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78695?B=>C=@>?C GDI;I;HEF;>CAJJG<?

>9
2xSLzSZ9
\~}Rq=
Lz\=?.G\Y?,9k=}CdhPN+Y1>5Q?

KpG;apK?rQk?M?[2zE8Nekk3?

9O:?C}Z9N=?6U5P4b5Q?kZI1wV2x\

DHEFDBCGAI

2x
A TYp>-0t2x>M>9_mitExqV>rMz>9@^gW

\>4>9A5mitk./93T@d;jklMyPqZ1>9>K

>/>>ekrMyPG5[@2xl.}ekIk,35mQJz4\W

zMVip_}q3NqV>|1MM2^AgN|AC0/N>57C

=}KpuH?KpG;apK}N|OPVhTrQk@

Lz
A sM>9Sku}+utW>vA+u\=}7v\AtY2>M>91

v38_d2?Jk_gtND>j@X``Z;IUZ?[2zE8>lI

ekIk,35mQJDX\WzMYi_M^VBt33NqV>NC}

@3ro1@

Z9
A A6Mpk?4b?S3Aa90tmi=\xe@bKbq>GHtp

kYc=5>DPq3x-}Y7ViB+>?HPqtS3YcJ_W

M5m[<D>@P/NID>VuJ8Ot>DZ9Pz333=Vz

BHtN=>KYfiWst5*wN3zE>U{A_-pkJ9tz

E>,YX```;I}Z?[2zE8@QV>H[9,C}Z9N=>e

x<7gb91cc*t{YCr>U?N=2zt*[@

,9k=}CdhPGv=}62Q
A,9kI,X>91vt_5VtCd`3>*qAVg<tm<D>@

hvr_GHYWX_;]5{CXMN+Y1>5N?jkn?W|zR?

>9t}~k:}?N_.?9O:?0T_gt?v}lf<gy06y5;

py4- *l=??-K}=}tA/@LykF2cvdhtdfV\2P

qF\GVQUS@XbJQ[^M

Q+H_C
XU <KsIIk,35mQJ+gXYi_Lt\Wz33qV@

YU 3Z}[>9pVeitdroU*CLzP>9NWQ?Z9N=PNI

4mQ}ekk3PKpEyQ@

ZU G];Zf9},9k=}Cdh><K>9`JYr_>1HaxYW

^e+>DY5.r_MN+Y1>5N@

Z9N=

6U5P4b5Q

Lz\=

N+Y1>5



+,-/.0* 2423 3332
78695?B=>C=@>?C GDI;I;HEF;>CAJJG<@

>9
DHEFDBCGAI

LzU@`zE1j_KNKPdXXaWWFE*QUvF9}uEPGF:QU~>:U

.G\YPm[Pw>9D>QU\A-
ijke

2xUkZI1wV2x\U<ok9O:U2xKpG;apKPGZfQUoGlun

UrQkPGZfQUhxVUk9q0Ug-nUc,* d\p=lux

ijkh

uxl2xP>9@^g=\QUM>9NWNLzUM?[2zE8NLz\=P>9

2g=QUgv\=
R 2xNLz}+dZj>@

R 7L+vb_{6>@V~Q+slkX@X~6N@

ijkd

2xU@`zE1j_KNKPdXXaWWFE*QUM?[2zE8Nekk3E`D>j

PGZfQUC}Z9N=PGn;Z:QU6U5P4b5QUp4r~NIZK
ijkg

XIx;C

DvkBxLPkbQXx>uX62

L+CuxV2x kb d@`W_WW]r

2+C2xVux kb d/`YY\WWx

RXI>D7Alk>7AXxwPx;X_@

8C
XU =Q/_f:~D|Ry@
YU =Q/_f:mGHC\F?d3.}?=}}P6}=Qw]xY~>Yd/6z[-/|?>@oTz+/{

Px7QCN\WW@
TO 9J=bOcRVbSuf\={sl-j5WJN=\Cm-C7SE|aq:~kFj`a/J\nAJVx9k

yb_C7SE]nEJ|TqnAYe\bm\UHJ^lD4Jp<N^IB07615K_KSVQ\@Qp?^
UO g2bS2O,635Z\8w6^h+Y*n|:~L3RDJpSN=3a<[bTLEGTM\>Dv2bT]

x9\Jpl{Z?uJ\@Qp?^LWZXYWQV[R-M
VO gRVAufL8\~>LsLOPSM,3A\KMz0wtrw*LirWM^9Ls,u}X;b3AZ\Mw.s,

