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JBL4 NPNO OOON
STRUQ[[YZ[Y\Z[] a^cWcWb_`WZ[]eeaX[

2`]
cigfhabd`e

XWWF<`r8FXX^qM
R WX^AX0_Zh2stFDzx_3S\13QX^A\dh.K

PO02r\X^qZzOG_dhP^K>\}1OCIX^d?

kO13\8;y08Ze5=F<\->OWSGl@k+SW5

H\qcXOL>s5`8Ze\_2O.2<z\YsQ+~q0

\K?FFF\0->O_D{{7B2`]<-x=\Ll`jO

.2,efSO_DXb5d?FFFOEnWR0^\+gj8Q

R 9z.ghebH+?ryjOdYs-9W4^X^A,JCOt

4^^X^AjP>V\N4ZR2{oViZU\d9\TyjO

P,8e~\791YPNj;O,+kPTCdQ\~D\1jW\[

aADXFO-k4G__hm{8\_\yjYWs=1XO<zz

m9WN>ucGvX\u8Ds}sW{nss-O89LdX9

\AQ

AwY~N2`]
R +0_DHzqa/7\o-OQS.JM\3OzopXWX^T

t]X^AQPK8?\136~5hx}WO.2}~\THS

FQ9iXFO\K+WF<`r8FX\WfOgS.}K?=K

\eWqMTKsw\HE=fPf}~5`OfkN;\yjNj

K?\RnOzW4Q,zQm5AwY~Oakry:?xIF

UO9m]{j;_syv\FG,[Q

xI-SFUROkry
R xS4^ry2t8sUGTtjPKf`t/cekP~~2v1GTtP

28S3tj4;<m+>G= }BD@kP:?z8tO5?-Sn3Q

s-4^
RxSPi5ckJ5COuGHUQ

J]x2T
sp X0Rw/`OfDearoAarefDoOv^cRO>qxunq]Q

tp eM*ayd}1-7<Ov2;d_`QjOkI}6103rw/Okk

up cRX^AqMPs=14~D\1Q

X^AqMNYP79N

s=1

~D\1

]/>d

2`]w5hx{m
heX3Nj[Fm7\X^TtNX^A

He-i;xi9NdjaR\wrZF2{_

fDPX^AqMPs=1P~D\1P

Ksw\HE=fP791j;q,+k



9:?JBL4 NPNO OOON
STRUQ[[YZ[Y\Z[] a^cWcWb_`WZ[]eeaX\

2`]
WRjarj]/k^X^AqMjuX^kh^X^Aqr8Fl
[ IIFC4w|:4;xO/Ost6Ij{u_Oy.euX^~6qu0FCO1UN5B?Oqu0FCOy~nHO1{{-Q

