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U{L5O8 acab bbba
fgehdoplmtlomnr wuzjzjyxvjpsq{{wkn

0[4p
@DDCA>?B0[4p;Y*~0b_W

0[4pWQ<kc[=,wNs~XUa=B^r,=

QOTWW/]aX=?lVWY*~0XX

? hw]Jl|{~KLCu30[4p+{*?1F|@7N7a>Q?0

~^NwFq;N4oMF9\<++G3oGei<H1/4u51

k<5CS.U<NiFHY*h8*QH]/`vC~0D<eBRA

kF:YCrE0pNwD>

? inUeJTfRPxpKLNN:QCA:Tr,lY;a5sbDm>

? [Z\^L0[4p;4Nt/]a<eqVzv+61/4ChwLHD>

? }zkyd_NQL/h80AH\QNs<s0[4pq=dW\<

,wNs~5UaXK~-^.Xt_<W]AkF:YX\1w,w

RNs>WjK6:p6JX

? `cvVgjOuJTfXsxpKL0sKY]_c]<<23h/bgk

yD>+sZTwbg8Ahh/6UN=MF`9I[Dvl92<

DZ@}=V`\\\\4v>

? MtbamLCUae}@g6Iq{<oK}\<t+<L<gCC

plQRwz<>>-ML8<b<0@gIzErQ<<>|1Q<

ngXc<ERdS<xOO3S.=dQ<w*_1z>

? UqorYSWL>JP<*<2BDyNoPdyNf<Gy7}s

Ubo^CuH;D<tGy-aj7h,CNf;D>j_xyNf

+1/GL[i}sh|U<j1/gf0[4px.>O>6p4J

~d?^SPr>I3/,@>Nf;`tf<J;TV6v@^<8

m<J;`]}>

I9Oz@
]Z Y*~0;Y*h8*QH]/`v<3kF.zw<;>

^Z *n,wNs~XUa>

_Z QOTWF0[4p;4Nt/]a<v+61/4ChwLHD>

~RLgesJ07qCKr

Ns~XUa

Q<kc[

X:m

63;3<<+

\.2F

1+55/ 08;=

gakn

2344+.>7+

Vd|

-8586,8

g[}x}

9377+?/5+ /5/92+7=
8;92+7+1/

2I6P^}Q

4+7.@YEN

7/186,8 nw0,7Sgb

9/;+./73@+
;8+@5 ,8=+73-+5 1+;./7



MU{L5O8 acab bbba
fgehdoplmtlomnr wuzjzjyxvjpsq{{wko

0[4p
@DDCA>?B

6=;T^r+F;[W}Uj`@B;\Z]_}Vm.1*6NC<AB2-78
IU.+
nz1}:Yg~:/21 v~z jz|725:Yu~z v857/~ Vgz5~ g~175~Yl-..z}89zYf~z|, e5~z

def`

\Z]_;tS^;+w8,YX\;u/Hk*7D53[L+;\Z]_
l-..z}89zYp-5-66zYv5z|.-1+ f/8~ x,z/~6Ykz//~ j257 WwqiugrXYl-..z}89z
,3YX_d=*;vtl9/{.3:IO<dz@*yf

defa

Gxc,CS>;<Ddb-;afNKpyF*7D>R[L+;Kk6=;+Y~]uW

KYCV
g2/20{2[q~+20{2Ys-11z9z/z i/~3,z17 r53,z1Ys~5z}~1-:z t2:z/ f27z1-|z/ kz5}~1 WwqiugrXYnz1}:Yv227, t~/-| 2* 7,~ f8{{,z
,<lq+bjjFq7adpai5Bdni8PdiMeigegJm|zEopdz@*yf

def_

v@Iqxc;CS>
l21+ n21+Ig2/20{2[q~+20{2

def^

\Z]_;qxc;LA_R*Z;YO,JT/S,09H,\:14+
l-..z}89zYg2/20{2Yg-7: v285

defb

ZV

wt Or*d|*GyQ9o35P:`]Fu.PsjNn|*S

xt k[t4/\MHL-2S

yt k[t4/\k.MV*^RhL5pRkpp37uk[:TI_fQ2ftlcbGttS{S

l\BVICqTxrVp|vvS
zt aTkpeLdXq=3-rHLkG,UC@]kp|IB=S

{t [V=/Do8wpmjR>GR[VR|*]4u9`XP:Q51vJ>lF,UzRZU/

S0Qk8014S6KZQhl4[G9SOWXS02MHJU;QD9o3d`cbG9S

|t G_e1-Wt8`2MHFl@].yK|IkpB=S

}t [VR9`u]48AJVhQ*hL9IP:PfQOU10Qhl4[G9S

~t *d[V+nuzTI\<quO85@-\RyN\uW_Xr1M:Pkp}sOU.Gp[BfO

lS

* t /wt\d*MthlPfQ3~-O4[G9S

wvtG_12:P}sO4.2MHlGp[t{WkG`9XQ*A2,UC`N3hfKS

wwt/Bo\<RrQ0k4Wk[tMHuF@@DXQG_1Gp[Bft{.14S6.MH=

Y^Qr12:Pkp}sqOOOtOFJDKJMLANCHtBKIrcoLc69S

wxtm6aTkpeLdI2YdfJ]l7k<=Z{ok[tZ8?^X^abiLxQk[:OJY]

l7k<=Z{ok[tQC<tf{Sl1*S{{>\Q*u9o3[DS{n*cyN\Tx

pyvvUUI{>\Q>G4/t>3.dJ>cb,UzRnwpR-p7..7Z-Sn+n{>\Q.

