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rs & Activities

游览与活动

让您体验亲近自然带来的愉悦，天阁露玛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带您走进自然环境，邂逅野生动物。

Desert Safari Tour 沙漠越野之旅
想要体验速度感吗？参加我们刺激好玩的沙漠越野之旅吧！到了沙漠之后，爬上沙丘，享受从200
英尺高的沙丘上，以每小时40公里疾驰而下的超快感吗？
成人 $45 每人
活动时间大约1½ 小时

儿童 $25 每人 (3-14岁)

ATV Quad Bike Tour 全地形四驱摩托车
驾驶全地形四驱摩托车，驰骋沙滩，挑战丛林，翻越沙丘。无论您是否有经验，专业教练将给您提
供基本丛林驾驶技能训练。10岁或以上儿童可自行驾驶。
单人车 $80 每人
双人车 $120 (驾驶人员需提供驾照)
活动时间大约40-45分钟，其中包括安全讲解时间

Northern Safari Tour 北部四驱越野之旅
沿着摩顿岛西岸紧靠摩顿湾的沙滩，穿过科安科安和布尔沃，去参观摩顿角上昆士兰洲最古老的灯
塔。一起去感受不一样的摩顿岛北部风光。
成人 $99 每人
活动时间大约4个小时

儿童 $60 每人（3-14岁）

Southern Safari Tour 南部四驱越野之旅
从度假村出发，穿越摩顿岛国家公园，来到绵延35公里的海滩高速公路，一路向南，途径美景独特
的大沙山，小沙山，独特的地貌和海水的呈现，美的像是一幅画。行程包含 Gutter Bar 的午餐。
成人 $135 每人
活动时间大约6个小时

儿童 $90 每人（3-14岁）

Blue Lagoon Tour 蓝色泻湖之旅
搭乘天阁露玛越野巴士前往摩顿岛东海岸的淡水湖泊-蓝色泻湖。蓝色泻湖占地大约42公顷，是岛
上最大的淡水湖之一，含有丰富的茶树精油。一边欣赏美丽风景一边享用早茶或下午茶，亦或是在
蓝色泻湖中轻松自在的畅游一番，尽情嬉戏。
成人 $75每人
儿童 $55每人（3-14岁）
活动时间大约3½个小时

Whale Watching Bus Safari (June-October) 赏鲸巴士越野之旅（6-10月）
到摩顿角寻找座头鲸。座头鲸每年迁徙时途径澳州东海岸，摩顿岛则是中心地带。摩顿角陡峭的崖
壁为您提供观看这些海洋巨人的绝佳视野。
成人 $99 每人
活动时间大约4个小时

儿童 $60 每人 (3-14岁)

价格有效期: 自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 活动项目视当日天气情況而定 ~ 天阁露玛保留对价格浮动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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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le Watch Cruise (June – October) 赏鲸游（6-10月）
每年的6月到10月是鲸鱼迁徙的季节。天阁露玛是鲸鱼游往热带海域的必经之路。搭乘高速双体游船
去观赏一场座头鲸们的华丽表演，保证让您观鲸的旅途乐趣无穷。全程有海洋生物学
家陪同，船上包含简午餐。
从度假村出发
活动时间大约3个小时

成人 $75 每人

  儿童 $55 每人 (3-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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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Discovery Cruise 海洋探索之旅
搭乘特制的海洋探索船一路去寻找生活在摩顿湾的海洋生物，欣赏延绵数英里迷人海岸线的同时更
有机会可以邂逅美人鱼，海豚，海龟，魔鬼鱼。
成人 $69 每人
活动时间大约2个小时

儿童 $49 每人（3-12岁）

Parasailing 滑翔伞
来试试滑翔伞感受刺激吧！我们的专业滑翔伞团队会带你飞翔于天阁露玛海岸线上，记得留意美人
鱼、海龟及海豚的身影！
100米标准高度
150米极限高度
观赏者 $15

单人 $95 每人
单人 $105 每人

双人 $85 每人
双人 $95 每人

三人 $80 每人(飞行时间大约6分钟)
三人 $90 每人(飞行时间大约6分钟)

