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1/-.4-0./5 879+9+866+302 v{[6gGK ]_]^ ^^^]

3w<\4A
><m5w._*^~8hjNr

u7LLa~Q{w~RS<RIHQxlahZ78cSFaKL~i_CnQB_=

yQ[89??LIBS

oMR2vbY-yg1ki~l73v

b--o?NmbEPfcB;KQ2JGfcM5|\Qwd/2xW3nXh<Q39

}=Kne/gR=Bk;LW4.3Q|B;dWW=8cQHh,|/ZS

6P0f~E]:nw

w];mJe-HQCdhy40BWdy@{QwpEZQV3beQVn*yQ:8

9=PBaQZeqL0|t

,
1
/
.
0
-

t`pI|.UZCdHGSQDu}~c_uz\dHQDs4dHFXv+[*=t

NmW96RyZxw2I;4RLVh

CdQwc-ki1-C0]Z*S

U4dqioQ@[9RY<QpMkd

0LbIXtPuvKq4Lp0~Q

iQIx{w>5uFQ<r{F1r1

9QI.z@vKLUyO\]USA

*|||/Z>Zxy9CLl40-mZ

xQZxI0{KQjk9|4G<S

y ~|}-3Uke1y/w2stWL=w{~

n6

|w_QK
TZ<\iJ[]P}F|smR[W96RyZxw2wMZxXTioe:x3cX

iJ*FNm`Y*w2a/Cb1_Xrjzw|=w2w765yCLv*mx7zm

TZ<\4A[Ww-o4hQldu7La~RV1{lHR.EFqKRfcB;8

TZJh;.[pLIVMXT+c*S}QA^-eL**RS3tbQHhS,pE

TZWd39[<\nWdyl:~LevdNePQMeh4U3@,hQ1,3b/tQJ,Aej<

23
N0M58O_L`D1-zOVu0Mb<

BwYCHIKXI_7NQzI

[l}-I89X Ad; dbecd`af

u7La~

+nxtu
i,w}j\|a`]

`_l`bkr``l`_k

+nxtui,w}j
zqw}{h`_l`bkr``l`_k\|a`]

^vmo-*ycdfefdg~ps-



8,0

<=;>:1/-.4-0./5 879+9+866+302 v{[6gGK ]_]^ ^^^]

dbecd`af

L37uQJ.StJB.<M
T NePWd]=|\WNmk+y]{eQ|^iWdyl:~LevSWd]at94:QyEb

RSzO?;VL@}B{Q<zPD5NePWdLzO-P8Xg]PS

T x_\E,lpL-L]pLQzx64FXT|J{q{QA^-e5G9203[19Ltb~-

g96DK^{**RS83\Y|-:~ySGVAbk8~@]_x@u\=dL}tbSe]-

Jn9LqMvKL?`QHhS,pEt

NePWd NePWdeh pL

li75Qi |o26z pIBX

LFBn6J60ThuQM
T FmNmlt{j8h]LqGE-QVzY/9I:>Xli75QiYS

T +nNNmlY/Ql9c{]ULmU;._^@??6zx/esK9yff2w;pGy~KC

_0{bE|aR}-}Rs2Ql{vU}LLYtS

T t7I}twBXx,WaAyQ2D^Ie9=[CQ;npI4dB?Q5[r2x]rt

33=>yWr;T /JpHy j6

Loq-?J\;IL3RM
T hnya`R{3uLlnzKioW{NmW-Rd33=>yWr;TR\lY/Lc{M7]diV

<:6:RkylpLHy4*`d/JpHyQ3ZbO2D[CVrOhnYQVcj6Am<R~

TR8O7ioQ[2D4Yg^G8fQr+nT@/N,QlWRl@JLKDt



8,1

<=;>:1/-.4-0./5 879+9+866+302 v{[6gGK ]_]^ ^^^]

dbecd`af

Tv4n6VNy-BAOU,9m26Z+@c~a~Hq[rhIjxiIOX
*x*RILL_*{jg/JHVP5MV-zOV0Mb<6Gzc\o=@q?O7@
7FUbIbY

XYZS

eW[@c6I37V26\G]6HQbWBF7VYu[.f6I37VmPs[Hs\

gAtUd{DAtVKX6ETy>BTy>]Ty>lZw>jmg>u{
_>d2-861IG\o@q7>dNC7Vz`f\UFd<6/XU<7Vl=^[{
:;vPBjg`RBj}K<H]8^Rl75kT

XYZT

NSt{jOmPX[:u]WUBwYCH6G\oDSL4P90sP7VWKfU+g

I<6/XU<7VFN\;>QUZ4feo4V26BBFG\r9|p6HQxM~=r.
KnpRi}a,*7V26IqEDCD

XYZU

[l}-Lo,{j/}Wi?EkMVy=<6/XU<7Vn64Tv
^fMfMU1MWkuMfMRnv|H|}RRB60SCHIRfMPRBA/d1M]|2fGTEV4LlQpBn

