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78695>A=>?=@>?B FCH;H;GDE;>?>IIF<?

.1
*hR<xRJ3
[|rHo4
<xT5=wATL=n:mm>=*0i4m;Z^=

Hf34Ti7=pJi=K=S0x1,L]i[-=

x;4=<mJ3K5=/CvO2\vP=iPG~oA*hX

.2/0.,-1+3

*h
? MRn.z.m*h<E.1Ream;hoT<lEt.14\eJ

X<..1:zeamc}p--M>T5cc^EnCaX~.1<D

.p5<]clEnC;zN>*hf}w]aGay-~W?Ht}[V

rKTcn[mo-LoT<t+EK0W:eGl:/u~L<.1A

~rHf_<=Hf34Ti7{GlEFNXRpJi>

<x
? cE.1Lie{zelJ<t:zeT5{xpT9mLv<E.1u

t+2R^s=>WRemK<*Z>W__Y5=KX=S0x1,<f=

]aGay-~W?H0P[VrKWc[=VT;m-1LoT<G<m

8x\mv>

J3
? ?.Ena=2\=L1:Z1*mea-Uhc>`D`o<ABmn

aWa,/<BCarmruW|TU@z53BCamL1Wa@]U

@/YN6<*>C~KB<*Tn@2Hr<BJ3Cr-1r7Tr

:8mK5<DW`cOqjzyqKto5<Ee:Jrna:1md

><{RW___5=wX=S0x1,>NS<>T3u<mJ3K5<^

d+|eZzpYYtmgW<b<E8K50xmkY>

*0i4m;Z^OEn|w/,P
?*0i=kP.1utmR~Fm;ZS-<ya:Te:mY6<*>

^tbJE@cah=GqsB=.1lwni8w=KUs=x;4=

*LRem7tmXX:fx/4x39 ox2, wX5=~r7{|wn5t>6`

G}jKOLP[AC|D\vLm9n>9=;w51,/8F7

Jp>JA
WT n\h8NquMAy8w<nN/,>

XT |XrQ.1nIMQ[AZW{UA<xO.1KJP=J3K5OKB

ycP{]i[-OHf1iP>

YT EV+XX}m*0i4m;Z^>

J3K5

/CvO2\vP

<xT5

*0i4m;Z^



+,-/.0* 2423 3332
78695>A=>?=@>?B FCH;H;GDE;>?>IIF<@

.1
.2/0.,-1+3

<xS9^o5+dUEACO\WW`VV>CoPSn:}mm>OE:*PS|64S
wATLOYNIl.1<*PST9z
?m>A[1mb<E<xXeabn<i<xv30a<>T3unmj:^d0CbI>
?wATLAwAfusW_W\HW_X[5.MO:_5>fRGZ|8ca0xPm<N?TL.~U.1{YL<*Il>srTLfW_XV5

S<x5?YX5l-<^7>
?T9zA>T3uYzKAT{eXd*T9=T*=xU=eF={f=}.tqIPR@I<^dKX<Ta^d.1K3`F<Ta+d]k>

89:4

*hSiPG~oA*hXS{gix;4S*hHf34Ti7OEXXPSi3j_h
SpJiOEXXPSbqNSi7koSevdSb+~ cGi5;mh
? Hf34Ti7AcTi7<RW_W[5<PU[IHfWm_<7^<7t8Pzeehhm_<33>
? pJiApJiEfT-W1Pxi=4i=7i=8i=dimp-hi77<B}pJi>fRpJi>a/,e~i<N?a:W1

UPe~ii>

89:7

mh;*hO.14\e5XPSK.1KJL<xSK=S0x1,L<xT5O.1
wW5PSetT5
?<xT5AzemT5<:JrF,wW5mEe>GW^VX53>-<<x5\YV5l^7>
Q *hH<xwp\Yh5>
Q 1Ipn\]yw<4T|JpifeP4V|.H>

