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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每位收費(汶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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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里亞油田之旅 參觀熱帶雨林保護區，觀看馬來人參之稱的東革阿里，再前往由 SHELL 建立的教育資訊展示館、十億桶石油紀念碑和抽油機。(包午餐) 6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4 人或以上  $100 $6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包茶點及午餐  $150 $90 國家公園生態之旅 前往婆羅洲保存最完好的熱帶雨林地區-布拉隆國家森林公園。乘搭快艇前往榜阿—淡武廊縣，抵達榜阿鎮沿途參觀巴丹榴利長屋，繼乘長艇往上游，到達烏魯淡武廊國家公園，進行冒險探索。接著跨吊橋，登上瞭望鐵塔。如水位允許，將繼續前往雙溪阿磐瀑布。 包綠色有機風味午餐 7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 小時 4 人或以上  $162 $132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市區與水鄉半日遊 經過登基大禮堂與皇宮儀式廳，前往國家博物館欣賞到珍藏蘇丹收集品、皇家紀念館欣賞現任蘇丹登基時使用的金造人力御車、蘇丹皇宮、占米阿山納柏嘉清真寺與水鄉，同時可品嚐當地的馬來糕。 6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5 小時 4 人或以上 $52 $31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熱帶紅樹林區之旅 乘船觀賞汶萊茂盛的紅樹林，親睹亞洲亞馬遜森林獨特生態。紅樹林內野生生物品種繁多，包括悅耳的鳥鳴、昆蟲的鳴叫和爬蟲類動物。置身於淡水沼澤，紅樹林，潮間帶泥灘等難得一見的濕地環境。亦可探訪只有在亞洲出沒的長鼻猴、候鳥、飛鼠等。 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 小時 4 人或以上 $65 $3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帝國酒店下午茶+欣賞夕陽西下之旅 於摩拉縣的超五星級帝國酒店內享用下午茶，一邊享用令人垂涎欲滴的糕點及蛋糕，一邊欣賞美麗的海景。享用下午茶後，可自由於豪華高雅的酒店拍照留念或到海邊漫步，吹著海風欣賞燦爛的夕陽西下。 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 小時 4 人或以上 $65 $4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蜜月灣沙灘樂 ATV 越野沙灘車自駕探險 感受不一樣的旅程且具當地特色的方式探索蜜月灣。專人帶領駕駛單人 ATV 越野單車前往神秘海灘，欣賞沿途美麗風光，超簡單上手的沙灘探險。蜜月灣是汶萊灣其中一個質樸、陽光普照及未受干擾的海灘。絲綢般的海沙，藍綠色的陰陽海，一切美景盡收眼簾裡。在這浪漫的沙灘上，猶如初戀的心情，心動又驛動。（請自備防蚊液、水、防曬油，建議配戴太陽眼鏡和口罩以免吸入塵沙）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 小時 4 人或以上 $65 $4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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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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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沙巴)【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每位收費(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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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流 於 Kiulu River 暢玩 2 級程度激流(包酒店來回專車接送、激流導師、救生衣、安全帽及自助午餐)。 **如遇天氣影響，此自費活動將不作安排 6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2 人或以上 馬幣$185 馬幣$10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神山公園 + 溫泉    遊覽東南亞最高山峰～神山(包午餐)。 10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 間進行 1.5 小時 2 人或以上 馬幣$200 馬幣$10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沙比島遊    包浮潛及釣魚用具，及於島上享用風味燒烤餐。 6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馬幣$190 馬幣$10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觀賞長鼻猴及螢火蟲    於紅樹林乘船，沿途觀賞長鼻猴及螢火蟲(包晚餐)。 7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2 人或以上 馬幣$200 馬幣$11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古達鎮文化體驗一天遊    前往古達鎮、沙巴最北端(天涯海角/燈火樓)、長屋族、無添加養蜂場、銅鑼工廠。 9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2 人或以上 馬幣$250 馬幣$13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日落黃昏遊+釣墨魚/釣魚 (包小吃) 4.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馬幣$220 馬幣$140 日落黃昏遊    日落黃昏遊(包小吃)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4 人或以上 馬幣$190 馬幣$12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燈火樓一天遊    前住婆羅洲之最北端 ~ 燈火樓(包午餐及或晚餐)。 9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4 人或以上 馬幣$350 馬幣$20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Mari-Mari 5 大民族文化村    參觀 5 大民族日常生活習慣、文化舞蹈表演、人體畫畫、品嚐土著米酒、學習如何烹調土著私房菜(包酒店來回專車接送、專業導遊隨行及午餐或下午茶或晚餐)。 2-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5 分鐘 2 人或以上 馬幣$160 馬幣$12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浮潛    包酒店來回專車接送、碼頭費、潛水全副用具、潛水教練導航及午餐 6 小時 馬幣$280 馬幣$280 美 人 魚 島(Mantanani) (Mantanani) (Mantanani) (Mantanani)      潛水    **需具有潛水牌 6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4 人或以上 馬幣$430 不適用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沙巴野生及動植物公園    位於沙巴哥打京那巴鲁森林區，園區內擁有多種本地及外國的珍貴野生動物，包括小熊貓、熊狸、象、長鼻猴、猩猩、鹿等。此外，還有蘭花園、蝴蝶園、昆蟲館等。 (包入場費、來回接送、午餐及廣東話導遊講解)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2 人或以上 馬幣$150 馬幣$12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巴達斯河流激流泛舟 (Padas River Rafting)    巴達斯河位於沙巴南部，而火車是唯一能到達當地的交通工具，您能體驗到湍急度第三至第四級的激流和乘坐古董列車。巴達斯河全長 20公里，有 7個急流，而每一個急流都有獨特的名字，與其相貼切。 (包午餐、激流泛舟完成證明書、來回接送、廣東話導遊講解、激流用具及保險) 1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3 小時 4 人或以上 馬幣$285 馬幣$28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迪加島浮潛一日遊 (Pulau Tiga Island)     迪加島(又名生還者島)，環境原始，由於美國 CBS TV Network 曾在這裡拍攝了大受歡迎的真人騷《生還者 Survivor》節目而名聞於世。 ‧在迪加島上可以全身浸入泥漿浴做 Spa ‧於海中心浮潛 ‧蛇島探險包交通接送、船票、入島費、BBQ午餐、泥漿浴、浮潛用具、蛇島探險 6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4 小時 2 人或以上 馬幣$424 馬幣$318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龍尾灣一日遊 ‧觀賞紅樹林生態 ‧無限次體驗衝浪、獨木舟及香蕉船 ‧親手製作蠟染 ‧吹箭活動 ‧包含特色自助午餐及下午茶 ‧適合一家大小共同參與 6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2 人或以上 馬幣$200 馬幣$17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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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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