l PKqr*gH<n5sE:O1H{-Q

rstl

fD^-\u^Ksw\HE=fjPe=kjhvk^f}~5jPe=kjhvk^hoD??^

f~v
R Ksw\HE=fT?a2`]HE?Pyi.AO;M4ZzZz\->O?<xH}EQ

R f}~5TxS4^cRf}~5O?5l}m/*}iDOr:X^=K\79}1Ey.OC;7{TMIY;9:?Q

Y3S_=_@]=tnrzx0^n{fNjNT{r.=k4syFD\rhc8Q5-\=fg|g=m~PK?=u\:qhV4

sC\}YYj+F;G9Do9DJ;F;: 78AAkO,nss-a:0O3[f3\8y^jQ?ue=kkb_w9Y3;JQ

rsto

cigfhabd`e

ar^prh^X^TtjrX^k^791j;O,+k^<jX^stjm~^~D\1^

E/~^28TT~6jGkk
R 791TX^Tt=}ZthI7919z9Oprh9,>X^Tt\_hthOthZ,S*lJob}gYZnWO_

ZX^Tt\z9B0791O<Rd@ZHz9LCnOY60UD]r|8|:y{\,+NPOm{9W;O,+XQ

R ~D\1T=TCdQ{mOU[jH*m*]ZO]r\dco.ybJ@MO-8=*hu~{KEaJ9a|K}OM

f}~sQQ

rstm

fD^D?rE<jWRrstp

ar^Br~^s=1jN>ucGvk^jc-.Nk^W2`]V0XfD
R Br~TyI.,{xs7OkI}p}K}Q

R s=1T0_h|<yr\zx_13OxD^E.K,{xy7CyoQ+hu1uEnFO_h1JICI\An9yhO

-fbnF\wsOu8Ds}xs-,+eOlG5d\,?zR9WN>ucGvXQ

\ arHfD:]JqnoE9wunQ

rstn

hT
sp mJYMAkNyM@LQ
tp mJYMAkwP,T+pP<-ZRPmRqUd4mJ_?Ed_OI\YnZS}Y3;1QiLw]*xR_TiwrrQ
kg P=41Anih1b?3+{7+q.E=@4+V8+9NC<}l;Q~rY5jJG_+vT=ez26Bm/9NC<,v<_CD

;vTfoI1t+d[=isWK=:R`-]UH1MI.>/bjlh-P=47+@4E=@/+E9C{d@/i2<Kk1/@5M

;u0x+8Bw7-

vp D\Ksw\HE=f4f}~5OawB4Egn4ySBG9O1UE1OOIS_]W3yuKIO1H{-Q
lg 4,1b,A*M-Lg+O@/ipFFE9CQ~?JaW=:b@4J03H1ccXZcd+D6:,1chA2+=:7|GSy

=+8Bw7-

xp 7<r/t[~=j7>+>kVDkpMAO9vB<[I7<.R98Q
yp WWRmR4M3Xj5-*kyMmvN[n.lmRo*mrQ
zp vdlDO?YawI>~{n.lA+7o*mRmrQ
{p J]cCyP\/yLkPp,PJ]P7<ML4mU`4^OOS.+zy{N[?JE=CVBO

IXHDT;^7hOiyVJ,^Q1?`VBI>~|[jOob.U3PZS,^Q
srp J]PmU4ML\v|>^OI<-Zz4^98O1=IBOiyVJ,^Q
ssp IkJ].q4,?Ekkj|1gUiOkP:Pk4^u`kS.g4mRp*4@A}/J6_4KQ
stp A\Yk[I>Y<n98OJ9OCVJ,^Q
sup vdSIg4p*4TAI>~n}/J,1Wmvw^XOIlIN[nP0O<87Q
svp AmukaT|OHITWmJY>~4*ssoXOvdS}/J6_,1ADT;^A>~cGROtSIg4mRp*jKKK p

K>C<DCHF8J;Ap9DBkjP82XbQ
swp o^WRmR4M3EIY3_+MyTwilE1umJYZ\qcAcgiG+8OmJ_1+YMyTwilZ1umJYOyiY

_6PnSI;16okOI4b.UKy;1{Ij:PkR_iswrS=E6okOp,MA{zEA3+zZSN[?J{/yPOy
dAPdE4;O;{6ok;Ay~6oOA\f=Ip,MA{zE{8t,998SIXH5QWRmR4M3p*jKKKpH>9=@pDF<kQ

sxp bmry~03MAOl/J6_Un9wBpw9{vd-HmRL2Q
syp IkZDy{DDO_0I\Y98Q

/yLkj

pXHtRw/`j.}kydvd]/>d

R]TWRqar E<kry|wwHsy|tw4T

,]TfDqWR Ej2sw|trHtt|uwGR

R]TWRqfD E<krz|wrHsw|wr4T

,]TarqWR Ej2sv|twHts|rwGR

\/yno1=gfOoI/`.ULk98

\/`.Uy~={MA

59 <t 2t at t^ }6103rw~ML7< }6103rw/ML7<

s lR<FP28W:6 7<--Szat

ar

t 7<- xI:<PNZGP 2t8GTt

|l6PIt_ jPKf`t/cek

u 7<-
28S3tj28j{P/0P7<-vkatj}6103rw/Okk

-S4;<P+>G= }BD@k z8S3tj}6103rw~Okk fD

v 7<- -Sv1t ~~2v1GTt

w 7<- q 4GWR

edj>i=\Lnsvu o}ut~ n*xu rv{|z ru{v.i^nq{~u}fm|{~w{u{~ty p|~uy+8Bw7-

\arML7<O+zBo{zXV=S./neMy{7<Q

l1UQ`27PB5>J`]+Oc.vk|xIFUOO34^-SzP28tA7<-vkatSV/tt[y~`IO1H{-Q

/>UYb]S
g|tynp ]MZyrvz|Siz-mw ^x{t|pSiz-mw Zyrvz|S
gmntqtn jtpx ipm{Sgm|mot}p Zyrvz| ltwwmS