Sightseeing and Fish Feeding Tour of the Wrecks 沉船遗址喂鱼观光游
乘坐特制的海洋探索船前往沉船遗址观光，是一项老少咸宜的悠闲活动。这里有15座沉船，一字排
开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港湾。清澈见底的海水，平静的港湾，为热带海鱼和珊瑚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
条件。
成人 $39每人
儿童 $25每人(3-12岁)
家庭 $109 (2成人2儿童)
活动时间大约45分钟，12岁以下儿童需穿救生衣

Transparent Day Kayak Tour 双人透明独木舟之旅
想要更近距离的体味波光粼粼的海面与天阁露玛沉船遗址交相辉映？赶紧搭船前往沉船区跟随专业
的教练划着双人透明独木舟，欣赏迷人风光之余，更有机会邂逅各种缤纷的热带鱼类和奇妙的海洋
动物，趣味百分百!
单人 $69每人
双人 $109 （该活动不适用于8岁以下儿童。活动时间大约1½小时。
8-12岁儿童,必须由一位18岁以上成人陪同）
*最少6人，最多16人，所有单人预定将与其他单人预定合并至双人独木舟

Transparent Night Kayak Tour 双人透明独木舟夜游
搭船前往沉船遗址，在教练的带领下划着配备水下照明设备的双人透明独木舟来一场终极探险之旅
吧！让您在一睹沉船区夜间风彩的同时，更有机会邂逅各种夜行海洋动物。
成人 $79 每人
儿童 $59 每人 （该活动不适用于8岁以下儿童。活动时间大约1½小时。
8-12岁儿童,必须由一位18岁以上成人陪同）
*最少6人，最多16人，所有单人预定将与其他单人预定合并至双人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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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et Stand up Paddle Board Tour 站立浆板日落之旅
新玩法新高度，搭船前往沉船遗址，跟随专业的教练划着透明的站立式浆板去一探究竟。
一边欣赏摩顿湾迷人的海上日落，一边寻找生活在沉船区多姿多彩的热带鱼类还有各种奇妙的海洋
动物，趣味百分百!
单人 $69 每人 12岁-16岁之间，必须由一位18岁以上成人陪同
该活动不适用于12岁以下儿童。
活动时间大于1½小时

Sunset Cruise 日落巡游
在澳洲东部海岸，仅有很少几个地点您能欣赏到海上日落，天阁露玛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放松身
心，享受我们提供的食物及饮品。伴着音乐，边欣赏摩顿岛的落日余晖。不要忘了带相机哦！回船
后仍可有时间参加晚间喂海豚项目。
成人 $59 每人
活动时间大约1小时

儿童 $45 每人(3-12岁)

Snorkel Tour to the Wrecks 沉船遗址浮潜游
想要亲身体验杰克船长的探险之旅吗?想要感受海底沉船给你带来的震撼感受吗?选择我们的沉船
区浮潜之旅吧,即刻体验和群鱼共舞的乐趣。6岁以上儿童方可参加。
浮潜游 $59 每人(6岁及以上)
活动时间大约1½小时，其中包含安全讲解时间
浮潜用具租借
1小时$25 澳币或者$49澳币一天
需支付 $50澳币押金（押金可退还）

Banana Boat Rides 香蕉船
同朋友们一起来体验香蕉船的乐趣吧！香蕉船将由水上摩托艇牵引，速度相当刺激，
您可要坐稳了！
$29 澳币每人，最多坐4个人，包括1位观察员
3人组团 $75
活动时间大约15分钟

Stand Up Paddle Board Hire 站立浆板
站立桨板是最近火热的水上运动之一，就连詹妮弗.安妮斯顿及皮尔斯.布鲁斯南等名人也曾亲自尝
试！站立桨板起源于夏威夷，通过力量和平衡练习来达到肌力与体能训练，同时也能让你享受水上
运动的乐趣。
租借站立浆板
$35 每小时/$50三小时
需支付 $20 澳币押金 (押金可退还)

