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KY-x9C;]
@LTJ A@W @CUDMSTQDpJjiXZ-b^Erwp

bjlpzTMDRBNQCH?9:{[-Plp

eaFTV@MF~?`zpA@ST@MDl

xN]Vgt=K8065Jo54K5605=y

fghjike momn nnnm
rsqtpzyxy*x{yz+ 4.6v6v0.5v|~+774wz

cKY
,0.5/y}3.1

r hY_c^ ZYf Y[d\`bca\iM2JvWtM]Kewvo6iJXgXd]Xh\c

@cja @di_]XEqhiH2vg/cThQoTrKFtM2?v-x]o

ctYSztP`_NABLw:\XoMTbat4[R<PkoG-

R7BpM2UJiq[\N,q]srFPtXvpO~phP`Bq

{aV?viq,F}0MfbJ0d1==W,?hQ1@noa:\

/MTwTrKFtRsr+-Cq

r npugewbUt+.__2o:cKYQMJtb^l|;+tbj

lq}ztDD_/@|^bg9foB*Zftb^vBq

r ok]ceY`]tqjsg`5>v-tP3AVoDY8EcKtG8S

,pcL\<a-A@SHJ.pd1lio:3RFb,tyvIq

0 2-~z+y*7:54=;3,x}x~ x/-~ }z~{.|896<1o^Ht/5

:zHWtw,{o2i5:78~:[-P_tD.l|ofP=u>_D

.tilowP_D[:;4o[-Pl:z+*{t24qi5=7;u5

,M5V[8hoLw6456~Dn.QCH?9:qwl|:F<o0n

m3x[r;9+0MjXtjl24o+k0MTxm+ZjkoQ:

QrtjlNYm7jcbjo0>-a+q eaFTV@MF~?`z

[-Pl

5hfKt
52z@LTJ A@W @CUDMSTQD{1hWstzI;MLpctpLNp3L

3pR7BpM2UJBbaIN-U.G54>Z.i?vq

62 KEA@ST@MDlpeaFTV@MF~?`zpbjlBzTMDRBNQCH?

9:{[-Plq

72 Og+C1h?v^wMTcKykcb^q

82v^F}0wmhXF-FCY=M+nq

@LTJ A@W @CUDMSTQD

bjl



fghjike momn nnnm
rsqtpzyxy*x{yz+ 4.6v6v0.5v|~+774w{

,0.5/y}3.1

cKY

Zp

LI A6OLpQw3}Ub9|X2OkD<^iw{TB?k<3lrC4u19c:?k<[oDr3}k~

>ku0`O_Pk<N+j{`Om

MI ^v`w/\LPw7<{kF.B7Y;:?7*`<@v,`kJl[6u;Sm^v`*D,`@v=Tk

F.B7:=TOz4VQwT=aXrpU+kf1zem

NI qlv=1\ORN63m

OI ^v`w/YLQw7<|k7DgR@v,`mqlv=1\~?Vp,`ll[6ulqu|B93qlF[

Mwjk:uvOiqVv2b0mymOVXPERyFpDPPKm

PI ^v`w/YLPw7<{klV7xwY9?G.3k?kQwcjlO5gR9K=>S97Pk3:l[j

l=>.3xn7Pkv`7*Dqlv=1\m^v`-DgR@v,`J l[6ukqlv=1\~?Vp

,`E^dFll[6ulqu|B93qlF[Mwjk:uvOiqVv2b0mymOVXPERyFpDPPKm

QI qgRquiNhrEZXVFRNqQ=TOG]qu{XNAm

RI Qw}3>fvEc:LWTrG]7.H{XquNAm

SI o`5Kj}F-V_E_.ey2bluoNewVB+roRo`=<@<q
TI lVJ8RtC*yrplMFllVl.3n63;fX`<k7A~YD*T=T8Pid8S2kp:1

35b7HZkn*ClFEm^fXS2:LWTTHkPF.BhpiqFEm

LKI lVl;f3n6ev^dw2k<l[;S`<Yjk^d22kn*ClFEm

LLI v\~?s=1+D4O+,vTCNk^lVJ8zdZ<kQw*hQCDE9=1+D4O+CNCmK

-Qm

LMI <|lV-t3/[M\IE,^:>L>\l7P\lWb3quiNhSIaFXFA\G`qu||W\7

V/lIjWqm

LNI 0xv\t<LvlrYjk;2>MClFEm

LOI QwA:G`||W57:LWrV/l}0qqQcErk<M:=TOp]4ljHm

LPI 0Nw\HR{k1p5qqlvLW3ENAPrH QwAV/lIj}0735b77LWJ^dk~A:

G`qu||EjjjIjae_fehg\i^cI]fdF{tIg@Fm

LQ s7gRquiNhM:shjYb*9~>Ji0wqlvtC@vgvyzmU5kqlF^Ysb*9~

>Jt0wqlvkC>vj-QrA<b0-?\k<3F.BaRb0,<{7P\RyDLPKodM-?