lE{>Q/w?E*>G4/t>3nLAKDPfUk80APaTkpeLd}sqOOOtMFBEGtKLDrS
wyt*du|at1YQ]q*w7PfS

wzt,UzRxvw}Rww{wzzQ9=ElExd4/Q=p[BfclPkG>B.nG_?jkpmyS

qxcP<Iv@
g2/20{2 e-53257Il21+ n21+

defc

/> gN ,N IN WG p@49

@P^`TYR ;PLNS/HSP >L^P`Lb ?Z^PW *HLU :T\[Z\^ >L\OPY+/

1 .Dt bq5/jVZ EPRL]_] FPPQ/FLXLOL AL^_YLbLVL/>LWLOL\T <ZWZXMZ/?TW^ZY <ZWZXMZ/

FLXLOL <ZWZXMZ/<TYYLXZY BLVP]TOP/KXLa/;P]^ JP]^P\Y/CLYOL\TYL

2 49gN *\Nk 49IN DY
=L\W] FPRPY^/HSTWLYVL ALYOb/<TYYLXZY <T^LOPW/?Z^PW HZ[Lc/?TWW HZ[/

:XLbL ?TWW]/>\LYO ALYObLY/H\PP ZQ BTQP/GP\PYP >L\OPY/DLV FPRPYNb/DcZ ALYOb

3 49gN *\Nk 49IN ys|+/fH~/ <T^\_] ?TVVLO_`L/<SLLbL H\LYc/HSP G_\Q ;PY^Z^L/ELYOLY_] ;PLNS/JPWTRLXL ;Lb CL\\TZ^^/

4 49gN *\Nk 49IN Jex ?P\T^LYNP :S_YRLWWL/CLYOL\L FP]Z\^ CT\T]]L/HSP ELWX]/=OPY FP]Z\^/<TYYLXZY

@P^`TYR ;PLNS/HSP >L^P`Lb ?Z^PW *HLU :T\[Z\^ >L\OPY+/

5 49gN C *\Nk bq5/jVZ EPRL]_] FPPQ/FLXLOL AL^_YLbLVL/>LWLOL\T <ZWZXMZ/?TW^ZY <ZWZXMZ/

FLXLOL <ZWZXMZ/<TYYLXZY BLVP]TOP/KXLa/;P]^ JP]^P\Y/CLYOL\TYL

6 .Dt `Anc

,ys|+/fH~/Jex49AZO>r1OFGkA-*q2Ippf

Z\=K

1.+ hv_6p4=:t|x1\S*8J+f

2.+ t5pyr/f

3.+ Z\.0em}oc4~540f

k \/f?22-^K-CncKJZ\0edAC*\KJ-\Z\d

mNefQ~35*:*\_~+dCp3y[;f

.~/wI

ow\/f?*IB+.LXD;P

@hhnc/bq5 eIt18151m

[hhbq5/nc es,1710Ac

g.~/w^h{zdT:.L~C_~f

g\/f?.L2[ht7,=.1wyf

gzQDM:_7*D9f



 

生效日期：17/06/2017                                                          PDT-I-OPT-SRI-IMS-003 

斯里蘭卡【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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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收費(美金) 項目名稱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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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布勒石窟 共有五個石窟，內有百多尊以整塊岩石雕刻成的石雕佛像，每尊佛像的姿勢都不同，所有佛像的腳底都被塗成紅色來紀念當地人的祖先在抵抗印度入侵時腳底沾滿紅土的艱辛。整個洞窟的牆壁上都是彩繪壁畫，幾千年後卻依然鮮明如昔，令人讚嘆不已。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27  酒店內/附近自由活動 西畿利亞古城 參觀建於公元五世紀，歷時十一年，全城面積二百多畝。主皇城建於高二百多米之巨大紅石磐上，巨石四周有平滑如鏡之鏡牆。城內曾建有四個泳池之夏宮及天然噴水池等，全城氣勢磅礡，顥示古人的智慧及細膩的手工。 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45 酒店內/附近自由活動 波羅那露瓦古城 位於斯里蘭卡東北部，距離首都(科倫坡)約 216 公里。198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波羅那露瓦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於古城，遊客可遊覽到國王宮殿，11 世紀的議會，皇家游泳池，印度教神廟，巨大的 Dagobas(如金字塔)和佛像石刻等等建築。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 小時 10 人或以上 $65 酒店內/附近 自由活動 Minneriya National Game Park 乘坐吉普車追蹤大象，另沿途有機會觀賞猴子，各種鳥類等。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 小時 8 人或以上 $60 酒店內/附近自由活動 騎象歷險之旅 騎象展開探險旅程，穿越樹林溪澗，驚險刺激。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4 人或以上 $30 酒店內/附近自由活動 香薰按摩 享受香薰油按摩，消除疲勞，繼續精彩行程。(因應香薰油種類而價錢另議)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4 人或以上 $30  酒店內/附近自由活動 鴿子島(珊瑚) Pigeon Island for Coral 暢遊鴿子島，觀賞海中美麗珊瑚。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 小時 8 人或以上 $45 酒店內/附近自由活動 浮潛 Snorkeling 進行浮潛活動。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 小時 8 人或以上 $25  酒店內/附近自由活動 賞鯨魚及海豚之旅 Whale and Dolphin Watching 出海觀賞海豚及鯨魚，親親大自然。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 小時 8 人或以上 $75  酒店內/附近自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