RB0ej51hd_CRma{w=FiNL?yd1hBh2`bRfMna:o[d1huE?yT

XYZW

<V
}z @|G5y92D{9I,2QfhPjhuG[RQb7>}_j8QCG_-9A8RS
~z f3lOiUs?;92~|{hQw2G\>}c;92}|{8S
*z |oBmPx7[kX5Q\Nnug*MkQf-GBG8fXnisS
+z f;*-w2NEYl6e3Q<P3^4=mQAv3=mLw2Q1Gg\x1=mQoDYvM:XQ

p;Qw2.]39QnIl/J^-LR[^4=m|FQ\OG\[|sm]7\|sR[]Rlw2m
QQG\fh+@S

,z fQ=uQXfiJy/x*w2YQ,2jQXepw2_T}XfesCLhu[US
-z fh+8ZxMj_Q/rDEhg`JFrRb*QzF.39]f=R`x.+8QS\CkBH{sQ

@w8IbS
.z XGv>}?ViU6_S
/z 1vHhQ|}-h7GnQ5`B+yvEHSXGv>}?vMoVEHR\-gnRXnhRj3XGO

.QhGQ;Wv_EO}v26zS^Iu5*vw+|xVv+||S
0z 1vHhQ|},h7GmQvH7x`EHQ\,R5;K2_l4}fh2KL*iW3sQL}`\-g

nAjQXGv>}?vMoV\-gnRXnhRj3XGO.QhGQ;Wv_EO}v26zS^Iu
5*vw+|xVv+||U1vH}`B+yvEHQXGv>}?vMoVEHR\-gnRXnhRj3XGO
.QhGQ;Wv_EO}v26zS^Iu5*v+|Vv+||S

}|z G5RpA3J3:Y19Z~QG\-Aj2D|[S
}}z\B+XnYUX]w=73xiUXfK2_9AXn4*]zS
}~z fho+L;v[N;p~zY9A7tk4*Xn]zS
}*z G5T9xlLpciWRnbRG5Rw2J33pA82DQ5Po+/xzK2=|A99^~Qg?

\+e6hk<QTxSGbNS1;8^~;p~k2cQ`\,RXMEObNS
}+z GnwCOp+@S
},z v?vMT>}p/,xp{v`+uQ1G5n9`9<=QfhxXwSV3;>}p/,xp+uLR

Iv*S
}-z GnG5G[3u.Q?dwq1mEYL?R:X?36M8xP.`2Xn6iu/7}-GBGuhS
}.z Yzv?UGpv\Y|[Q<,LsSGbNS
}/z fhP;`26iue7;p~Y}-Gkz\XfNN]QG\;K2_M0b\[kS
}0z Y]_?R[gQ\ge\XGvp~3asW`]QfhP}-GBGkz7+e6h7p~T5?QjP

;`2Xn6iwOOOzOFJDKJMLANCHzBKIxmllWH\S
~|z ZhB+XnYUXQ;^XG+:x;vMfAz_XGv_LUg=gklcn8QXGO1+^:x;

vMf_z_XGvQ[MvGv*YPG6zvT?QG3\,R9x6z{Gm:X?+|v},|U9Qv
T?Qnb>}p/,7X+/EOK2=|{pcRLcj7MjAM6kz{vT?+7x`vTQYz
VIGnb>}p/,{lX,E|[Ug?\AYB+XnYUX6iwOOOzMFBEGzKLDxS

~}z 3bycfC0N>QD;F\-4]A-Q3b|Op+@S

pciW

cCC/^+*w81x7y//Cw31x7B+pPw6?x?9fjMpr,Nm

bpcYF89sK[ZQUGpP,R|[

bCVy//CpP{pcQ1fh9xp7ui{iW3+~KNx>Qfh[N

C?<W9Ae9^Y+~{jTQV\eUS

iUC?{~B~V
}z Nmpc,9HZV>D}[

~z Nm6znwMlahx

*z U*yJ_

yg?\+eC?MjT

89X6|Je`tk^YV[7V1^Fd<6/XU<7V1>JC6f:Ah7T6v;7VRhT-
SSU_7NQzV2pk{VY:EAtVa4gI<6/XU<7
]~T<AoveawR/

XYZV

q3 @A oA KA 9\J@

< CzS|W: WiNbJXmq64qmaEOZpr9\

= 9\n ,ZY3*1Z3C }J/g+ >KbJ[*;9\\[UzS=.k_jgXc[@:r9\

> 9\n x*c <.tF DLJIGFQ EKK BPMNHOO 8EDCs.j{|d9 ]

? 9\n t=|W f_6>L [@:r9\ ]56

@ 9\n 5=|W:

yO57,5\47X+/pcYF]~QAz_\40{F|Q5x2DsKv*7d,QV\eUS [*FiJU4*L`Y*w2a



 