Surf Kayak Hire 独木舟
您要是在海滩上看到五颜六色的独木舟，便一定想要把它们拖进水里，叫上朋友一起出发，划桨至
沉船遗址，或者比赛划到岸边，来一场皮划艇终极探险！
单人独木舟
双人独木舟
1 小时租借 $25
1 小时租借 $35
3 小时租借 $40
3 小时租借 $50
需支付$20澳元押金 (押金可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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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Scooter Safari 水下推进器浮潜
想要尝试不一样的浮潜之旅吗？快来一起体验水下神器感受加速浮潜的感觉。当您穿梭于大海中
时，您将会有机会遇到超多200种的当地海洋生物，其中包括鱼，黄貂鱼和海龟。
成人 $99 每人
儿童 $79 每人(8-16岁)
每趟含指导员(最多6人) – 不能单独租借用具。12岁以下儿童必须由一位18岁以上成人陪同。
活动时间大约1½小时，其中包含安全讲解时间，水下时间大约30分钟

Illuminated Wrecks Tour 玻璃底船夜间巡游
乘坐特别设计的玻璃底船，不用浮潜就可以近距离地透过水下射灯一起去探索夜间天阁露玛沉船区
的独特魅力，还有机会巧遇生活在摩顿湾的各种夜行海洋动物。
成人 $59 每人
儿童 $39 每人 (3-12岁)
饮料套餐：额外$10每人
活动时间大约1½小时

Fishing Tour (Catch and Release) 出海垂钓（钓鱼和放生）
参加天阁之旅的出海垂钓项目，让您在碧波荡漾间，享受海钓的乐趣。该活动包含所有的渔具和鱼
饵，您在享受垂钓的同时，别错过摩顿湾美丽的风景哦。
成人 $79 每人
活动时间大约2小时

儿童 $69 每人(3-12岁)  

Scuba Diving 水肺潜水
无论是潜水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潜水员，天阁露玛沉船遗址都是绝佳的潜水点，水下有许多有趣的
隐匿处等待你去发现!
以下套餐均包含了潜水用具
儿童 (8-12岁)
入门体验
$89 每人
成人 (12岁以上)
体验潜水之旅
$149 每人
持证潜水员潜水
$129 每人
潜水用具租借
$99 每人

活动时间大约1小时
活动时间大约2小时
活动时间大约1小时

另有PADI 开放水域潜水活动
更多详情请邮件至info@tangatours.com 邮箱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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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 Boat & Catamaran Hire 马达船与双体帆船出租
何不租一艘船来点垂钓，或上一堂双体帆船课程，由我们经验丰富的指导员教您如何使用绳索。
双体帆船		
$79  活动时间大约60分钟
$49  活动时间大约30分钟
需支付$50澳币的押金 (押金可退还)

马达船- 4 hp
1 小时租借 $79
2 小时租借 $109
3 小时租借 $139

4WD Hire 四驱车租赁
设计您自己的探险路线！租上一辆四驱车，去探索隐蔽的海滩及人迹罕至的摩顿岛国家公园吧！
打包您的野餐，请松享受您的假期吧！
从 $365起/天 (条件限制)
8.00am -5.00pm, 会有额外的油费，保险费还有其他费用产生

Chauffeured Moreton Island Tours 摩顿岛私家游
配上一位专业的车导来一段摩顿岛四驱车私家游，一起去探索了解摩顿岛国家公园的独特之处！
Northern Safari 北部四驱越野之旅
1 到 5人 - $500 / 额外客人 $100 每人
Blue Lagoon 蓝色泻湖
1 到 5人 - $400 / 额外客人 $80每人
Mt. Tempest Trek 坦普斯特山
1 到 5人 - $300 / 额外客人 $60每人

Great wa
to see Morey
ton
Island

Segway Tour 思维车
踩上这种独特的两轮思维车，开始您的白色沙滩之行。体验这种先进的平衡感应器为您带来的神奇
感，可任意前进后退、左右移动。
入门体验: $55 每人(体重至少30kg)
观光体验: $99 每人(体重至少30kg)

