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自費節目表  
*以下價目只供參考 

 

地區 自費項目及內容 
活動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參加 

人數 

成人(港幣計) 小童(港幣計) 安排 

時間 

不參加者 

之安排 收費  收費  

胡志明 

越式腳底按摩 90 分鐘 30-60 分鐘 不限 HKD 150 ―― 

到 

 

達 

 

該 

 

地 

 

區 

 

期 

 

間 

 

進 

 

行 

自由活動 
古芝地道 + 越式風味餐： 

包古芝地道門票、專車來回、越式風味餐 
5 小時 60 分鐘 10 位或以上 

HKD190 HKD150 

身高 1 米或以上以成人收費計 

水中木偶戲：欣賞傳統水中木偶戲、包專車來回及門票 1 小時 30-60 分鐘 10 位或以上 HKD100 HKD100 

順化特色宮廷宴：宮廷宴，包專車來回 2 小時 30-60 分鐘 10 位或以上 HKD110 HKD110  

自費享用 

其他餐 

平桂 - 田園越式風味餐【包專車來回】 2 小時 30-60 分鐘 10 位或以上 HKD110  HKD110  

地道海鮮宵夜：團友自選地道海鮮 2 小時 30-60 分鐘 6 位或以上 HKD300-350 HKD300-350 

地道特式越南河粉： 

- 地道走地雞一隻/8人 

- 每人一碗特大牛或雞河（如不夠可加一碗剩河粉） 

- 一條油條 

- 飲品一杯 

1 小時 30-60 分鐘 8 位或以上 HKD100 HKD100 

頭頓 

地道海鮮宵夜：大頭蝦或瀨尿蝦一隻約 200g 重、 

半隻梅子蟹 + 法式豬仔包、香茅蜆/4人一窩、 

時菜/4人一份、飲品一杯 

2 小時 30-60 分鐘 6 位或以上 HKD300-350 HKD300-350 

河內 

腳底 + 全身按摩（熱石按摩）【包車資及小費】 90 分鐘 30-60 分鐘 6 位或以上 HKD270  ―― 

自由活動 

電瓶車遊 36街（6人一車） 35 分鐘 
行程中 

景點之一 
6 位或以上 HKD60  HKD60 

下龍灣 

腳底 + 全身按摩【包車資及小費】 

90 分鐘 

30-60 分鐘 6 位或以上 

HKD180  

―― 

60 分鐘 HKD140 

遊船 TIT TOP 天堂島【包登島參觀費用】 120 分鐘 
行程中 

景點之一 
6 位或以上 HKD180 HKD90 

峴港 

腳底 + 全身按摩（傳統按摩）【包車資及小費】 

90 分鐘 

15 分鐘 6 位或以上 

HKD 230 

―― 

自由活動 

60 分鐘 HKD 200 

市區半日遊 

【含車資、占婆文化博物館、山茶半島、68 米觀音、午餐】 
4 小時 30 分鐘 10 位或以上 HKD250 HKD200 

迦南島簸箕船半日遊 

【含車資、迦南島簸箕船、參加島上一些民族游戲、午餐】 
4 小時 60 分鐘 10 位或以上 HKD350 HKD280 

順化古都一日遊 

【含車資、大內皇城、啟定皇陵、天姥寺、 

遊香江、順化風味午餐】 

10 小時 30 分鐘 10 位或以上 HKD550 HKD450 

會安三輪車【包小費】 40 分鐘 
行程中 

景點之一 
不限 HKD80 HK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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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價目只供參考 

地區 自費項目及內容 

胡志明 

購物 

紮肉：HKD350/5 條 (每條半公斤)  //  雕鼠咖啡（咖啡+咖啡過濾器）：HKD150/套  //   

雕鼠咖啡﹙特級﹚（咖啡+咖啡過濾器）：HKD250/套  // 鵝干醬：HKD350/10 罐  //   

腰果：HKD200/3 罐  //  龍眼肉：HKD200/3 罐   //  果乾：HKD100/5 包  //   

夫妻糕：HKD120/4 盒 (一盒 10 個) 

河內 

購物 

越南咖啡粉﹙豆﹚+ 咖啡小瀘杯﹙越式傳統泡法﹚：HKD100 (220g/罐)  //   

越南咖啡粉：HKD180 (500g/包)  // 腰果：HKD80(400g/盒)  //   

扎肉：HKD65 (500g/條)  // 龍眼干：HKD80 (350g/盒)  // 綠豆糕：HKD160 (10 盒/箱) 

峴港 

購物 

越南咖啡粉﹙豆﹚+ 咖啡小瀘杯﹙越式傳統泡法﹚：HKD100 (220g/罐)  //   

越南咖啡粉：HKD180 (500g/包)  // 腰果：HKD80(400g/盒)  // 龍眼干：HKD80 (350g/盒)  //   

蓮子干：HKD80 (350g/盒)  // 綠豆糕：HKD30 (150g/盒)  // 扎肉：HKD80 (500g/條) 

 
 

備註 

 為使團友能於自由活動時間，有更充實、更豐富的節目，本公司領隊或當地導遊可代安排自費活動，團友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所有自費活動純屬介紹，最終視乎當時實際環境、天氣、人數及時間等方可安排，客人最終亦有機會未能前往，建議客人不可用該自費活動 

作為報團之主要因素。  

 倘因客觀因素影響或非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改期或取消，將按實際情況處理。所有自費項目，須以安全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  

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  

 自費活動收費按活動性質訂定，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券、司機的超時工作，請向導遊查詢。 

如活動需額外導遊或其他職員，則小費可自行決定隨心打賞。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價目表只供參考，價錢及自費活動內容如有更改，均以當地接待單位或供應商提供為準。  

 交通時間需視乎當時環境，如交通擠塞、天氣情況等因素而定，請客人多加體諒。  

 客人如欲參與自費活動時，應衡量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如有任何意外責任則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有關參加自費活動，客人有責任自行查看確保所購買的保險計劃的承保範圍。 

 所有按摩只招待 12 歲或以上之人仕，並按成人收費，小童則不能享受此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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