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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12/04/2017                                                  PDT-I-OPT-USA-IUS-018 (P.1) 

美國(夏威夷)【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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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收費(美金)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2-11 歲)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夏威夷大島直昇機火山之旅 乘坐 Ecostar 豪華直昇機從高空角度近距離欣賞火山景觀，感受大自然力量。 

50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景點 
4人 $302 大小同價 

於該區 自由拍照 與魔鬼魚夜游 於黃昏時份，穿上全套浮水衣乘船前往浮潛地點，在專業的指導員領導下走到水中，與魔鬼魚及其他熱帶魚群作一次近距離接觸，與魚共舞！ 

**為確保安全，此活動不接受不懂游泳及
6歲以下小童參加。 

(不包交通費用) 

3小時 晚上 
客人自行安排 

2人 $102 

$85 

(只適合 6歲或以上) 

於酒店休息 夏威夷大島一天觀光之旅 包來回機票及參觀火山國家公園。 
10小時 早上 1小時 2人 $395 $385 於酒店休息 

大 島 觀光潛水艇 夏威夷海岸曲折，遍佈珊瑚礁，海底景色優美，馳名於世。 乘坐舒適的觀光潛水艇深入海底，觀賞五彩繽紛熱帶魚嬉戲於美麗的珊瑚礁岩之間，別具一番新鮮感。 

2小時 早上 1小時 2人 $124 $52 於酒店休息 歐胡島小環島遊 (逢星期一、三、五、日出發) 首先前往欣賞奇特的自然景觀「噴泉口」，繼而前往由珊瑚礁形成的夏娜奧瑪海灘高處(不包入場)。然後遊覽卡哈拉高尚住宅區及曾作軍事用途的鑽石山。 

3小時 早上 1小時 2人 $35 $25 於酒店休息 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 (逢星期二、四、六出發) 是一個以太平洋島國原居民村落(包含夏威夷、大溪地、東加、斐濟、薩摩亞、新西蘭毛利及瑪貴斯)為主題的文化中心。遊客能夠在這裡欣賞得到各個民族的文化、建築、舞蹈及技藝表演。 

8小時 中午 2小時 2人 $95 $80 於酒店休息 

夏
威
夷 

歐胡島 激光幻像魔術秀 欣賞令人驚嘆的魔術歌舞表演。風格神秘的氣氛，高闊壯觀的舞台，緊湊精彩的節目，必定令觀眾大開眼界。 

2小時 晚上 
客人自行安排 

2人 $115 $75 於酒店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