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jG-

5*}`Y7Kg/xI

bqFwQSZlv>.`L@\H

v.grk;6P.iI`E0_\

et>HmlR>.O@G7_*y

A>.9F>]1g/B6Z?v*

lRb+.Qu/;l;H0nPx

5>N[dunII.PC>?[,

Hh0

]uQqn?g^

o,i+h:}

c^Z*N8t\-[]1.6qzU

VX.yON8yS{r*V[8r

s80*T3,n/1-,ns[N

,n.WlHN8WxQ V/Kz*

ecVv.SW9D`8:Oc^N

8*TBz00NZ<C^kW=c^

PVN8H.b6UU/O-N8H

Nom8/uU8/Zz8OO

pTm>Vq

Um|]yu]|fJhc\75m3lTE\

<^Y?\Y/W6\M{hz8
WvTmL cefbb\_j

gZ]

mnlok]`[]\[^\]` gdhYhYfiiY_a` ,5eGvV^ qsqr rrrq

3m[DZ
25uWau6VH7uWm`au8c^PVN8Hd

e~f6J//Ym?WUV\a=97uWm`au8^3k N,QGOTO0
25?SJV6f`FwPfY]:nk8PEm*ZPA7@P`0S?SK

e0Ke1fxVWSZE:nkY8r/ub?S.7|5,T

fgJVKe\W]oD\5?S8K
25wqZ~6a;3tSOW{5Qu.K5\_0

25EjF46:E:e7SrAl.jiYU0

]uQqn?g^V-YB

*,|`N>Ww=jUSc

wJ<;d0XRfW5HYi.*H

Y}.fWZ,{*jm*C*2]/

R7V6*o;F..KfV^u]:9

i.*ewl]/\Cl]XunZs

~If.Lf9EZHY>=::Y

m0Rwwf9h9Yp:/9bWY

w:*_>.2OPfbW*`GbW

ZY=0

3Hn242H^`^Fr@8
1{dW;fA+g>D.Q3*ReAshAs.V-fYEk:/U1A*

Re.7fPqy36BV*8r_k/E1RSUw*e.nvBWVg7

OYBfQ1*0

BGOiSq=mH^edF
1{6nH.Iri_jE.O36Z}Npwqu*wuX.H.>U9=_

^UYA:0;VEm6UZrU3,r*P6/4r*<A/pr*EV/

\r*nX/jr*^U.nf36PNU:uWi*AQ6c7.mU9*

46cA:0

A@

owU

P`0S?SKe

kg|Z



b1o>VgN7gM{hz8\xSg3_:C-oKA\wxys

>VgUSTX8*?|]yu]|Y JhcAKirWZBgmWCs[\AL{aIMpR
tE`cpRtyPETUx_dEHJedj^smBg`^Fr@8gY/W6g

BGiwedFg6O_AvYVDB
O^EZ/L4MW1t\N^kI>R_7v[VIeq^R;{]0m}S/,I/,pKU?rknIU,{5EZ[^

^92}K^EZ/~YRuqITRSq^7YiXS+vgdK

wxyu

gZ^

mnlok]`[]\[^\]` gdhYhYfiiY_a` ,5eGvV^ qsqr rrrq

cefbb\_j

N7g|]yu]|Y75m3lTEAKngQB_jJT\Y;T\N;T C̀g>Vg

QY}wn_AvYVDB
2 -bd8D.}I1.4C>aT**Txg-,`K-w}.4`<K.Y+Xx^I1@kI;mlgd.9O-sXx

^LP5x}Vx^l~Jm,xJ_SxK

wxyt

>Vg<^Y?AL{wSdEuONBgliKAvYVDBg>Vob1
O Rq~BL@k9cIQtt?Loyt7J=iCgSc-I\+Tk=j]=~3SOZMn=_J2h:NI]cW6

1Xjj4I=^nl*zdSyVm~GE5q9K

wxyv

fu 3/ e/ 6/ pK+L

- i;sJ _f|w[h0HJV[Zh+L N||

. +La XxsJ q^sJ
_f|w[WYJ=+L N||

/ +La WYsJ +

0 +La |.b:sJ

+L?ODF9@5@<AI6oyBsNo+L.4K

;J

+~ 8}.a39FewZN|2pn}]6`F,Qdo+4.3wF8E,QwEzY:i9??FJmmHz

,~ xr+XzYLl_F~_J.EPJ8W3,1iZ,Q*QIXTZH

-~ =[BQi8+0QgmUFhzC1z[eBHIJ[l_=Wq2JeBGO:sXGIXZsvdIJ

t:5QEFjT[~DO5[cBaHWK1672|1^}J{-,*H

.~ =[BQi8+/QgmTF[BgXzeBFx^shjo4~Se5,Q4oC7TH5ZFM\zO:

sXl.FIJ[l_=Wq2JO:sXGIXZsvdIJt:5QEFjT[~DO5[cBaHW

K1672|1^}J{-,*I=[B\zC1z[eBFIJ[l_=Wq2JeBGO:sXGIXZsv

dIJt:5QEFjT[~DO5[cBaHWK16721^J{-,*H

/~ IJ[l_=9-7foH

0~ ~j]:\dE@M~fO?Fir~z@<VFHp*m-b<VF-dJyqh;F4EF\d;y~

C5* K0fFycrkNz@<V/AFxtmK[5VkNLgKu5VkNLk+\dViFm|

,QbGH

1~KC1IXM7LL|654}-7I,o4~+>IX_7}{H

2~ ,QVbpE[wEj+64J+>g^}_7IX}{H

3~ J6vh3WrXPTHG,|GJ6G\dLgdxB8>oFhrW8}X4o4j/HCh>`FR

kmbrBt};FGXtJ|sH=E8>`j+6/4|F*x^sLNDO|sH

+*~ J6GxBdLgr0/DUFmO:l.>o8NF=Cn`FGXtJ|sH

++~ mUJ6gLd_:5=}|]=wnzp=Gh;=d7D8}r;{>IX`S6;g5_J.E6SH

+,~ l][=Sm+[OJ8NFkbp,tJ|sH

+-~ ,Qrj{>`S6rgj+6J5_JUaKI,EsLFm|jo4~N<qON}H

+.~ l}O=u=RFmRrKIJ[+6d{/u*LF,Qr5_J.EUagbrBtg+6v<@F[

rj{>IX`S|EEE~E<@:A@CB7D9>~8A?}TW~KpxH

+/~ KtC1IXM7L5jMLE8?XjWq~HaOIJ[NrtPFPRSP1gFIJt=8M?X

jWq~NaOIJ[Fxq[E[0JrmBa[s=Fmdx^s>3BaZmTh;=1^{+/*IC

5[s=F,|l_\}cgL8}DOo4j/ZXPGpPvgqvHhBV^Z[s=9gXz[

sFl]x0m,|l_\}cZ~v9/8NIRkm,<C1IXM7L`S|EEE~C<8;=~AB:}H

+0~ mU\kF\bGFO`m]q8N

D9T~3

=m1Z2PhD-Nc_OT36D-NdbOES+Dg236

-D9+sZf76.?yD-^1T~U@0

H8pkTT}Ri[
36lMQIU Q X[U GPBD\SrbIg~7{@

,\8QGW36ZINFhZI/^3kZI/gzP

R/yw6APRO Q JqI9sfNAj36QRS8

^s*Q<j V zO

}RiD,3cE+E>c X[]TR\+E>c XUU
PRgBVKpk{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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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