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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 此活動不適宜孕婦及因任何原因不適宜進行劇烈運動之人士參加 ▲各項活動均以當地公佈為準，俱樂部保留最終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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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Super套票~ 海豚追蹤+水上電單車
+空中沙發+香蕉船 

8 小時 
早上至 下午 

45 分鐘 1 人 $160 

$50 
(6-13 歲) 

$30 
(2-5 歲) 凡參加 LGGUM04N/Y/05N/Y 團隊，客人欲提升為 Super 套票， 只須補付成人每位 USD80。 

於酒店休息 

Value Para套票~ 海豚追蹤+空中沙發+香蕉船 
7 小時 

早上至 下午 
45 分鐘 1 人 $130 

$50 
(6-13 歲) 

$30 
(2-5 歲) 

於酒店休息 

Value JS套票~ 海豚追蹤+水上電單車 
7 小時 

早上至 下午 
45 分鐘 1 人 $120 

$50 
(6-13 歲) 

$30 
(2-5 歲) 

於酒店休息 

Hafa Adai套票~ 水上電單車+空中沙發
+香蕉船 

4 小時 
早上至 中午 

45 分鐘 1 人 $120 

$50 
(6-13 歲) 

$20 
(2-5 歲) 

於酒店休息 

ABC俱樂部#▲
 各種套票均包括  水上三輪車、 獨木舟、 浮潛、 珊瑚區餵魚、 自助午餐 

Dolpin套票~ 海豚追蹤 
5 小時 

早上至 下午 
45 分鐘 1 人 $70 

$50 
(6-13 歲) 

$30 
(2-5 歲) 

於酒店休息 初級一潛 30 分鐘 
早上至 下午 

1 小時 1 人 
$85 

(10歲以上) 
不適合 參與 

於酒店休息 體驗水肺潛水#
 由華籍教練帶領下一嘗潛水樂趣 初級二潛 1 小時 

早上至 下午 
1 小時 1 人 

$150 
(10歲以上) 

不適合 參與 
於酒店休息 船潛#

 
(需持有潛水牌) 

1 小時 
早上至 中午 

1 小時 1 人 $150 
不適合 參與 

於酒店休息 小型飛機 由專業機師指導下，親自嘗試駕駛小型飛機 
30 分鐘 

早上至 下午 
1 小時 1 人 

$180(4 歲以上) 
(可另免費乘載 

2 位乘客) 
於酒店休息 實彈射擊 45 分鐘 全日 1 小時 1 人 

$35 起 
(以當地收費為準) 

不適合 參與 
於酒店休息 亞特蘭號潛水艇 潛入水深 1百英呎的海底 

30 分鐘 
早上至 下午 

1 小時 1 人 $96 

$48 
(11歲以下及身高最少 1米或以上) 

於酒店休息 海底漫步#
 於 20呎水深中漫步 

30 分鐘 
早上至 下午 

1 小時 1 人 $79 
$74 

(8-11歲) 
於酒店休息 高空跳傘#

 專業導師安全講解及配上裝備後，從高空
8000呎一躍如下，終極挑戰團友膽量 

30 分鐘 早上 3 小時 1 人 
$289 起 

(以當地收費為準) 

不適合 參與 
於酒店休息 

關

島 

Westin自助自助自助自助晚餐+Magic Rock Show 豐富自助餐(包冰紅茶任飲)(星期四另包啤酒，星期五、六另包啤酒及紅白酒) 近距離魔術劇場表演 

2 小時 晚上 20 分鐘 1 人 $125 
$45 

(6-1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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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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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因個人因素而無法參加已訂之活動，必須於活動出發 24小時前或出發前一天之下午 5時前提出，以較早之時間為準，否則，所繳交之費用將不可退還。 

(小型飛機及高空跳傘須於出發 48小時前之下午 5時前提出) 
9. 各項自費活動只接受現金付款，如使用信用卡需另加 4%手續費。 
10. 請參照訂定之活動出發時間，15分鐘前在酒店大堂集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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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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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Hyatt BBQ晚餐 自助 BBQ及民族表演 

(包冰紅茶任飲) 

2 小時 晚上 20 分鐘 1 人 $77 
$38 

(5-11 歲) 
於酒店休息 

The Beach BBQ晚餐 自助 BBQ 
2 小時 晚上 20 分鐘 1 人 $85 

$45 
(2-11 歲) 

於酒店休息 

Reef 自助晚餐 豐富自助餐(包紅酒、白酒、啤酒任飲) 
2 小時 晚上 30 分鐘 1 人 $46 

$28 
(5-11 歲) 

於酒店休息 

Sheraton BBQ晚餐 自助 BBQ美食及民族舞表演(包紅酒、白酒、啤酒、冰紅茶) 
2 小時 晚上 20 分鐘 1 人 $72 

$33 
(5-11 歲) 

於酒店休息 魚眼公園日式自助晚餐 著名的 30呎觀魚台及密克羅尼西亞 民族表演 
2 小時 晚上 20 分鐘 1 人 $96 

$48 
(5-11 歲) 

於酒店休息 夕陽遊船 乘坐遊艇出海欣賞夕陽美景， 及享用 BBQ晚餐 
3 小時 晚上 1 小時 1 人 $95 

$55 
(2-11 歲) 

於酒店休息 

Angsana SPA 提供各式各樣 SPA療程 

約 1-3 小時 
(需視乎不同療程而定)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 人 

$110 起 
(以當地收費為準) 

不適合 參與 
於酒店休息 沙堡娛樂中心 中西合壁歌舞魔術表演 

1 小時 晚上 30 分鐘 1 人 $99 
$30 

(2-11 歲) 
於酒店休息 可可島 關島南部最自然優美小島，更可尋找美麗星沙(包括來回車船接送及午餐) 

4 小時 早上至下午 2 小時 1 人 $89 
$45 

(2-11 歲) 
於酒店休息 觀光鴨水陸兩棲遊 乘坐觀光鴨，陸上暢遊關島市區及水上暢遊海灣美景 

1.5 小時 早上至下午 20 分鐘 1 人 $45 $25 於酒店休息 南部觀光 暢遊關島南部著名的觀光景點，停靠約
6個景點，包括美軍博物館 

3 小時 早上 2 小時 8 人 $60 $40 於酒店休息 

關

島 

查莫洛夜市接送 於星期三來回接送前往查莫洛夜市 
2 小時 晚上 1 小時 8 人 $10 $10 於酒店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