxIoT@U@Cb4VpXDBAHLGtWj8
nXp5z[>7FBTtHF]ngJY@C2zqhz-Tj-_dU2;C8nXFTAx8npp@
sbb5z[>7FBC0qI]Cwt.UsXq[Do5untP+BoooEmfbegEkldCr

2z0n

*Y\EuDBBXQCTBEE[BSQCT[D2nBV_CXR/-k29Ik5

~2zp`SW:iyxpsb2nIoCw

~\tBEE[2nC2zpN//V<7T70C0nPGFgf:Wp//wh

aXVsPZ,OzpGFC-nprs|pr

2naXA?XFu
HE k59+GS`xsW_Ay

IE k5QB5Bj3x/C

JE rG:bw

D.UsA|aXg1q

RJocSv<7KB50-2dZAuZ{Mc[/,idZAO^_c=fm?dWcMgdZUnsH

rVXeQlg0Z{eU4wF}IVKGHuUx3IV9]ZxN~fMc[/,id
5Y3inaQ=9R1^

MNOK

Jy p1 H1 41 t<{|

i tV2b6 1M@:{2EVpzc_Q5AIbXt< f

j t<F [93bpw4n3 n3u?f
V2CKPw6ytONNKG;J0uMt<

k t<F {mb6S ,]O6
r{yxvu+ szz p*|}w~~ dsrqYt[lm<e >dp

l t<F >jK;=S JNe.<

m t<F slt<6UwD,]of

DHF2zp`P9OU`7FpeMPhIXwKLlt?pDGeAvr



 

生效日期：12/09/2017                                           PDT-I-OPT-PBB-IPP-013  

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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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壇 60分鐘 下午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20 ￥60 明十三陵之定陵 75分鐘 上午 60分鐘 5人或以上 ￥160 ￥80 頤和園 100分鐘 上午 60分鐘 5人或以上 ￥120 ￥60 北京陶藝藝術館【中國傳統藝術 DIY (任選一項﹕剪紙/拉坯

/紮染/茶道/泥塑/畫瓷/軟陶/彩繪製作)】 

40分鐘 上午/下午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00 ￥100 八達嶺長城（包纜車往返） 1.5小時 上午/下午 1小時 
10人 或以上 

￥300 ￥200 大型魔幻雜技秀《神話金沙》 1小時 晚間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60 ￥100 北京大型歌舞劇《金面王朝》 1小時 晚間 40分鐘 5人或以上 ￥240 ￥12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大型舞臺動作劇《功夫傳奇》 70分鐘 晚間 35分鐘 5人或以上 ￥200 ￥120 附近自由活動 夜遊水立方及鳥巢(下車遊覽) 20分鐘 晚間 30分鐘 5人或以上 ￥40 ￥35 於旅遊車上等候 中國功夫熊貓表演 60分鐘 晚間 20分鐘 5人或以上 ￥190 ￥95 
什刹海或荷花市場附近自由活動 ￥160 

(普通席) 

￥80 

(普通席) 雜技表演 60分鐘 晚間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90 

(VIP席) 

￥110 

(VIP席) 

附近超市購物或自由活動 恭王府花園 

(不包戲台、表演、小吃) 
45分鐘 上午/下午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30 ￥65 北京胡同遊(包三輪車) 40分鐘 下午 45分鐘 5人或以上 ￥90 ￥45 

什刹海或荷花市場附近自由活動 北京胡同遊(包三輪車) 【四合院家訪、當地人胡同家訪、煙袋斜街、鐘鼓樓廣場】 

45分鐘 下午 40分鐘 5人或以上 ￥120 ￥100 
什刹海附近自由活動或 於旅遊車上等候 皇家遊船～京城夜遊（欣賞古老玉河沿岸夜景＋聆聽皇城古老傳說＋品嚐老北京傳統小吃＋欣賞戲劇表演） 

40分鐘 晚間 30分鐘 10人或以上 ￥220 ￥110 返回酒店休息 乘車夜遊天安門廣場及長安大街 
20分鐘 晚間 10分鐘 10人或以上 ￥30 ￥20 夜遊什剎海荷花市場 40分鐘 晚間 20分鐘 5人或以上 ￥30 ￥20 

8-15人 ￥420 ￥210 組合推介:  天壇+明十三陵之 定陵+中國功夫熊貓表演 
3.5小時 上午/下午 120分鐘 

16人或以上 ￥400 ￥200 組合推介:  中國功夫熊貓表演
+四合院家訪+夜遊水立方及鳥巢(下車遊覽) 

100分鐘 下午/晚間 1小時 2人或以上 ￥280 ￥155 組合推介: 雜技表演+四合院家訪+夜遊水立方及鳥巢(下車遊覽) 

100分鐘 下午/晚間 1小時 2人或以上 ￥280 ￥150 

2-5人 ￥400 組合推介:  故宮+天安門+胡同遊 
4小時 上午/下午 1小時 

6-9人 ￥350 

附近自由活動或 於旅遊車上等候 

北北北北京京京京 北京 

組合推介:  夜遊三里屯太古里
+什剎海荷花市場 

2小時 晚間 45分鐘 10人或以上 ￥60 ￥30     



 

生效日期：12/09/2017                                           PDT-I-OPT-PBB-IPP-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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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人 ￥450 

6-9人 ￥400 

組合推介:  恭王府+鳥巢(VIP通道) 
2小時 上午/下午 1小時 

10人或以上 ￥300 

2-5人 ￥900 

6-9人 ￥790 

組合推介:  天津+文化街+義大利風情街+解放橋+海河公園 

2.5小時 上午/下午 3小時 

10人或以上 ￥600 

2-5人 ￥1400 

6-9人 ￥1250 

組合推介:  承德避暑山莊+小布達拉宮 
4小時 上午/下午 7小時 

10人或以上 ￥950 

附近自由活動或 於旅遊車上等候 北北北北京京京京 

北京 租用 7人商務車(連司機)* 

*2-3人為 5座車，3-5人為 7座車，6人以上為 15-19座車，
20人以上為 51座車 

8小時 上午/下午 不適用 2人或以上 

限市區內:  ￥1300元/車/天 

(8小時) 

自由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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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