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jy

?K{Q2\o sust ttts
xywzv.5-.4-0./5 =7>+>+8?;+/11{=,/

*.0/23 -186754+

@<
IUVW[ot[:n}9+fJ KFLmQ

8C@A 2-3 7@DB

-++,.yz/x2x*xy{/x2x*

3y+iu2>ch[.uH.Z-^ch[.u?.^4

W0oUV
~/<45[DSDEF

oUVFW0>
>~k.66`<3[=[D<DEF=S/<45[D
YOo-6UV|wW0GVc]@+k1z

KGEY\[DLHZ]@f28;/<aO

xu`rdVNHH



/1 jy

?K{Q2\o sust ttts
xywzv.5-.4-0./5 =7>+>+8?;+/11{=,0

-++,.yz/x2x*xy{/x2x*

;]Jwmm-0/
0;-|Q--jd321ps0j6VRX-csuL-cR^RX/

0XYLX^L3u:[_z-gr5OYR-qB]jA^=.a0.7h^

ambaG6Q]tb>1^UT/

0ZSyFy[TZ/

UVW[ot[:I7DhQ[8qr}9+fJ
0ex*|ozt fsoqu gx*p-vRcRR0B]w0b1T,^J1]-}D]LY

L/J1]T,2

0.0<B.Hkf.mJH=3.Ugb3/R_x}7>VGG;G^L

>mJ4~/9

0~}*J25aUtkcT^bW-yam{}G^aU/

9L>4~utRQ_o5N-J1]oecLL}Y/r/

K3ZfP9_v^Qd

0Z\`[1]6Fh,-~58x[JL>shd74~/
d Uh=C-RZ]CJtI-5a3WJV<FyQh{=y+/P_yC@dhqHFyE

hMC*Eg}-<+}-3JV<RQ*S^*EMAb:|/RQ*EMAb{zR}

7G,OH5;i2]ch<;\SZa1^ch<;\S[`/

efg.0J1]

Li?_B

?Gu;J
z[,K0z3aa42o>J

P@<TLAj{t4sMVT^|.{t4421sTio?2B{t442F

9O/5^wDdU^jb~U^4Ht
PsMLHU,Kt:K@9

PsMoCt?CW[@jOUKTa,K@*

PsMwmFtmFo>

P3To>MLiox`iRAF19T^f@aio4FH

p:6HPOMM84K3{QC0E5e. q
0z27^}]J>-T<Gf@]f@GAw^.{Al}:GAw^.A3+tuKG{F@KT

jgIAw^.~{a,K@9*HsV:D,t77kaxRje{~a~lu^FHSqE2f*5tbKHqt

,KdPa@nJ
P,Kk\

P@<T^.~~;F3:GM:f~H

OhHVTrTL|1o>_cnF139YOKTANY

eAw^.4-=~,K@*F2f*z_mgH

q MpTrF1bGFPTkdpkFVT19FIpT2K|21~{x;T2|iFPt_R7_kR1={Hs;T2|iR7d{QpTi1RQ;Ti|iF

Y|iiPdpTi1W`PTi1q~iHt
q VTrF[RaxdNTMTiDy_j>-NV`en]Ihy_j>-RCn*[FVT197Xld>xBkHeP3TNVN=ZE~-FVT=_~7V

jpr,H

q MP7TkKz}T1wYF2EN_=NVqy~Pb7{~HHVVT9Z]O/qyyqz[}ynJF}n[FN=NVBJg;J*ysvOTYHBJ*

ysvOXE:D2B*GCdgIJ}lPQgcrz,I~lPQgcr{+H
q MP7Tkdz~T1wZF2f*N=NV~Pb7RD{~Hqyb7GBJvOj*yXE:D2B*GCdySJr|*ys}lPtGr}~ys~lPtH
q MTkz}TwYFNNV\Dp{~aP7ju^FGzP7DuOKIvU7+[z~y]R}OuTNTVOAs}OuNVa/vTkY*tFMTkMLaP7F

NNV{l}OuTNH

q MP7sT~Pb7NVFy^jTAL|N7{~O{l<}VTrFag]FVT19+RY>3TL|nQz_FePg?ZmH

q 2]Q_f9=:DF8g]5td~d^><BkaVT0G}OL;H

q hT|yAwP1u^Dp{~F2f*a/vTkYr*GzP7{~IHb7~535NV\VTU`DR>-H+-AwR7}]Pfwz~y]R}OuTN

OVOAFMTkMLaP72f*NNV{lz~y]R}OuTNFb7j*ysvON=g5~PH

Nw8MSq



/1 jy

d<Sgg

s?}jyB-R=n\h{p;C
b-,{ e-,{}a2u+

ijk`

N{Kcjys=-pEB*`~Bc`~VI;Ce_0cC4z

sC]Fvx[BW8]U95jB]`0s:/-,]C3fwP]lp

@*aSBMileYC]}Gj.FPeYho]SWXWZ[YW7SCsjH,

_CzG

g-/,},{ [//}3u* a2u+M]}16 m-2/ Im4- f-3y/H0 j-},1L j*u7u xy _0.u,uL fu11y ju/~L

[{u,u i21*--~0L l1u120 -z f}vy/16L a2u+ ]|-w-*u1y `uw1-/6L g}w/-,y0}u gu**L buzu*-|u

l|u4yx cwy l|-.JMm/u,0zy/ 1- b-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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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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