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 GO 帛琉~愛在老爺．濃情蜜意 4 日
【海底花園探秘二次出海+老爺酒店豪華海景房+曼達菈頂級 SPA+英式下午茶+海景情人晚宴】
帛琉的海底景觀舉世聞名，湛藍的海洋、平靜如湖泊的大海、多采多姿的海底珊瑚花園、活潑逗趣的海底生物，構成帛琉美
景，讓您流連忘返！另外，帛琉也可以很浪漫，頂級老爺大酒店豪華海景房、搭配國際連鎖曼達菈頂級海景 SPA、浪漫海
景燭光情人晚宴、老爺大酒店海景英式下午茶，讓您沉醉在這藍色海洋共譜浪漫戀曲。

【精湛行程】
★洛克群島海洋尋奇二日遊：精選經典浮潛點，一覽帛琉最美的海底美麗珊瑚海景觀，保證讓您大開眼界，值回票價喔！
東線浮潛：牛奶湖、鯊魚層、百年干貝城、七彩魚世界、美人魚水道
西線浮潛：日軍沈船遺跡、萬象珊瑚區、洞穴軟珊瑚區、大斷層
船遊景點：白色長沙灘、情人天然拱橋、德軍水道、七十島保護區、蜜月灣、鯨魚島

【特別贈送自費項目，價值 USD50 元/人】

鯊魚層：數十隻的礁鯊聚集覓食的海底奇觀。

百年干貝城：數十顆比人還大的百年車矩貝海底奇景。

★曼達拉 Mandara SPA：由國際連鎖頂級的曼達拉 SPA 訓練有素的按摩師的巧手讓您，搭配四種特調精油【曼陀羅
（Mandara）
、海島香料（Island Spice）
、調和（Harmony）
、安寧（Tranquility）】
，在無敵海景的芳療室裡體驗最傳統的
巴里島式精油按摩讓您身、心、靈達到完全放鬆。
★老爺酒店英式下午茶：傳統的英式下午茶點，在老爺酒店的優雅餐廳裡享用，精緻的點心、優雅的環境慢慢享用，讓您更
能體會帛琉的清靜與優閒。
★離境當天從飯店至機場特別安排飯店派車送各位貴賓前往機場，讓各位可以充分享受飯店悠閒時光。

【優質住宿】安排帛琉最頂級之一的老爺大酒店「豪華海景房」讓您除了享受還增添的度假的浪漫氣氛。
老爺度假飯店 Palau Royal Resort
位置：位於馬拉卡州，離市中心約 10 分鐘車程，離機場約 25
分鐘車程。
設施：人工海灘及泳池、戶外游泳池、濱海夜間酒吧、健身房、會議中心精
品商店、餐廳、私人碼頭、潛水中心、Mandara Spa、公園高爾夫、
兒童遊戲室、網球場。
網路：餐廳免費 WIFI。
房型：豪華海景房〈Deluxe Ocean View Room〉
官網： http://www.palau-royal-resort.com

★浪漫好禮相贈★（適用期間 2018/06/01~12/31）
◆特選紅酒 375ml 每房一瓶/次
◆主廚手工甜點蛋糕，咖啡或紅茶（入住時發放蛋糕+咖啡&茶劵。請於入住期間前往 Waves 餐廳享用）

【餐食安排】
★飯店早餐：一日活力泉源之所在，就從早餐開始，老爺大酒店之早餐均附有飯店主廚的用心烹提供每位房客一日活力、營
養之所需。
★飯店午、晚餐：老爺大酒店的餐廳乃是全帛琉飯店裡提供最多美味佳餚餐食的餐廳，不論是精緻美味的套餐或者是豐盛的
自助餐食，保證讓您除了享受更顧及健康美味。

★帛琉最 IN 的外用生猛海鮮料理晚宴：
雙龍蝦＆雙帝王蟹在帛琉吃得到龍蝦螃蟹不稀奇，但我們堅持選用全帛琉最堅持食材鮮度（絕對是帛琉現撈海鮮）品質及
尊重食材料理的餐廳，就是要給您最好的美食饗宴。
★天池粵式食府海鮮料理：特聘廣東主廚親手料理生猛海鮮，不論是濕奶龍蝦或是避風搪炒蟹或者是茶葉鮮蝦以及藥燉蝙蝠
湯，都是老闆主廚的手路菜喔。
★美人魚海鮮料理：一樣由台灣經營管理的海鮮餐廳，特聘台式海鮮主廚親手料理生猛海鮮，不論是生猛龍蝦或是帛琉紅樹
林帝王蟹，都是老闆堅持給您的【尚青】料理，您一定要來嚐嚐喔。

