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钓, 水上活动,

出海活动 和 水肺深潜



深潜课程

体验水肺潜水 185

适合初学者，没有潜水执照的客人, 以便为所有客人

提供一种探索发现马尔代夫真正的美丽的方式！

在PADI体验水肺潜水课程（或DSD)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会有一个简短的课程，先让您了解潜水的基本

原理，注意事项和潜水装备。

• 然后在游泳池的密闭水域进行训练,并在浅水区域

做相关技巧练习。

•完成以上项目，我们会在附近的环礁进行体验潜水

, 最大深度为12米，并有您的教练陪同。

所有设备，开放水域潜水和船费均包含在本课程的
价格中.

全方位的PADI课程

我们还提供水肺潜水员，开放水域潜水员，进阶

开放水域潜水员，救援潜水员和潜水长课程。此

外，您可以完成专业课程，如高氧，数字水下摄

影等等. 

孩子的PADI课程

我们为8岁和9岁的儿童提供泡泡小勇士课程, 并

且为10岁及以上孩子提供体验水肺潜水，初级潜

水员和初级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

泡泡小勇士泳池潜水 100

额外的开放水域潜水 350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私人课程
FLOAT也提供私人教练课程, 您可以与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可以量身
定做适合你的日程安排。



请注意：初学者课程包括所有设备.

进阶的课程只包括潜水的价格，12升氧气瓶和加重铅块，但不包括其他装

备租借,大部分课程需要至少两个参与者; 私人课程除外，且有额外费用.

潜水
单次潜水 90

6 - 11 次潜水 85

12 次以上潜水 80

锤头鲨潜水之旅(进阶潜水员以上资格) 120

装备租金 (每次)

全套/每次(BCD, 氧气调节器, 潜水表 & 潜水衣) 25

单件/每次 (BCD/氧气调节器/潜水表 & 潜水衣) 9

晨潜/夜潜 的装备补充 30

电筒租金(包括主电筒和备用电筒) 15

面镜，呼吸管，脚蹼 免费

水下Gopro相机租借 90

15 升 氧气瓶 12

私人教练和课程

私人向导(教练, 水下摄影员或者海洋生物学家) 250

(每潜)

私人课程 面谈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水肺潜水
价格表/ 持证潜水员



初级 PADI 课程
泡泡小勇士 (8 and 9 周岁) 100

泡泡小勇士开放水域潜水 (私人教练陪同)  350

体验水肺潜水 185

再次体验水肺潜水 130

水肺潜水员 (2 潜) 550

开放水域潜水员 (4 潜) 800

开放水域潜水员 & 高氧课程 (5 潜) 1050

进阶：水肺潜水员开放水域潜水员 (2 潜) 500

推荐（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的一部分在抵达前已经提前完成） 600

复习课程 (泳池培训复习+ 1 次潜水)* 170

*所有在一年前或更久进行过最后一次潜水的持证潜水员都需要

进阶 PADI 课程
进阶潜水员(3 潜) 450

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5 潜) 700

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 高氧课程(6 潜) 950

救援潜水员 750

紧急营救员 250

潜水长(不包括材料和 PADI 费用) 1500

PADI专业课程
PADI高氧潜水员 (2 潜) 360

专业水下摄影 (2 潜) （* 2 次租用GoPro 和 优盘） 450

专业深海区潜水 (4 潜) 500

专业浮力控制课程 (2 潜) 350

更多其他PADI专业课程可根据要求提供

请注意: 初级PADI课程价格已包含所有装备和证书.

进阶PADI课程和PADI专业课程价格只包含证书,但不包含装备.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水肺潜水
价格表/ 课程



你对整个浮潜的事情感到有点困惑吗?

我们的教练会教您如何正确使用浮潜装备

在水下呼吸和掌握基本的浮潜技巧，这样

以便您更好的享受不同的浮潜活动.

一小时课程 (每人)                         50

*请注意，此项活动没有儿童优惠.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浮潜

浮潜培训课程

私人浮潜教练
与您自己的私人浮潜教练一起进行不同的

浮潜之旅.

私人教练 150

GoPro 租借
为您捕捉在水下的精彩体验！

USB 包含在内 90

私人教练+ GoPro 200



浮潜
体验

珊瑚花园 70

探索马尔代夫的美丽珊瑚礁;你能看到不同颜色美

丽的珊瑚种类和各种各样的鱼类. 加入我们，与我

们的团队一起，探索马尔代夫的独特之美.

探索海龟 80

和我们一起到 Valla 礁石，我们的任务是去寻找海

洋最具识别性且长寿生物之一,海龟. 我们会先从简

单介绍关于海龟的生活和习惯开始，然后我们在水

中寻找它们的自然栖息地.

