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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24/05/2017                                                  PDT-I-OPT-AUS-IAU-017 (P.1) 

 

澳洲【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開恩茲、珀斯、墨爾本、塔斯曼尼亞、艾爾斯石地區) 
 

 
 

每位收費(澳幣 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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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334 

*適合 14歲或以上人士    

(14-18歲需由父母/監護人簽署免責書) 凡體重超過 95kg， 需額外補附加費： 
95-104kg   AUD 50 
105-110kg   AUD 75 高空跳傘 透過專業導師安全講解及配上所需裝備後，從 高空一躍如下，終極挑戰團友的膽量。 

 

*費用已包括學員跳傘費 14000呎高空 3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0分鐘 1人 另可購買:  

Digital Photo AUD 89起 

Digital Video (USB) AUD 119起 

Video/Photos (USB) AUD 129起 

Extra Insurance Purchase on board 

AUD 30 per person 

於酒店休息 

四輪電單車 ATV 親身控制安全的四輪電單車，讓你領略在森林中駕駛的樂趣。 

*費用已包括行政管理費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20分鐘 6人 

AUD 140 
(當地准許 12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但此活動帶有一定危險性， 故家長或監護人需自行判斷年幼及年長之同行者是否適合參與) 於酒店休息 

Great Adventure 適用: AUD 179 
10分鐘空中暢遊 10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Sun Lover Cruise適用:AUD 179 

於浮台上休息 

Great Adventure 適用:AUD 395 

大堡礁 直升機之旅 由浮台飛返 開恩茲 (單程) 
25分鐘 

下午由 浮台返回碼頭 

行程中 大堡礁 浮岩上 
1人 

Sun Lover Cruise適用:AUD 379 

乘大堡礁遊船 返回開恩茲 水底綿羊 
(只適用乘坐 Great Adventure) 乘坐水底電單車，欣賞不同品種的珊瑚及熱帶魚類。(只適合 12歲或以上) 

20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大堡礁 浮岩上 
1人 AUD 165 於浮台上休息 

Great Adventure 適用: AUD 164 
初級潛水(Introductory Dive) 由資深潛水教練帶領下進行水肺潛水，欣賞美麗珊瑚礁。 

(只適合 12歲或以上) 

30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大堡礁 浮岩上 
1人 

Sun Lover Cruise適用:AUD 145 

於浮台上休息 

Great Adventure 適用:AUD 116 有牌潛水(Certified Dive) 

(客人必須帶備有效之潛水牌照) 
30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大堡礁 浮岩上 
1人 

Sun Lover Cruise適用:AUD 95 
於浮台上休息 水底漫步 

(只適用乘坐 Sun Lover Cruise) 在水底漫步，欣賞美麗的珊瑚礁及熱 帶魚類(只適合 12歲或以上) 

20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大堡礁 浮岩上 
1人 AUD 155 於浮台上休息 

開 恩 茲 

騎馬 在專業教練陪同下，策騎馬匹奔馳於熱帶雨林中 

*費用已包括行政管理費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20分鐘 4人 AUD 130 
AUD 100 
(4至 14歲) 

於酒店休息 

9-14人 AUD 250 

15-24人 AUD 230 
珀斯 

波浪岩一天遊 (包午餐) 驅車前往壯觀的自然奇景波浪岩，沿途觀賞西澳小麥田、維多利亞式建築、神奇巨石和岩石畫洞穴等。 

3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小時 

25人或以上 AUD 210 

於珀斯市區 自由活動 

10-14人 AUD 120 

15-19人 AUD 100 
墨爾本 
十二門徒石之旅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5小時 

20人或以上 AUD 90 

於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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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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可以澳幣或信用卡繳款。若以信用卡繳付，當地公司將會收取2-4%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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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收費(澳幣 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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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斯曼尼亞 

荷伯特 ~ 噴射船 乘坐噴射船在 Huon河以高速行駛，刺激無比! 
30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行程中 景點 
1人 AUD 75 AUD 52 

於噴射船中心 休息 駱駝之旅 
(Camel Express) 

45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20分鐘 
2人 

(每兩人一峰駱駝) 

AUD 90起 
(5歲以下小童不適合參加， 
16歲以下兒童必須有成人 陪同方可參加) 

於酒店休息 艾爾斯石 烏魯魯直昇機之旅 
(Rock Blast)! 

15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20分鐘 2人 AUD 160起 於酒店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