★出海離島午餐：特別安排精緻日式餐盒與海陸火鍋佳餚，讓您體驗
無人島用餐的樂趣。
第一天：精緻日式餐盒+牛小排或豬排+滷雞翅或小雞腿+玉米+熱狗+
鹽焗蝦或廣炒鮮魷+紅燒或清蒸海魚+鮮魚湯+飲料。
第二次：綜合海陸火鍋→牛肉+豬肉+鮮蝦或螃蟹+綜合火鍋料+青菜+
鮮魷魚+冬粉+泡麵+鮮海魚+飲料+水果。

★夕陽海景餐廳情人燭光晚宴：獨家精選由日本人經營的海景景觀餐廳，餐廳精緻典雅搭配美麗的夕陽海景美麗景觀以
及主廚精心烹調的燭光情人套餐晚宴，讓您除了享受美味佳餚之外，更營造了一絲絲的浪漫氛圍，在滿天星斗及浪漫燭光下，
為「愛」加溫，讓「情」昇華。

【最佳航班】中華航空來回直飛，只要約 3.5 小時就可輕鬆抵達彩虹的故鄉~帛琉。
起 飛 地 點

目 的 地 點

航 班 & 代 號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桃園 國際機場

帛琉 柯羅機場

CI-028

13：15

18：15

帛琉 柯羅機場

桃園 國際機場

CI-027

19：05

21：45

第一天

台北／帛琉～飯店迎賓晚餐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素有南太平洋綠色翡翠之旅的－帛琉，將近 3.5 小時的飛行，盡入眼底的景象是隱隱約約一叢叢有如綠色
花椰菜的蕈形島嶼，塵積已久的壓力與陰霾，頓時煙消雲散，抵達後經由專車巴士接往飯店，整齊的街道，熱情的卡那卡族
風情加上沿路南太平洋椰林的襯托，讓整個城市充滿著活力。完美的假期就從這一刻即將開始。倚著南太平洋的微微輕風返
回飯店，沉溺在帛琉的天然國度裡，細細品味這份難得的歡樂悠閒。晚餐安排飯店內自助式料理或豐盛可口的海鮮料理，精
緻豪華的餐具擺設及和藹可親的服務人員搭配著由主廚親自料理的風味海鮮。

早餐／XXX

午餐／空中套餐

晚餐／飯店迎賓晚宴

住宿：帛琉老爺大酒店 Palau Royal Resort 豪華海景房 Deluxe Ocean View Room

第二天 洛克群島西海域一日遊→藍耀石島浮潛教學+海陸 BBQ～軟珊瑚區、硬珊瑚區、新玫瑰珊瑚區、
腦紋石珊瑚、山中湖(日軍沈船遺跡+靈芝珊瑚)～生猛雙龍蝦雙螃蟹海鮮大餐(九菜一湯一水果)+水果蝙
蝠湯+冰鎮紅茶
今日的行程讓您回歸帛琉最美麗也最真的一面，縱身投入帛琉藍色海洋的懷抱。今天我們搭乘快艇，首先由洛克群島的西邊
開始，前往探索帛琉海洋花園致命吸引的海底美景。帛琉洛克群島，素有『帛琉海洋花園』的美譽，這裡除了擁有著帛琉自
然原貌之外，細白柔軟的沙灘與海天一色相互輝映從任何角度拍照的像極了一張明信片，亦是帛琉當地文化的發源地，讓我