活动时间大约25分钟        
活动时间大约45分钟

Beach Bikes Hire 沙滩自行车
想要慢慢体味海滨风光，不妨租辆自行车，在柔软的沙滩上享受一番骑行的乐趣，也可以去到沉船
遗址从岸边欣赏它的美丽风景。特殊的轮胎设计让你骑着它在沙滩上轻松骋。
体重不超过120kg。包含头盔
1 小时租赁 $30
2 小时租赁 $50
每辆自行车需支付$50澳元押金 （押金可退还）

Helicopter Scenic Flights 直升飞机观光
想知道鸟瞰天阁露玛及摩顿岛是什么感受吗？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整座岛屿的壮丽景观，包
括天阁露玛沉船、沙丘、摩顿角及更多美景，给您带来无限惊喜！
Tour
Tour
Tour
Tour

1 - $90 每人
2 - $160 每人
3 - $230 每人
4 - $365 每人

6 分钟飞行-至少2人起订
12 分钟飞行-至少2人起订
18 分钟飞行-至少2人起订
30 分钟飞行-至少2人起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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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Hire
您可以在天阁露玛水上活动中心租借很多活动用具，其中很多都是免费的活动。
·
·
·
·

网球
壁球
乒乓球
海滩板球

· 羽毛球
· 篮球
· 迷你高尔夫

· 槌球戏
· 沙滩排球
· 法式滚球

需支付$20澳币的押金 (押金可退还)

Also available at Tangalooma Water Sports
天阁水上活动中心还有提供以下服务
– 出售鱼饵
– 出售冰淇淋
– 还可租借如下用具：
· 渔具
· 潜水衣和手套
· 浮潜面具，脚蹼和呼吸管
· 沙滩椅和遮阳伞
· 游泳池面
– 蹦床
– 儿童活动俱乐部 (学生假期)

价格有效期: 自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 活动项目视当日天气情況而定 ~ 天阁露玛保留对价格浮动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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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Activities
General activities 一般活动

Night activities 夜间活动

The Eco Centre 天阁露玛海洋保护中心

• 网球

• 赛马比赛*

• 喂海豚^

• 壁球

• 卡拉OKAY夜

• 欣赏海洋生物学家亲手喂：

• 槌球戏

• 知识竞答

-- 塘鹅

• 法式滚球

• 宾果游戏

• 兵乓球

• 现场音乐#

*

• 篮球
• 羽毛球
• 足球
• 沙滩排球
• 板球
• 迷你高尔夫
• 直升机讲座
• 棋类游戏
• 大屏幕特别节目
• 儿童电影（儿童假期)
需收取小金额的设备租借押金
(押金可退还)
^

喂海豚包含在住宿以及日航游的套餐中

*

赛马比赛和宾果游戏需付费参加，但欢迎大家观看

#

现场音乐只会出现在特定的日子

Tangalooma Massage & Beauty 天阁露玛美容&按摩小屋
从精华疗程到全身放松，天阁露玛按摩小屋和美容中心为您提供一系列的理疗服务，
让您放松身心，活力重现。我们竭诚为您服务。无论男女老少，我们的服务将为您量身
定做，根据您的需求和健康状况提供专业建议，充沛您的精力，让您感受内心世界的和
谐平静。服务项目:全身按摩, 面部护理, 手部护理, 足部护理, 脱毛漂染,排毒美体 。
请到天阁之旅办公室预订。

Tangalooma Photo Shop 天阁露玛相片小铺
相片小铺承担度假村的摄影服务，专业摄影师为您捕捉每一个精彩时刻，让您将在天阁
露玛的美好回忆连同相片一起带回家。
小铺还提供肖像写真服务，特别适合家庭、团队和夫妻情侣。

Tanga Flix
天阁露玛好运气便利店提供DVD租赁服务，$6-$10澳币
需支付$20澳币的押金 (押金可退还)

价格有效期: 自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 活动项目视当日天气情況而定 ~ 天阁露玛保留对价格浮动的解释权

-- 笑翠鸟
• 海豚行为与数据收集讲座
注：The Eco Centre 提供的免费活动
和英文讲座视当日安排为准。如需中文
讲解和特殊时间安排，会有额外的费用
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