89:3

*hS9^o5+dUEACO\WW`VV>CoPSK=S0x1,L]i[-1Z<*Z
OEXXPS<mJ3K5OE<+X*PS/CvO2\vPSnypxKBJ7
? ]i[-AE.1*2R:Kpmx;v1Z<C~<*iZAtUHf0xm_<7^<RW___5=wP=S0x1,>
? /CvA[12\v<Za-5:0]mr<Lam-5/:0]kr<:@EPU[Icv]jRW[_Y5Om5P>NT0@cEC00]

i[PT52\my1i>/Cv<RW[_Y5>T5CmT2PM\j<7BUvb}2\W@NT2/PnaW7Bmz6W3j>>/
PUEs0y|<^<UC-v>

89:6

N?h2A

0nh8OjaPNq<nN/,

IpAmhU*h ja \9^V^VVSj

,pA*hUmh ja \x^XX[VQh

PN?541:fe</?NquMh2PO>

}A
WT 4JsX\*h<fLe>
XT 4JsX\*kE@AI6=T-om=4mwMw{4JpUbWv<R^s.rT|sz87>iMtp~u

Oh{PAM[VV>
<8 qqfJu@:>J1\NDtbMTXF_}qtfDzUXjoylS>YrTG}R=0g,DJxq4PbS

`?GjoylEJl,czYJx6B-JID3*q;H{lqXs.F+yhani_rG5;>9DiwKhF
=8 O\J1\uWn]m7Dp^`;Ee*dVcrTsk0{qX1tfkIe,J26|~27Dgk]\J2:

_bDqXTR+vNqDiwKhF6?B@A?9>Cxf7
[T UEeIq[A:Ou+f+Pk^^6X\<R:\W[?UEuSPO>
\T Kmh4mKfJLOricP<f48Co.G,4m4~+2>
]T 8W__D<s[=RY}z5G,M1Q4~4m+2>
^T 1pS?MT-YSZdt{0t+<]M.H?A6y+d,k<iJ3u2@`_o6y+dn=.{6<H

b@D>
_T JptNwlmN?h2=kD=Jp=UENg{,kt3u<iJM+;mzCo2dD:Nr]<dqb_

h8rQ}</mNJDo>1<tr]RY}>oc</\uMJRrTDo>
WVTJp=,k{Ng;`1:e]<?T-s=3uPO>
WWT?^JpK7{2Ub*dO.1{d{D*=/i*{q;tPJ.a34m6GIVM|vJOvIg>
WXT[xs*[?YsT5PO<S?D_NJDo>
WYT8WJRa36GIhMRY}5|vJH7K48=oL<?*RCo.R0fTOQ>
WZT[+9*rnA<bdhK4JsY}{Bp6/L<8WJ|vJOvH7M_h8rMY}t^h<{JRa3

4m6GO777T7+/~0/42x6|-Tz0.P]lRIh\>
W[T6rmh4mKfJbRMJv+dmmk~fD794JsNm4VAVZ\_?,<4Jp1+Mdmmk~

fN794Js<;~svTg5J?87T2*<?{\uMbw87o?]/i*h{MW[V@:bT2*<kD
X\-;`MJ+;rTCo2doN?=D?wMEwDR8kYoT2*RMmAT2<[xxY?kDX\
-;`oR8,RPO@dqbMjmh4mKfJ6GO777T4+z*,T02~P>

W\T?^t:@-_C<Tw?xiPO>
W]T\,3mAPJX\<fvJOvV5Pk^ktTo8WEb4mhR>

<xS*0i4m;Z^OEV+z2{n|w/,PEc6sB=5Z=_{Us=
fx/4x39 ox2, wX5QFS*h
Q8WJG*}lwX5to{0m<;h

89:5

|T 96 y6 x6 5X atdjaV[lNgUE atdjaV[wNgUE

W Nw^
.6i96 -n<x6

Cp9=X=ZyOD OD+QO=L^=XP
<x

X UEt
,Bi96

>IT9z
ODBO=9OaP

Y UEt U
.62~

O<+=uX=aED6=ZU;`P
*hUJ3

Z UEt LK^=XE=Jza -nn=.6MRUEt+dx6

[ UEt
.6;I6

3Qmh
Cm`g`=U}a=l]IlD

QIq6ymAqc<Hb@D> Q+;UE3u:JMv3XN>

i/{0z*+/| ox-xz|Mi.1|2+x- h5| h04|-

dx/x/~ g0-{|/ bx9Mg2x/{ l|2z52|M

q5/2+3| h0+ a/Mm0604|- dx/x/~M

f52x.x dx/x/~Mg2x/{ r052x/|M

g2x/{62+0 nz|x/ p|3024 dx/x/~

l50/~ r*x/* h5|Ml0/{+x- h5|M

c|/4529 p+6|23+{| h5|Me-{02xM

a-yx q1x h04|-

hx{x/x h0+x/Me.. h0+ a/M

h0+x/ r2x+-3Mk+44-| h0+ a/ h04|-M

hx/ p+6|2 dx mx/~Ug2x/{ t2+0 c+49M

f+6+4|- h04|- dx{x/~



/ 

生效日期：28/06/2017                                                     PDT-I-OPT-SGN-ISV-025 (P.1) 