們一起探索這美麗的海洋花園。搭乘快艇前往藍耀石沙灘，首先由專業又熱情的導遊親切的教導如何正確使用浮潛裝備及水
上安全事項，就算怕水或是不會游泳的你也能輕鬆自在快樂的浮潛，您可以放鬆心情在此練習浮潛或者愜意的在島上漫步拍
照，等待我們精心為您準備的無人島原始海陸 BBQ 午餐。特別安排日式餐盒及幾樣現烤的海陸料理以及現煮的美味鮮魚湯。
雖然不是甚麼高檔佳餚，也沒有華麗的擺盤，但能在藍天闢海蒼穹的無人島享用午餐，肯定是一種難以忘懷的體驗。餐後續
搭乘快艇穿梭在藍天碧海中青蔥的小島，撒落在藍色海洋當中，就像一顆顆綠色珍珠一般，構成了美麗的《海洋花園》奇景。
硬珊瑚公園是一處可見到底但踩不到底的浮潛地點，可以看到由一整片硬珊瑚組成的海域，往較深地方幸運的話還可能發現
俗稱蘇美魚的《龍王鯛》
，也就是帛琉的國寶魚。再前往軟瑚瑚區，以浮潛方式，即可看到五彩繽紛的軟珊瑚，隨著海浪搖曳
生姿，依附著岩壁而生。玫瑰珊瑚公園：壯麗珊瑚呈玫瑰形狀，格外的巨大且艷麗，並有熱帶魚群穿梭其間，嬉戲追逐，還
可將吃剩下的 BBQ，輕握在手中享受魚群爭食的快樂；腦紋石珊瑚是一個奇特的腦紋珊瑚附著在海底斷層上，真是美不勝收；
最後前往山中湖，親眼目賭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擊沈的船艦殘骸，記錄著歷史的遺跡。在一連串美麗的海洋花園浮潛活動當中，
讓各位貴賓大為讚嘆原來海景的美景更勝於陸地景觀，在意猶未盡的同時，我們返航的時間也悄悄的到來，乘著微風，快艇
駛往碼頭，結速了這美妙的一天。暢快淋漓沐浴之後，隨後我們前往帛琉當地餐館享用生猛的雙龍蝦 V.S 雙螃蟹超級海鮮大
餐，每桌均為您呈上帛琉本港的生猛龍蝦及紅樹林螃蟹，絕非一般餐館的冷凍進口龍蝦及螃蟹所能取代，並讓您有機會品嚐
到當地最有名，且是愛美女性最愛的【水果美容蝙蝠湯】喔！再加上各式各樣的海鮮佳餚，保證讓您補足今日所有體力，讓
您再次生龍活虎。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海陸 BBQ+日式餐盒&鮮魚湯+飲料 晚餐／雙龍蝦+雙螃蟹海鮮大餐＋水果蝙蝠湯＋冰紅茶
住宿：帛琉老爺大酒店 Palau Royal Resort 豪華海景房 Deluxe Ocean View Room

