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JBL4 NPNO OOON
STRUQ\]YZ[Y\Z[^ b_dWdWc`aWZ\]ffbX[

2_[
2_[y8V
|=_.LfaAq;]Z]ZtQZ];

Dc2e>sf8RiofX]xsXB1}d

gGSZ];nISv<.S{AZ.S

8a}tQLH~S9g^Stuom{SD7sn[?

_^\L;eu8B]Z]nI
U \Z];]0dXd2tuLB*x[0Z].7TZ];]ii3M

NR0/u]Z]n[|RCdiiN\MB]{.RDOZ]i=

lR.7]48u04Wf09L;]2BRTYIqCo|O\8

D]o_]RQ9n8a4Wf]d1R*27|]`qT|}v0

cGCADB]52BRdGxx4?2_[72v@]Hg^iR

*2}bcQRdGT^2iCADBRFlUM,d]}do6T

U 8y,hdjgD|<uyeReWo~8T8ZZ];}LFRs

8Z\Z];kM:S]I/VN.+nSjXQXi=]ZyeR

V,4a.];=._NPk8J}~lSZE`O]{AZ.k\WX

bDE]GT2l7Cddgny4^[]yeZ\v<.]R7|v

i8\OBpaKr]]t5Ev{qT}joq,R48RiU8

cFT

U j=Z]B@OOCws1r]LH~0dg*x[9.RyeQoJR

Z];TLH~nya[vVf]IR\9L27vR_ESE_n

69.*=U6R@Ni8d_R*PhUYrk6G;@{|*R

ZtdK/vOBS8Z8a}t[:gR\\{eoRT

=wV|Q2_[
U |0dIDvnb4;]r2RTY3HH]2P|ko_^Z]Z

tbZ];TQG8<].7:{6dvzTR*2{|]ZDQ

IT6eUGTcG|\L;eu8B]]SkRhY-yLC<G

]a]nIWMssbDK<dSgz{9[RggJ6]yeLf

LC]OjRyT0M+|Tr8=wV|R]orx<;vKD

SR8lXyn8anxu]DK1WT

o~8Z
UvVVj8~gN4HRsCDOT

Z];nIQ_N;=P

LXv1W
tq V+MvBUM-a1[R^-?eT

uq jO~]u`+1+4=Ru28id[Tk~832.sy1l

vq `N8a}tQLH~T

u{zywstvrx

LH~



9:?JBL4 NPNO OOON
STRUQ\]YZ[Y\Z[^ b_dWdWc`aWZ\]ffbX\

2_[
UMg2_[T,kgGlcdtB@:cg{yopqi

gGd/czcMssbDK<dkewlcgz{9

kVj9lkewlckd~1Jlc]n
U MssbDK<dkVj9lWBf2_[DKCMue1>R<O7Wz

`w]2BR=7tL{@T

a gGJ]n6XLpmmC8xxmT

opqj

u{zywstvrx

gGcDc5ZtcB@rB=mgUM
m qwDtxC11so?R,Dy~T

opqn

]ncquicZ]ZtkuZ]lc;=.k8J}

~lc9g^ctuom{c{AZ.cZ];nI

kxZ]licZ];tp8Bmc2<ZU~3kIhl
U ;=.WZ]Zt@+XtiO;=.8|=Rqui8}?Z]Zt]

dgtiRti`}O~kFtg+l_XsTR[XZ]Zt]|=>

0;=.R7NiCUJ|=N=mR_N,v,@{+]cu}~PN

D\>Ri8\8J}~]T

U {AZ.W@\ZE`O]}iRRVfJ,n*\[Rcu]a_n-

u^L<IR/5@~gx{zG@bF=_{G}RSc{|qRT

` EJB@8|x;78xM.Rtu1On}xZJ{,jxZ]{:mv-

B@R6QP2<CRmv-B@J{zlIR,yy~T

m QGtp|dN7m8qG;R,Dy~T

opqk

]ncZ]?FZEa]nIQD7sn[?k;:

9cD*9c@J9lcGn{c@,{cv<.

kOBpaKrlc]n7dS4Yc
U v<.W0dgx8{u]*x[.7RwFZC3M.|yz;DytT

|gx.xGjDR[g.FOAK]?s8yiR,cgjD]uqR

t5Ev{wq2}~aRlK2i]~BvY8\OBpaKr]T

opql

]ncLH~k8a}trVj9lckd~1Jlc

\2_[T,]gG
a ]nJgG6XLpmmC8xxmT

opqm

MssbDK<d

Z];tpDB

{AZ.

v<.