X^Bw*NPt}_oLirWMqwtrw*LirWM^
]U _KgVwaNAPv,g,Q{r`G_f>hLpeaA_KwZX_@
^U Mux=}[|ZNPsjdQD|=@E*6\<=}E/3F@
_U @YaiFC/_MYg.+>\<S8^E/=}3F@
`U 7+ZESd3igdt/,A|1>cW6NGGJ:1j@s>sZ9,9BjoqJ:1jp?>6<>X

vJT@
XWUQ+|T}|tXIx;?qQ?Q+?_KUq}@s/9,>sMW1Oo+E*4tKAT3g>t|vi

|?1^8>8oQQQv@7C/3gYg.F*i>7bwPZYz[Qv@
XXUQ+?@s}UqBf7Akg>Ad3~E9,X_@
XYU/:mGm_f4Ojp4q/6No>7Q+durA8^>@YoZ|QVTx_f4Ojp4Not3o^w@
XZUA`Q+_@}9]x:jP57:k.F:?1*:},K/QM4g9=}GQQ^S-xQd~Qw@
X[Uo4/:aAg/d>X_>ZEFmQQQv@
X\U@YMYg9GQQ|SYg.>-xQR>M=@MvN>A2YE*6Y6zd_^@
X]Uo3C:y/K>vt|M=Q/g.}OvB7N>@YM-xQd~R>Si|?1Sg.|fp>,MYg9

=}GQP999U9,0*1064y8}.U{1/Q_|_Yob@
X^U?1ux=}[|ZxYOZ~1loxm5lK>C=Q/Pt@XHX\^oG.>=Qw71Oloxm5

lP>C=Q/>G5/~^w>MA?>^>:>A}bwPj}?>qA_1*:x7NX\WBAx^>:>qQ
_f4OjSZ1Oz[E*4tqXI?FI6SG6Kf?{cq^>:ZSoN^>>o4+oAqQ_f
4Ojq_D2hX_Bt|vb+ux=}[|ZGQP999U6,{+-U14*Q@

X_UA`0<P4iJ>VyA4pX_@
X`UX3X_Mp@_^=+>dtqzVwKF>lxQd~Zr=}x\@

LzU,9k=}CdhPG];->}v=}62QGMN+Y1>5N?j<z

R?=h?i<_.?gy06y5; py4- *l=RHU2x
R@YMN:9s*l=vq,A}PKn

ijkf

~h @J {J /J =\ buekbW\mUq_K buekbW\xUq_K

X X6`
><q@J 3~LzJ

Er@Gn?b8\F PV7Y\?anGnQ
Lz

Y _Kv
5Rq@J

HP\A-
PVT\?KYuQ

Z _Kv V
><;5

PN?G,b?uLL=?b_MpQ
2xVZ9

[ _Kv a`nGnL?]1u 3~p?>JSY_Kv1j/J

\ _Kv
><E^J

9Wux
Euhmp?_>u?-d^+F

RVwJ:oNxw>XvJT@ R1O_K9,AMWxCZU@

j0|1{+,0} py.y{}Sj/2}4,y. i7} i16}.

ey0y0* h1.|}0 cy;Sh4y0| m}4{74}S

r704,5} i1, b0Sh4y0| s174y0}S

h4y0|84,1 o{}y0 q}5146 ey0y0*S

q1;y. i1,y0 m hy..}4;

m710* s+y0+ i7}Sm10|,y. i7}S

d}0674; q,8}45,|} i7}Sf.|14yS

b.zy r2y i16}.

iy|y0y i1,y0Sf// i1, b0S

i1,y0 s4y,.5S

s+} c}y{+ l,66.} c176,37} i16}. O r2yS

iy0 q,8}4 ey ny0*Sh4y0| u4,1 d,6;S

g,8,6}. i16}. ey|y0*Sm}4{74} i1,y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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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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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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