第三天 帛琉－牛奶水域天然 SPA～長沙灘～途經（鯨魚島、德國水道、七十島保護區）～鯊魚層&百年
大干貝城～世界十大潛點之首---大斷層 Big Drop Off【鹿角珊瑚、桌面珊瑚、手指珊瑚、可愛海葵天
地、腦狀珊瑚】～蜜月灣～美人魚水道～夕陽海景浪漫燭光星空晚宴
今日起個大早，享受帛琉的清晨是寧靜且毫無喧囂，悠遊自在沉浸在南太平洋島上。早餐後我們前往碼頭搭乘快艇，展開帛
琉獨特的寧靜海上之旅，穿梭巡曳列島之間，島際美景，難以言喻，南洋椰林襯托其間。首先我們來到了【牛奶水域 Milky Way】
是最受女性歡迎的天然白色海泥 SPA，除了景觀特殊外，還有美容的效果喔！此地海底沉澱了大量白色的火山泥，經年累月
蘊藏了豐富的礦物質，據說用來做 SPA 很有保養療效喔！接著來到為於海中央綿延二公里長的細白沙灘，甚至您可佇足於
此，若有機會您可親眼目睹【長沙灘】將海平面一分為二的情景，蔚為奇觀。而且這裡是個拍照寫真的最佳地點！正午時分，
大夥來個『無人島海陸鴛鴦火鍋午餐』
，各種美味食材，魚、蝦、貝類及牛肉、豬肉全部加入特製的湯頭，要吃甚麼自己加，
格外讓您感覺特別興奮。休息片刻，我們將行經『德國水道』這條筆直的水道連接內海及外海的人工水道建於 90 年代，最
引人入勝的則是經常在這麼出沒的蝠魟（魔鬼魚）
，魔鬼魚是平日難得一見得魚類，牠們特地游到此處，利用高大的珊瑚樹清
潔身體上的寄生蟲。此外，這裡也是梭魚、石斑魚、獅子魚、葉魚、砲彈魚經常出沒的地方。接著我們將前往海底奇景【大
斷層 Big Drop Off】
，3 呎的海底突然落差到 2000 呎，景觀相當壯觀，在此可看到世界三大洋匯集之珊瑚美景延著斷層生長，
還有成群美麗的黃金蝶魚，形成一幅美麗的畫，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逗趣的小丑魚、鯊魚、魟魚、海龜等美麗的海洋生
物。回程中我們將會經過帛琉非常著名的【蜜月灣】此處為國家保護區也是非常多的名模及攝影家拍攝寫真的最佳地點，我
們會讓您在最靠近它的地點讓您取景留念，最後我們將前往【美人魚水道】這裡時常有海牛出沒，海牛又稱美人魚，如您運
氣好是可以近距離與美人魚相會，另外在這裡您還可以觀賞到如水族箱一般的海底景觀，非常多的小型熱帶魚穿梭在七彩的
海葵當中繽紛的海底世界一定讓您流連忘返。傍晚吹著涼涼的海風，回到溫馨的旅館。今晚我們要給您一個獨特、浪漫不一
樣的夜晚，特別安排日籍主廚經營的瑪莉娜海景餐廳浪漫情人燭光星空晚宴，給您與心愛的她有一個美食佳餚及美景佐餐的
優雅環境，保證她可以感受到您的用心及愛護，在這浪漫的氛圍裡，美妙的海浪清呼聲及星空燭光伴隨，讓您與她的愛情留
下永恆難忘的回憶。

※本日晚餐會由餐廳於指定時間派遣專車來飯店接送，導遊將不同行陪伴。本公司將於出發前說明會資料註明接送時間，敬
請配合。
※Marina Café Vita 餐廳以提供西式浪漫套餐方式供餐，若有素食者或不吃牛者，敬請報名時告知本公司服務專員。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綜合海陸火鍋+飲料+水果

晚餐／日籍主廚海景情人浪漫燭光晚宴

住宿：帛琉老爺大酒店 Palau Royal Resort 豪華海景房 Deluxe Ocean View Room

第四天

帛琉老爺大酒店逍遙遊、飯店午餐、國際連鎖 Mandara Spa 巴里島式精油按摩、老爺酒店英

式下午茶～帛琉/台北
今日您無須擔心還要早起，與心愛的她在大海的呼喚中慢慢甦醒，從容地前往餐廳享用早餐，餐後您可以返回房間與她靜靜
坐在陽台上，靜靜的欣賞帛琉美麗的藍天碧海，愜意的享受無人打擾的二人世界。或者您與她可以前往飯店的健身房，好好
運動一下，亦或者前往飯店私人沙灘在享受一下熱情的陽光，度過一個熱情陽光悠閒時光。午餐於飯店享用精心準備的美食
佳餚後，稍作休息，隨後前往飯店的國際頂級曼達拉 Spa 中心，享受我們獨特為您與她安排的峇里島式精油按摩，二人一室
在幽靜的海景芳療室，透過訓練有素的芳療師巧手的舒壓按摩，讓您身心靈達到百分百的放鬆，屏除這長久來的緊繃肌膚，
保證讓您徹底舒暢。隨後我們特貼心安排了飯店精緻美味的雙人英式下午茶，您與她可以在餐廳裡悠哉地細細品嚐美味的下
午茶點，為這次浪漫帛琉之旅畫下一個完美的 ending，隨後由飯店人員特別接往帛琉國際機場，正式告別美麗的彩虹國度
。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飯店午餐