Zyrvz| ^|mSc*nv- Zyrvz|S ippS
bspxm|m Zyrvz|Sjzvsmwm- Zyrvz|S

Zyrvz| `z,m|oSkm|m Zyrvz|S
Zyrvz| \py~*|-SZyrvz| gm|mot}pS

jzvsm jtpx ipm{ ip}z|~

kmt dtyr gwm.mS[w*p it+p|S
it+p| gmwmnpSkz,y ltp,S]-+t~sS

`trs jv- `z~pwSg|tynp}}S
cm gm||myomSb|m+my

j~m||- Zyrvz|S_zwq Zyrvz|S

dmup}~tn Zyrvz|S

]m|m ipmyr}p-S

dzyz|pmns Zyrvz|SZyrvz|S

k|pm}*|p fm}t}S

Zyrvz| _|myo gwpm}*|p

Il/>b]2LS
ksp _|pm~ ]*vp gsyzx gpys
s~~{}YSS,,,RtnQ{syzx{pysRnzxS



 

生效日期：08/12/2017                                                     PDT-I-OPT-SGN-ISP-015  (P.1)  

柬埔寨【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生效日期：2018 年 3 月 31 日止 

 
 
 
 
 
 
 
 
 
 
 

每位收費(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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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 (War Museum) 觀看近 30年內戰的實用武器，其有各類槍、炮、坦克車、火箭炮及各類地雷。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 (Angkor National Museum) 館內展出有關吳哥皇朝歷史文物，及高棉民族文化，對吳哥窟更加深瞭解。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 (Cambodian Cultural Village) 民俗文化村的博物館以矽膠塑像，展示古代高棉民族建築～吳哥窟的生動場面及多姿多彩的民間生活。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暹粒 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Smile of Angkor) 耗資 500萬美元，全方位展示吳哥王朝的大型歌舞表演。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26/ 港幣$210 美金$13/ 港幣$110 於酒店內休息 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 (Sunday Market) 民族渡假村是當地人渡假聖地，有柬埔寨文化傳統，有水上人家，有各式各樣的特別水果及小食。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建於 1917年，館內展出高棉時期之珍藏雕塑及稀有文物，不下五千件，還有十九世紀的舞衣、神廟雕像、木刻等，一一展出。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7/ 港幣$140 美金$10/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萬人塚萬人塚萬人塚萬人塚 (Killing Field) 屬 1975-1979年間波布特政權統治，赤柬公屠殺三百多萬居民之其一屠場(一睹殺戮戰場攝影現場)。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 (Phnom Oudong) 位於金邊市北面 45公里外一座山，是吳哥皇朝後
16-17世紀末之烏頓皇朝在此建立皇宮，山上有神牛廟、舍利佛塔、皇帝陵墓、16世紀中國幫建的降龍廟(用於破壞柬國國運風水)。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 (Toul Sleng Genocide Museum) 

1975年赤柬統治期間，將一所中學改為監獄，大批柬埔寨人在此被處決或虐待，館內陳列所用刑具及虐待時的相片。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日本料理 : 鐵板燒 (鮮尤，魚片， 肥牛，炒飯，炒菜，日式湯)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特色大頭蝦，筍殼魚，大頭蝦三吃 : 蝦身 XO 醬煮，蝦頭椒鹽，蝦膏蒸蛋 

