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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19/08/2017                                                     PDT-I-OPT-MED-IMD-010 (P.1)  

杜拜【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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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每位收費(美金) 

不參加客人

之安排 

成人 小童 

杜 
拜 

沙漠四驅車及肚皮舞燒烤晚餐 
4-Wheel Drive+Belly Dance+BBQ Dinner 
 
乘坐新型豪華空調越野四驅車進入沙漠地帶，於完善安

全設備下，穿梭於起伏不定的沙丘，親身體驗如過山車

般的緊張刺激，於稍事休息間，團友可欣賞及拍攝沙漠

日落美景；傍晚時份抵達沙漠營地，欣賞精彩的肚皮舞

表演，與漂亮的舞孃一起翩翩起舞；並享用豐富美味的

阿拉伯燒烤晚餐，為整個旅程留下難忘的記憶。 

(如客人自費參加此活動，則當作自動放棄是日團隊之

晚餐)  

 

*如遇當地回教節日(如齋戒月)，肚皮舞表演將取消。 

5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1小時 5人 

$85 

(大小同價) 

於酒店 

休息 

帆船酒店自助餐 

 
團友在人生必到一次殿堂級七星級帆船酒店內的

AL-IWAN餐廳(包來回程交通安排)，享受非一般的 

七星級服務及品嚐一頓國際豐富自助餐，人生何求， 

沒有預訂的客人不能入內參觀酒店。 

 

服飾：不能穿球鞋、牛仔褲 

男士：有領衫、長褲、西褲、皮鞋 

女士：斯文衣著、皮鞋 

 
*價格會因應當地節日及假期有所調整，價格會以當地作準。 

1.5小時 

到達 

該地區期

間進行 

20至 30 

分鐘 
1人 

午餐 

於酒店 

休息 

$200 $125 

晚餐 

$215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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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19/08/2017                                                     PDT-I-OPT-MED-IMD-010 (P.1)  

杜拜【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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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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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四驅車及肚皮舞燒烤晚餐 
4-Wheel Drive+Belly Dance+BBQ Dinner 
 乘坐新型豪華空調越野四驅車進入沙漠地帶，於完善安全設備下，穿梭於起伏不定的沙丘，親身體驗如過山車般的緊張刺激，於稍事休息間，團友可欣賞及拍攝沙漠日落美景；傍晚時份抵達沙漠營地，欣賞精彩的肚皮舞表演，與漂亮的舞孃一起翩翩起舞；並享用豐富美味的阿拉伯燒烤晚餐，為整個旅程留下難忘的記憶。(如客人自費參加此活動，則當作自動放棄是日團隊之晚餐)  

 
 

*如遇當地回教節日(如齋戒月)，肚皮舞表演將取消。 
5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小時 5人 $85 

(大小同價) 於酒店 休息 
午餐 

$200 $125 晚餐 
杜 
拜 帆船酒店自助餐 

 團友在人生必到一次殿堂級七星級帆船酒店內的 AL-IWAN餐廳(包來回程交通安排)，享受非一般的七星級服務及品嚐一頓國際豐富自助餐，人生何求，沒有預訂的客人不能入內參觀酒店。 

 服飾：不能穿球鞋、牛仔褲 男士：有領衫、長褲、西褲、皮鞋 女士：斯文衣著、皮鞋 

 

*價格會因應當地節日及假期有所調整，價格會以當地作準。 1.5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20至 30 分鐘 
1人 

$215 $133 於酒店 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