下午茶/老爺雙人英式下午茶

晚餐／空中套餐

住宿：甜蜜的家

【若因天候及潮汐問題，以上行程順序及餐食以當地導遊安排為準，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報名前特別叮嚀：
★帛琉旅遊係屬出海行程居多，很多景觀、生物或行程幾乎都是天然生成或野生生物，亦會受天候狀況影響；故本公司之行
程敘述均是屬於個人旅遊當時的感受，並非永遠景緻相同或海底生物永遠聚集於此，故無法保證各位貴賓一定可以欣賞到
相同景緻或海底生物。
★帛琉出海行程會受天候狀況影響，若天候狀況不良已達當地政府公布禁止出海，本公司將行程變更之權利授與當地導遊處
理安排，敬請各位貴賓配合。
★現今地球暖化、氣候驟變，已無法按照常態判斷何時是雨季或台灣季節，且本公司亦無法預測大自然變化之能力，故任何

當地天候狀況之情況，敬請自行參考帛琉國家氣象局或全球氣象預測。
★帛琉旅遊出海行程居多，本公司強烈建議各位貴賓於出海時務必穿著救生衣，並請勿在快艇或離島上奔跑、跳躍、嬉鬧，
更禁止由快艇上跳入大海；乘坐快艇時請依序慢慢登艇並左右二邊坐平均，有關所有個人物品，敬請個人自行看管，當地
導遊及所有工作人員不負看管之責任。
★帛琉共和國並非開發國家，各項資源相當欠乏，故不論飯店、遊覽車、餐食、快艇及當地政府建設均比台灣差，敬請各位
貴賓要有入境隨俗的觀念。
★帛琉當地遊覽車及快艇均無麥克風及冷氣空調，導遊講解及宣布任何事項時，靜請各位貴賓耐心安靜聽，若有不懂或不清
楚時，敬請自行再詢問導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帛琉飯店目前均規定室內及房間陽台均是禁止吸菸，室外空間亦有規定特定空間吸菸，敬請各位吸菸貴賓遵守相關規定；
出海時，亦請勿亂丟垃圾，以免受罰。
★帛琉當地操作因為是散客合團合車，而且是導遊一部車沿路各個飯店接送，故敬請各位貴賓於導遊宣布時間提前於指定地
方集合，以免影響到下一個飯店之客人；若有發生等待時間，敬請各位貴賓耐心等候。
★帛琉導遊大多在帛琉這單純環境生活一段很長的時間，故思考邏輯以及表達方式比較無法符合台灣貴賓的要求，若在言語
上表達有所不良或冒犯，均屬非故意行為，亦請各位貴賓於當場直接告知，導遊均會虛心接受。
★本公司之帛琉行程之飯店均依各位貴賓按照個人預算、需求指定告知本公司之服務業務後，才予以作業；故任何飯店詳細
資料訊息，敬請各位貴賓自行上網查詢各飯店官網；若於旅行期間，飯店有任何問題時(非公司作業造成之疏忽)，敬請櫃
位貴賓自行或委託導遊協助處理，本公司與飯店係屬不同公司體制，本公司無法要求飯店作業方式，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參加本公司帛琉旅遊之旅客，於出發當天於飛機起飛時間前至少二個小時於桃園國際機場主動與本公司委託之送機人員電
話聯繫並與之碰面拿取電子機票、帛琉入出境表格、呼吸管專用咬嘴每人一個；若未主動與送機人員聯繫並拿取左列物品
而造成無法入境帛琉者，本公司無法處理、負責；帛琉出入境表格，因為涉及很多個人問題，本公司僅是服務性質提供，
若有填寫不完整及錯誤時，敬請各位貴賓見諒並自行修改或於飛機上再與空服員索取重寫！
★帛琉入關時，海關人員會要求旅客打開行李或包包檢查，敬請各位貴賓配合！其他帛琉政府規定之免稅菸酒及現金吸入額
度，敬請自行上網查詢帛琉旅遊局之相關網站。
★依照觀光局規定旅行社須代為各位貴賓投保 200 萬履約責任險及 3 萬醫療險，本公司已為各位貴賓投保 500 萬履約責任險
及 20 萬醫療險。
★本行程所用之圖片均屬帛琉當地【參考示意圖】並非本行程一定會帶您前往，敬請各位貴賓知悉！
注意事項
★報名時，需事先支付本公司【機位】訂金，以確保機位優先使用之權利，淡季期間需報名三天內支付、寒暑假需二天內支
付，過年及一般連續假期需一天內或以本公司網路或業務口頭告之為準；否則本公司有權收回機位使用之權利。
★台北/帛琉經濟艙來回機票。（此為中華航空正常航班，但屬於包機操作，航空公司保有變更起降時間之權力，故正確起降
時間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旅客報名付訂後亦須配合不得取消）
★此為包機方式操作之航班；依航空公司規定，機票開立後不可改名、轉讓、退票或更改行程。
★報名時，本公司隨即收取機位訂金，以確保您優先使用機位之權力，訂金收取規定如下：淡季 10,000 元/人，旺季(寒暑假)
15,000 元/人，過年時段 20,000 元/人。
★住宿飯店可依個人需求及預算指定，報價敬請參考本公司網站上之報價表或電洽服務專員，；一般淡季期間本公司不事先
預訂飯店，待旅客報名並支付機位訂金時，本公司隨即開始國外飯店訂房作業〈作業時間約 3~5 個工作天〉，若貴賓所指
定飯店無法確認時，旅客可選擇本公司退回機位訂金或加價升等其他飯店之選擇；若飯店一經訂房確認回覆，旅客不得以
任何理由取消訂房，否則需支付本公司任何損失之全部或可自行找人替代或委託本公司代售〈若旅客選擇委託本公司代售
時，若在出發前無法銷售時，旅客亦須無條件支付本公司飯店取消費用之全部〉。
★寒暑假或農曆春節或聖誕新年或當地連續假日期間，當地旅客人數暴增時，會發生旅遊景點、餐廳、搭船或搭車，人數增
加，需花時間排隊等待，造成不便之處，需請各位貴賓耐心並保持愉悅的心情等候，以確保旅遊更加順心。
★飯店由各位貴賓依照個人預算或需求自選並告知本公司服務專員，需請各位貴賓提供同行之旅客中英文姓名（不佔床之小
孩需提供出生年用日）以利本公司訂房之需要；訂房確認後，不得取消，否則帛琉當地飯店會收取全額住宿費用。
★帛琉當地均以合車及合船方式操作，除非本公司自己有 16 人以上，才可獨立成團〈不合車、船〉。
★帛琉操作係屬二人即可成行之團體自由行，故不論參加人數多少人，台灣不派領隊隨團服務。