美金$20/ 港幣$160 美金$10/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金邊 

自費餐自費餐自費餐自費餐 

(Optional 

Meal) 特色當地中餐  : 八菜一湯  (筍殼魚 ，咸檸檬鴨湯，走地雞)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 (Khmer Style Massage) 享受傳統柬式古法按摩，定能舒筋活絡。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不限 美金$12/ 港幣$10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暹粒/ 金邊 下午茶下午茶下午茶下午茶 (Afternoon Tea) 金邊粉 + 半條法國麵包 + 飲品 (咖啡或茶)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9/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西港 海島遊海島遊海島遊海島遊 ‧包乘船來回(約 4小時) ‧包浮潛用具欣賞珊瑚礁，於島上享受陽光與海灘 ‧簡單午餐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38/ 港幣$300 於酒店內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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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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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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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生效日期：2018 年 4 月 1 日起適用 

 
 
 
 
 
 
 
 
 
 
 

每位收費(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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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戰爭博物館 (War Museum) 觀看近 30年內戰的實用武器，其有各類槍、炮、坦克車、火箭炮及各類地雷。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吳哥國家博物館 (Angkor National Museum) 館內展出有關吳哥皇朝歷史文物，及高棉民族文化，對吳哥窟更加深瞭解。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村 (Cambodian Cultural Village) 民俗文化村的博物館以矽膠塑像，展示古代高棉民族建築～吳哥窟的生動場面及多姿多彩的民間生活。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暹粒 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吳哥微笑表演(Smile of Angkor) 耗資 500萬美元，全方位展示吳哥王朝的大型歌舞表演。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26/ 港幣$210 美金$13/ 港幣$110 於酒店內休息 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民族渡假村 (Sunday Market) 民族渡假村是當地人渡假聖地，有柬埔寨文化傳統，有水上人家，有各式各樣的特別水果及小食。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建於 1917年，館內展出高棉時期之珍藏雕塑及稀有文物，不下五千件，還有十九世紀的舞衣、神廟雕像、木刻等，一一展出。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22/ 港幣$180 美金$11/ 港幣$90 於酒店內休息 萬人塚萬人塚萬人塚萬人塚 (Killing Field) 屬 1975-1979年間波布特政權統治，赤柬公屠殺三百多萬居民之其一屠場(一睹殺戮戰場攝影現場)。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烏龍山、古都 (Phnom Oudong) 位於金邊市北面 45公里外一座山，是吳哥皇朝後
16-17世紀末之烏頓皇朝在此建立皇宮，山上有神牛廟、舍利佛塔、皇帝陵墓、16世紀中國幫建的降龍廟(用於破壞柬國國運風水)。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波布戰爭陳列館 (Toul Sleng Genocide Museum) 

1975年赤柬統治期間，將一所中學改為監獄，大批柬埔寨人在此被處決或虐待，館內陳列所用刑具及虐待時的相片。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日本料理 : 鐵板燒 (鮮尤，魚片， 肥牛，炒飯，炒菜，日式湯) 

美金$16/ 港幣$130 美金$8/ 港幣$70 於酒店內休息 特色大頭蝦，筍殼魚，大頭蝦三吃 : 蝦身 XO 醬煮，蝦頭椒鹽，蝦膏蒸蛋 

美金$20/ 港幣$160 美金$10/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金邊 

自費餐自費餐自費餐自費餐 

(Optional 

Meal) 特色當地中餐  : 八菜一湯  (筍殼魚 ，咸檸檬鴨湯，走地雞)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14/ 港幣$120 美金$7/ 港幣$60 於酒店內休息 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柬式古法按摩 (Khmer Style Massage) 享受傳統柬式古法按摩，定能舒筋活絡。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不限 美金$12/ 港幣$100 不適用 於酒店內休息 暹粒/ 金邊 下午茶下午茶下午茶下午茶 (Afternoon Tea) 金邊粉 + 半條法國麵包 + 飲品 (咖啡或茶) 
4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9/ 港幣$80 於酒店內休息 西港 海島遊海島遊海島遊海島遊 ‧包乘船來回(約 4小時) ‧包浮潛用具欣賞珊瑚礁，於島上享受陽光與海灘 ‧簡單午餐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8 人或以上 美金$38/ 港幣$300 於酒店內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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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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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