9:?JBL4 NPNO OOON
STRUQ\]YZ[Y\Z[^ b_dWdWc`aWZ\]ffbX]

2_[
u{zywstvrx

eW

tq lLVN>hSyRAHT

uq lLVN>hzV,W}nS72VNSlNp[`7lL`=Hi^RJ^VoXV-V6>1TjN|

X/}M]WjyssT

{w faXDe7yxD|TF=iXBKM;PiadX=nLM]dg`J4OgK<rI2p]x=@la

*FVJW5A]dg`>@`xYhO@l,8nD>=~ta0=oaaNhy?vm^Tc_PbA

r{xx?faXKMdXiaUR=[MYG~UR0EPa3DRUYc_?SD=\fA[?

wq AcMssbDK<d7gz{9Rft@7Ahj7{Y@E=R6QH-RJOTeYX/~tQER

,Dy~T

|w HND|NeLcOb.=eUR09\k[MYgKc`{oaN|dX`CWmD}sps}t=ZZ^

ND}/VV=aNKHljEa=\fA[?

yq 4=u+y\z@k9B-BlQ@olN>R;q>8\O4=1U83T

zq \UMlN/R.]k7/+lyRlvTVo,ilNk/npT

{q vipAUBVftJ:.+m,iB*3k/lNnpT

|q LXdD~L]-wHjSu}SLXS4=OG7hS[8ZRJY,0y{+TVCFG@D]?R

EUDAP>Z3eRh{\L}_T6B[]?J:.|VoRpg1[.SXV}_T

tsq LXShS7OG]{|A`RO72Wz8Z83R6@E?Rh{\L}_T

ttq OoLX+o7+=Hhpk{6cVjUhS>Vh7Ys[lY3l8lNl}3>B-2L7^3GT

tuq =ZVh\O:V7m83RK:U?\L}_T

tvq viYJl8l}3PBJ:.m-2L*1\lvt_]ROmJTVoS5K733T

twq =nshb[zRDEP\lLV:.7{xop]RviY-2L7^*1BAP>ZB:.dEPRs

YJl8lNl}kNNNqNBG@HGKI<M?Eq=HFlnL4-YgT

txq nZUMlN/R.HJ^.^0K{QzeqG1slLV_]mhDhlmB+<RlL`60^K{

Qzeq_1slLVRueV^3KmYO>13lhRO7g1[I~>1}On>VhM]jvssV@

H3lhRu}N>zyBB.0yXVTVCF}-wSUw`BV`G1>K8}3lh:B{z3

lR=Zg@Ou}N>zyB}4q1;83VEUD5XUMlN/R.l}kNNNqKB=ADqHI@lT

tyq gir{z..N>Rq2L7^Xm8zEu|6}vi+DlNH/T

tzq OoWIvzAFRd3OZZ83T

q6XXV]n5-wRJ{SB5s8ZT
u~zRyQub7032 *:21; ~<52 .3897 .283@0w7,8;2:v}98;4828;16 +9;26=\fA[?

a]nOG4=J0yCmzyUW@Y,2lv]jO{+4=T

m6QM\-;S<2;F[\0Rh,up,vKDSRJ.8Z2O|S2<sB4=/up]sV\+ysb{zaER,Dy~T

m6XXn5`RmdC5sJ8ZJm0C5supT

86 ?s 5s ]s td ~832.sy*OG4= ~832.sy1OG4=

t 2Ot0sq **4t0IWs gG

u 4=/
72|s

4=/2O|s
kBV2SIaCS53Hl

v 4=/ |r2<IWs gN?HS2<U92
]n

w 4=/
2<Q3sk2<k{S/0S 2r<IWs

2O47?S-BJA ~FHDl kQGk\o-dbl

x 4=/
vK9?SIaCS 4=/up<;]skKpJ~832.sy1l

gG
yh2SGwf 72sbkKpJ~832.sy*l

y 4=/ r

_Pu`FxO

5KCH=? +k}HAEIKq7IQ<F ,GJCK?q7IQ<F }HAEIKq

5<=C@C= 8C?G 7?<Jq5<K<>CL? }HAEIK :CFF<q

}HAEIK ,K<q1N=EQ }HAEIKq 7??q

0B?G<K< }HAEIKq8IEB<F<Q }HAEIKq

}HAEIK .IP<K>q9<K< }HAEIKq

}HAEIK *?HMNKQq}HAEIK 5<K<>CL?q

8IEB< 8C?G 7?<J 7?LIKM

8M<KKQ }HAEIKq-IF@ }HAEIKq

2<D?LMC= }HAEIKq

+<K< 7?<HAL?Qq

2IHIK?<=B }HAEIKq}HAEIKq

9K?<LNK? 4<LCLq

}HAEIK -K<H> 5F?<LNK?

9<C 2CHA 5F<R<q~FN? 7CO?Kq

.CAB 8EQq5KCH=?LLq

1< 5<KK<H><q7CO?K 5<F<=?q

9IPH :C?Pq+QOCMBq0K<O<H

9<C 2CHA 5F<R<q~FN? 7CO?Kq

.CAB 8EQq5KCH=?LLq

1< 5<KK<H><q7CO?K 5<F<=?q

+QOCMBq9IPH :C?Pq0K<O<H

ye_PFxh0O
9B? -K?<M +NE? 5BHIG 5?HB

BMMJL|qqPPPpC=oJBHIGJ?HBp=IGq

ye_PFxh0O
9B? -K?<M +NE? 5BHIG 5?HB

BMMJL|qqPPPpC=oJBHIGJ?HBp=IGq

-wHjg

mVMv-ak0~lBUM-ak.:lBWP-ak14l

u`v`^-?egG

XXWCs{}wxptx}xs1R

1XWCtx}sxpuu}vxHM

BoQC-s-/tChGKMj:*F?

a-wmm6@hgRpO-a1[Hj83

a-a1[{z: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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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08/12/2017                                                     PDT-I-OPT-SGN-ISP-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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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08/12/2017                                                     PDT-I-OPT-SGN-ISP-016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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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