 越南【自費項目表】 ( ( ( (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    

 

 

每位收費(港幣) 地區 項目名稱及內容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3-11歲/身高1 米以下)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    享受越式古法按摩，能令全身鬆弛，舒適。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 人或以上 $130-$15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享用酒店娛樂設施 腳底按摩腳底按摩腳底按摩腳底按摩    享受指壓腳底按摩，令您疲勞盡消。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 人或以上 $130-$15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享用酒店娛樂設施 胡志明市 水中木偶戲水中木偶戲水中木偶戲水中木偶戲    欣賞特色傳統民間舞台戲，令人大開眼界。 5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90 劇場內自由活動 頭頓 特色三輪車遊頭頓市特色三輪車遊頭頓市特色三輪車遊頭頓市特色三輪車遊頭頓市    客人可乘三輪車遊頭頓市區及海灘區、聆聽海聲及欣賞海邊沿岸美景。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70 於酒店內休息/ 享用酒店娛樂設施 胡志明市 / 頭頓 宵夜宵夜宵夜宵夜    享用瀨尿蝦或龍蝦或大頭蝦(每人一隻)、蜆、蟹(每人半隻)、法包(半個)或法式豬仔包(一個)、蠔粥及飲品一份。 **海鮮供應品種、需視乎當時情況而定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250-$280 於酒店內休息 乘電瓶車遊河內市乘電瓶車遊河內市乘電瓶車遊河內市乘電瓶車遊河內市 36 36 36 36 古街古街古街古街    客人可乘電瓶車遊三十六舊街區，欣賞法式建築古蹟，古味十足的老街，非常寫意。 35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6 人或 以上 $60 於 36 古街自由活動 腳底腳底腳底腳底     + + + +        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    享受越式古法腳底 + 全身按摩，令您疲勞盡消。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6 人或 以上 $27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河內 法國餐法國餐法國餐法國餐    法國餐四道菜：前菜及餐湯、主菜、甜品或咖啡、茶。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220-$270 於酒店內休息 陸 龍 灣 陸龍灣一天遊陸龍灣一天遊陸龍灣一天遊陸龍灣一天遊    ‧ 包乘坐觀光遊覽船約 2 小時暢遊有「陸上下龍灣」美譽之陸龍灣。 ‧ 包陸龍灣羊肉風味午餐及於河內享用庭園自助晚餐(餐廳不設空調)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 小時 10 人或以上 $500 $450 於酒店內休息 天堂島天堂島天堂島天堂島    乘船前往天堂島，在島上可觀賞全下龍灣百分之三十的島嶼，島上有優美的小沙灘。 12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180 $90 船上自由活動 地道特色餐地道特色餐地道特色餐地道特色餐    越式沙津、炸甘薯、螃蟹鍋(螃蟹、蝦、魚、 魷魚、香菇、蔬菜、河粉、雞蛋)及時令水果。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6 人或 以上 $280 $210 (高 1.2米以下) 於酒店內休息 1 小時 $135 不適用 下 龍 灣 腳底腳底腳底腳底 +  +  +  + 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    享受越式古法按摩+全身按摩，令您疲勞盡消。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6 人或 以上 $18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1 小時 $200 腳底腳底腳底腳底 +  +  +  + 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全身按摩    享受越式傳統腳底+全身按摩。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6 人或 以上 $230 於酒店內休息 峴港 美山聖地半日遊美山聖地半日遊美山聖地半日遊美山聖地半日遊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350 $280 於酒店內休息 順化 順化古都順化古都順化古都順化古都 +  +  +  + 順化風味午餐順化風味午餐順化風味午餐順化風味午餐    暢遊大內皇城、天姥寺、海雲嶺、啟定皇陵、乘船遊香江。沿途欣賞美景及於海雲嶺停車欣賞優美景色。 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550 $450 於酒店內休息 會安 三輪車遊三輪車遊三輪車遊三輪車遊    乘三輪車暢遊會安欣賞美景。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6 人或 以上 $80 於會安古城 自由活動 滑沙滑沙滑沙滑沙    (租用膠板費用) 每次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 人或 以上 $10(大小同價) 於沙丘上 自由活動 美奈 泥漿浴泥漿浴泥漿浴泥漿浴    浸泥漿浴(約 20 分鐘)+浸溫泉(約 20 分鐘)。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 以上 $180(大小同價) 於酒店內休息 



/ 

生效日期：28/06/2017                                                     PDT-I-OPT-SGN-ISV-025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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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