★【團費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帛琉稅金〈環保稅+離境稅+出海稅〉及雜支、機場到飯店中文導遊機場接送及市區觀
光。
★【團費不含】每日旅館客房清理、行李小費。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個人護照申辦費用。行程中其他服務人員之小費，如床頭小費毎人每天美金 1 元、導遊服務費毎人每天美金 5 元、出海
船家小費每人每次美金 2 元、半潛艇出海船家小費每人美金 1 元、V8 舒壓生活館按摩師服務費每人美金 5 元〈若未享受
此項服務者即不用支付此項小費〉。
入境帛琉所需證件如下：
★須以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護照正本入境帛琉。
★入境帛琉時，當地海關會檢查所有入境旅客之行李及包包，敬請勿攜帶任何違禁品及動植物、香菸每位成年人僅限攜帶
一包；酒一公升裝僅限一人一瓶〈若有超帶敬請照實申報並課稅〉。
★入境帛琉隨身攜帶之現金或旅行支票及任何貨幣請勿超過美金 10000 元，若有超過敬請誠實申報。
★本公司將於桃園機場委託送機人員將各位旅客支電子機票及帛琉出入境表格給於各位貴賓，敬請各位貴賓需再檢查帛琉出
入境表格之各項內容並填妥，於入境帛琉時需出示護照、帛琉出入境表格〈需全部填妥〉已及電子票跟於帛琉移民官員，
以利完成入境手續。
★凡軍人身份申請護照，核發時既蓋有【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的章；出國前必須到所屬主管機關再蓋一個【年月日之前
同意出國字第 號核准】的核準章。( 蓋章後一個月內必須出國 )役男身份申請護照，核發時既蓋有【持照人出國應經核
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的章；出國前必須到戶籍所在地的兵役單位加蓋。

═════════════════════════════════════════════

參考自費活動表
項目

備註

費用

租借珊瑚鞋

每天每人

美金 3 元

租借防寒衣

每天每人

美金 10 元

租借有度數面鏡

每天每人

美金 8 元

租借蛙鞋

每天每人

美金 6 元

租借海底數位相機

每天每台

美金 3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