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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20/01/2018                                                        PDT-I-OPT-IDS-IID-013 (P.1) 

 
印尼【自費項目表】 

 每位收費 (港幣) 項目名稱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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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Quicksilver 可於船上參加: ~ 海上浮潛(含用具)  ~ 不限次數乘坐香蕉船 ~ 搭乘半潛艇，觀賞各式熱帶魚及繽紛的珊瑚 ~ 暢玩巴里島唯一海上約 64 公尺滑水道 ~ 天然活海水療法(OCEAN SPA)，活化細胞 ~ 貝夢灣島海洋沙灘俱樂部 ~ 參加村莊之旅：參觀村民仰賴為生的海藻養殖製作及古老傳統的織布工藝。 早上 0900至 下午 1600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880 $44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基本套裝(各項水上活動) 可自由暢玩: ~ 緩速滑水道  ~ 浮潛 ~ 釣魚 ~ 獨木舟 ~ 香蕉船 ~ 水上單車 - 海底餵魚(單次約 10 分鐘) $620 $310 基本套裝+ Odessey 潛水艇 (搭乘玻璃底船，觀賞各式熱帶魚及繽紛的 珊瑚) 2 小時  10 人或以上 $1280 $64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Amuk Bay Adventure   Odessey 潛水艇 45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90-120 分鐘 2 人或以上 $600 $600 於 AMUKBAY 內 自由活動 香蕉船香蕉船香蕉船香蕉船    15 分鐘 $240 水上摩托車水上摩托車水上摩托車水上摩托車    15 分鐘 $280 降落傘降落傘降落傘降落傘((((拖曳傘拖曳傘拖曳傘拖曳傘)()()()(一圈一圈一圈一圈))))    3 分鐘 $280 浮潛浮潛浮潛浮潛    30 分鐘- 1 小時 $280 飛魚飛魚飛魚飛魚    15 分鐘 $320 深潛深潛深潛深潛    30 分鐘- 1 小時 $680 不適用 南灣之旅 水上活動 Seawalker 海底漫步    帶著特製的太空面罩，由專人帶領到約 15公尺的海底，觀賞熱帶海洋魚群、美麗的珊瑚、原生態奇妙的海洋世界。 3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30 分鐘 (由 Nusa Dua/ Jimbaran/ Ulnwatu 前往)  30-40 分鐘 (由Kuta/Sanur/ Senminyak 前往)  2 人或以上  $600 不適用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基本套裝 樂園門票+滑道+漂流池+獨木舟+腳踏車+試穿峇厘傳統服飾拍照+身體彩繪+編辮子+午餐及下午茶 $480 $400 基本套裝+水上活動 浮潛+香蕉船+海底漫步/水下摩托艇 $600 不適用 基本套裝+SPA 樂園門票+SPA+中式海鮮燕窩晚餐 $1400 

$680 (不包括SPA) SURF & TURF 沙灘 俱樂部 基本套裝+水上活動+天潭舞蹈秀 樂園門票+浮潛*+香蕉船*+海底漫步/水下摩托艇*+天潭舞蹈秀+中式海鮮燕窩晚餐 
早上 0900至 下午 1400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1800 $1320  (不包括水上項目*)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基本套裝 暢玩沙灘俱樂部及水上活動，包括：水下摩托艇或海底漫步、浮潛、香蕉船、獨木舟淺灘劃行，及參與村莊之旅、亦能於海天一色泳池日光浴及游泳。 早上 0930至 下午 1530 4 人或以上 $1040 $800 海底漫步 30 分鐘 1 人 $880 不適用 藍夢島 獵奇之旅 (包下午茶)  基本套裝+ 中式海鮮燕窩晚餐+ 2 小時 SPA 早上 0930至 晚上 2000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60 分鐘 4 人或以上 $1840 

$1240 (不包括海底漫步/水下摩托艇及 SPA)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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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需視乎等級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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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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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  項目名稱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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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參加客人 之安排 邦迪號黃昏之旅 Bounty Sunset Cruise ~ 欣賞歌舞表演，吹著海風，望著天空，看著慢慢落下的夕陽，一片寫意。 ~ 於船上享用自助晚餐。 ~ 觀看豐富多彩的文藝表演和參加各種趣味比賽。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480 $24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激流 ~激流划艇會因應水流之湍急及刺激程度分為 2 至 3 級，安排客人暢玩最基本之 2級程度，刺激好玩。 (激流划艇只招待 6 歲至 59 歲人之仕參加)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60-90 分鐘 2 人或以上 $520 不適用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一日遊 (神鷹廣場+中式午餐+夢幻海灘俱樂部+ 悅榕莊 / The Laguna / Anantara Uluwatu 下午茶+ 活蝦火鍋自助餐) 8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全日 2 人或以上 $1080 $56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半日遊 (Water blow 海底噴泉+豬排燒烤套餐 午餐+blueheaven 下午茶 ) 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半日 2 人或以上 $600 $60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四季美食饗宴套裝 金巴蘭海灘燒烤 或 Sundara / The Laguna 下午茶+ 中式海鮮餐 

下午 1500 至2000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280-480 $240-28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中式海鮮套餐  (特色滋味菜：石頭魚湯、薑蔥螃蟹、紅燒豬手、醉雞等) 1-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350 $250-35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中式海鮮套餐  (特色滋味菜：石頭魚湯、薑蔥螃蟹、紅燒豬手、醉雞等) 1-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30 分鐘 2 人或以上 $350 $250-350 Essence 或 Rejuve or Banjar 或牛奶 SPA    嚴選的各種草本，花瓣，精油，露露等配方，由經過嚴格培訓的巴厘島按摩師進行按摩。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2 人或以上 $640 不適用 香薰按摩 Aroma Therapy 足浴、薰香、精油按摩、臉部護膚按摩、按摩後加送薑茶。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2 人或以上 $440-600* 不適用 熱石按摩 足浴、薰香，用溫熱後的火山石+精油全身按摩，臉部護膚按摩、加送薑茶。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2 人或以上 $400-600* 不適用 兩人四手按摩 足浴、薰香，由兩位按摩師以同樣的手法及步驟以精油全身按摩、加送薑茶。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2 人或以上 $600 不適用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