生效日期：27/10/2017                                           PDT-I-OPT-PBB-IPP-015  

北京【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每位收費(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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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壇 60分鐘 下午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20 ￥60 明十三陵之定陵 75分鐘 上午 60分鐘 5人或以上 ￥160 ￥80 頤和園 100分鐘 上午 60分鐘 5人或以上 ￥120 ￥60 北京陶藝藝術館【中國傳統藝術 DIY (任選一項﹕剪紙/拉坯

/紮染/茶道/泥塑/畫瓷/軟陶/彩繪製作)】 

40分鐘 上午/下午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00 ￥100 八達嶺長城（包纜車往返） 1.5小時 上午/下午 1小時 
10人 或以上 

￥300 ￥200 大型魔幻雜技秀《神話金沙》 1小時 晚間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60 ￥100 北京大型歌舞劇《金面王朝》 1小時 晚間 40分鐘 5人或以上 ￥240 ￥120 

附近自由活動或於旅遊車上等候 

大型舞臺動作劇《功夫傳奇》 70分鐘 晚間 35分鐘 5人或以上 ￥200 ￥120 附近自由活動 夜遊水立方及鳥巢(下車遊覽) 20分鐘 晚間 30分鐘 5人或以上 ￥40 ￥35 於旅遊車上等候 中國功夫熊貓表演 60分鐘 晚間 20分鐘 5人或以上 ￥190 ￥95 
什刹海或荷花市場附近自由活動 ￥160 

(普通席) 

￥80 

(普通席) 雜技表演 60分鐘 晚間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90 

(VIP席) 

￥110 

(VIP席) 

附近超市購物或自由活動 恭王府花園 

(不包戲台、表演、小吃) 
45分鐘 上午/下午 30分鐘 5人或以上 ￥130 ￥65 北京胡同遊(包三輪車) 40分鐘 下午 45分鐘 5人或以上 ￥90 ￥45 

什刹海或荷花市場附近自由活動 北京胡同遊(包三輪車) 【四合院家訪、當地人胡同家訪、煙袋斜街、鐘鼓樓廣場】 

45分鐘 下午 40分鐘 5人或以上 ￥120 ￥100 
什刹海附近自由活動或 於旅遊車上等候 四合院家訪 20分鐘 下午/晚間 45分鐘 5人或以上 ￥50 ￥25 附近自由活動或旅遊車上等候 皇家遊船～京城夜遊（欣賞古老玉河沿岸夜景＋聆聽皇城古老傳說＋品嚐老北京傳統小吃＋欣賞戲劇表演） 

40分鐘 晚間 30分鐘 10人或以上 ￥220 ￥110 返回酒店休息 乘車夜遊天安門廣場及長安大街 
20分鐘 晚間 10分鐘 10人或以上 ￥30 ￥20 夜遊什剎海荷花市場 40分鐘 晚間 20分鐘 5人或以上 ￥30 ￥20 

8-15人 ￥420 ￥210 組合推介:  天壇+明十三陵之 定陵+中國功夫熊貓表演 
3.5小時 上午/下午 120分鐘 

16人或以上 ￥400 ￥200 組合推介:  中國功夫熊貓表演
+四合院家訪+夜遊水立方及鳥巢(下車遊覽) 

100分鐘 下午/晚間 1小時 2人或以上 ￥280 ￥155 組合推介: 雜技表演+四合院家訪+夜遊水立方及鳥巢(下車遊覽) 

100分鐘 下午/晚間 1小時 2人或以上 ￥280 ￥150 

2-5人 ￥400 組合推介:  故宮+天安門+胡同遊 
4小時 上午/下午 1小時 

6-9人 ￥350 

附近自由活動或 於旅遊車上等候 

北北北北京京京京 北京 

組合推介:  夜遊三里屯太古里
+什剎海荷花市場 

2小時 晚間 45分鐘 10人或以上 ￥60 ￥30     



 

生效日期：27/10/2017                                           PDT-I-OPT-PBB-IPP-015  

 每位收費(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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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人 ￥450 

6-9人 ￥400 

組合推介:  恭王府+鳥巢(VIP通道) 
2小時 上午/下午 1小時 

10人或以上 ￥300 

2-5人 ￥900 

6-9人 ￥790 

組合推介:  天津+文化街+義大利風情街+解放橋+海河公園 

2.5小時 上午/下午 3小時 

10人或以上 ￥600 

2-5人 ￥1400 

6-9人 ￥1250 

組合推介:  承德避暑山莊+小布達拉宮 
4小時 上午/下午 7小時 

10人或以上 ￥950 

附近自由活動或 於旅遊車上等候 北北北北京京京京 

北京 租用 7人商務車(連司機)* 

*2-3人為 5座車，3-5人為 7座車，6人以上為 15-19座車，
20人以上為 51座車 

8小時 上午/下午 不適用 2人或以上 

限市區內:  ￥1300元/車/天 

(8小時) 

自由活動/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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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之入場費一般按高度劃分收費，故以上之節目如小童高度超過1.1米者則按成人收費，1.1米以下者則按小童價收費，嬰兒費用全免。 

8. 收費只劃分為成人及小童兩種，不設任何長者優惠，敬請留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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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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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