\kMF=1+D47hYDiq=T8P,*yl>y97?9i.bs/,-?\Z7*D-?k0xKK

<MF=1+D4,IBZJYjop:1HQgRquiNh||EjjjIha]`bIfg_Fm

LRI Y**{AOcjHqVklLMOGQbTkJ/lIjFnqur+m

LSI <|w:d+3hku0<xAYjm

RbVcKYDEF?

mJ1h?v-/-Y:U-Ty1rxWPj_Zah_bk\g5XDb2WKcMTRO@6oCh.DEFB

o^3:`-,?1^+?.*Vy8d-,?Vy5o.*cKYVRbDEFC

@LTJ A@W @CUDMSTQD-X.WB1hWstzI;MLpctpLNpbaSN-U
.G54>Z.pR7Bp3L3pM2UJpM2GmApcMqpM2GgpX
vpO~phP`pqVpaB~?lE`_/15f=gbx,F}0yMfhQ
1@n/7]},eNW}.*JjiX Z-b^Erw

DEFA

cKY*eaFTV@MF~?`z~A@ST@MDl*vTMDRBNQCH?9:w[-Dl*
bjl

DEF@

Cp ,= @= 2= vw o`}0

5 m.2 :l\7

6 o`< ead>= R@MSHJ@o^PU=

7 o`<
@LTJ A@W @CUDMSTQD

vLd~0q
cKY

bJ0d1==

8 o`< 3 3

9 o`< O+PU= m.2 }gRb

,zNS2cKYo`/Zob=Z~}0i8.79;lOjbbcXd3S^\ Ried\h3BejgimXg[ LXgg_eii Q\hegioc}0>v.79pto`q

\;l
Rl_hh1A\bQ\hegi O\ZXij

lll2hl_hh1Y\b^ei\b2Zec3\d1]Y3hl_hh1Y\bg\hegi1f\ZXij?hjfh\XZXi><:,

c
Rl_hh1A\bGei\b SjYXd

lll2hl_hh1Y\b^ei\b2Zec3\d1]Y3hl_hh1Y\b^ei\b1ijYXd?hjfh\XZXi><:
c

Rl_hh1A\b^ei\b R\]XgX
lll2hl_hh1Y\b^ei\b2Zec3\d1]Y3hl_hh1Y\b^ei\b1h\]XgX

c
Rl_hh1A\bQ\hegi VXij I_cYXg

lll2hl_hh1Y\b^ei\b2Zec3\d1]Y3hl_hh1Y\bg\hegi1lXij1`_cYXg?hjfh\XZXi><:

*yrpV

?h5vEV[F75vRBEYUF7gR*GEW[FQ9D*-Z

@VpgRVU}l ]c|LKKKk+1LMNP,e

ZVpU}lVgR ]=|MLKKk=|MNOP9R

n*yr__dxwkP<*G.BYjm

n4P0zL>\DLOKKE5vJRBFk9?doPYLP8

E5vJRBFkJ=T8,`zEgR*G3>y9*D4

P0zFm

n4P0zL>\hY;*G.Bx2i28kdM\I

3oK1,0~}rkIB<*G.BrpY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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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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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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觀賞各式熱帶魚及繽紛的珊瑚 ~ 暢玩峇里島唯一海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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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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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午餐 可自由暢玩: ~ 緩速滑水道  ~ 浮潛 ~ 釣魚 ~ 獨木舟 ~ 香蕉船 ~ 水上單車 2 小時 $560 $280 基本套裝++++海底餵魚海底餵魚海底餵魚海底餵魚++++自助午餐 (海底餵魚單次約 10 分鐘) $800 $400 基本套裝++++Odessey 潛水艇++++自助午餐 (有機會觀賞各式熱帶魚及繽紛的珊瑚) 2.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960 $48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Odessey 潛水艇 30 分鐘 $760 $760 Amuk Bay Adventure   Diving 深潛(連氧氣筒一枝) 15-3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90-120 分鐘 2 人或以上 $560 不適用 於 AMUKBAY 內 自由活動 Rocky Fast Boat and Beach Club Welcome drink++++午餐午餐午餐午餐((((自助或單點自助或單點自助或單點自助或單點)))) 浮台活動(每款限單次)： ~ 海底漫步 (單次約 15 分鐘)  ~ 浮潛 (單次約 30 分鐘)  ~ 香蕉船或甜甜圈二選一 (單次約 10 分鐘)  ~ 玻璃底船(單次約 15 分鐘)  ~ 環島暢遊 (黃橋，夢幻沙灘，魔鬼的眼淚，觀景角) 單次約 1.5 小時 早上 0830至 下午 1630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45 分鐘 2 人或以上 $880 $440 於酒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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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式降落傘新式降落傘新式降落傘新式降落傘((((拖曳傘拖曳傘拖曳傘拖曳傘))))共共共共 2222 人乘人乘人乘人乘((((一圈一圈一圈一圈))))    3 分鐘 $80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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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觀賞熱帶海洋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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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 分鐘 2 人或以上  $600 不適用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激流++++印尼地道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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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歲至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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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流++++印尼地道套餐++++鞦韆++++鳥巢  激流划艇只招待 4 歲至 70 歲之人士參加。  ~鞦韆是於兩顆大樹或鋼柱綁一個鞦韆，然後由專業教練 推，由於面向山谷，是一種非常刺激的遊戲 。 ~鳥巢即在面對山谷的懸崖蓋了一個鳥巢提供客人照相。 3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60-90 分鐘 2 人或以上 $800 不適用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半日遊 (Water blow 海底噴泉或藍灣海龜島+豬肋骨燒烤套餐+ANANTARA/The Laguna/The Anvaya 下午茶 ) 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半日 2 人或以上 $60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A:A:A:A:鮑魚雞湯，薑蔥螃蟹，紅燒豬手，    醉雞等 中式海鮮套餐 B:B:B:B:蒜茸粉絲龍蝦，港式蒸石班魚，   黑胡椒螃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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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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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 SPA (可選傳統草本或水果或紅酒)    採用傳統的天然草本，具有去角質、潔淨、潤膚功效，按摩師進行按摩後加送薑茶。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20 分鐘 2 人或以上 $600 不適用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熱石、草本、香薰按摩 Hot Stone, Herbal, Aroma Therapy Spa 足浴、薰香、精油按摩、臉部護膚按摩、用溫熱後的火山石+精油全身按摩、臉部護膚按摩後加送薑茶。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0-20 分鐘 2 人或以上 $520 不適用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