水下相机租借 90

捕捉那些在假期中与大自然的美好回忆，特别是水

下的精彩瞬间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但如果有了水下

相机Gopro,一切将会变的如此简单。我们非常友好

的工作人员首先会将给您一个简单的介绍，教您怎

么使用水下相机Gopro，当您的旅程结束之后，会

将您捕捉水下的精彩时刻（照片或视频）下载下来

以保存在USB中，方便让您查看及带走.

儿童折扣
3 岁以下（不含3岁） 免费
3 – 10 周岁 50%

11 周岁以上（含11岁） 全价
*请注意：所有活动必须至少四人成行.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拨打我们 FLOAT 中心热线，可以为您预订浮潜及其他活动，而且在
FLOAT 中心可以为您在入住期间提供免费租借的浮潜装备.

对于参加所有浮潜活动，需要基本的游泳能力, 所有浮潜活动均有水上
工作人员陪同; 但是他们仅是以指导目的，为你带来美妙的体验，而不
是游泳辅助人员.



当太阳开始慢慢落入地平线时，跳进大海，

探索我们的珊瑚花园，在水下用特殊的水下

电筒照看繁忙的昼夜（白天）各种鱼群，当

他们前往美丽的珊瑚里栖息过夜的情景.

随着夜幕的降临，夜间活动的鱼也开始慢慢

出来觅食等等.你的眼睛除了去寻找像狮子

鱼,龙虾和章鱼等等其他动物，还有夜晚会

闪闪发亮的浮游生物，让你置身于一个充满

奇幻的仙境中！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浮潜
夜间浮潜

*请注意: 价格最多包含4位客人. 对于额外的客人加入，收费 95 每人.

私人夜间浮潜 450

6:00 pm – 7:30 pm

主手电筒(普通 或者 UV) 加上免费提供备用手电筒.



分享我们的 “回馈”理念.

了解更多关于 NIYAMA 的珊瑚礁再生项目.

和我们常驻的海洋生物学家一起选择你想

要领养的珊瑚类型，并一起潜水到珊瑚苗

圃区域 ，一起命名和培育您领养的珊瑚.

以您自己的照片作为标记放在我们珊瑚苗

圃里，之后我们会为您颁发一个证书，然

后会在一年内为您提供您领养珊瑚成长状

况的照片. 

“在最后，我们都应该保护我们所有我们爱

的东西我们要理解我们爱的东西，我们更

要明白我们所被赋予的东西。”

(摘自Baba Dioum, 1968)

小框架 150

大框架 250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生物学家向导

我们有一个常驻海洋生物学家，很乐意帮助您更多的了解海底世界。通过

去到鱼类和珊瑚的浮潜点，教会您怎么样去分辨马尔代夫的鱼类和珊瑚种

类的特色之处.将我们的海洋生物学家作为您浮潜、深潜或者是海豚之旅的

私人向导，您将会发现更多惊人的海底世界的秘密.

每项活动 (最多2 人)                                                    250

海洋生物学家之旅
珊瑚领养活动



海豚巡航

乘坐快艇驶入蔚蓝的大海中，一起去寻找海豚，

欣赏它们旋转、跳跃，感受它们带来的惊喜.海

洋生物学家将引导你们一起观看它们在自然环境

中愉快的玩耍.

礁石浮潜

通过乘坐快艇和我们的海洋生物学家一起去探索

Niyama 附近最好的浮潜区域，甚至作为您浮潜

的向导带领家人一起在泻湖浮潜.

珊瑚领养

在浮潜旅程结束之后，在海洋生物学家的协助下，

学习新的科学的技术：命名和培育您自己的家庭

珊瑚。我们会为您颁发一个证书，然后会在一年

内为您提供您领养和培育珊瑚成长状况的照片. 

*3小时(2小时快艇出海看海豚，浮潜和1小时的珊瑚领养组成)

最多 4 人.

附加人数需额外收费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700

家庭海洋探索之旅
与海洋生物学家,一起体验Float 提供的令人兴奋的家庭海洋探索套餐活动.



我们很幸运，这有成群的旋转海豚生活在我们

的环礁附近. 这些是所有海豚物种中最会杂技

的，它们兴奋时会跳跃旋转，提供的是一种自

发和令人惊叹的表演. 在我们其中之一的多尼

船上舒适环境中观看他们在自然环境中玩耍,尽

情观赏它们为我们带来的乐趣!

09:30 am  – 11:00 am (90 minutes)        65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海上体验
海豚巡航

我们要营造一个与海豚完全自然的互动，所以，为了尽量减少会影响它

们的自然行为我们不能喂食和下水触碰。在游览过程中，因为是野生的

海豚，我们不能给与您看到它们的保证机率.

儿童折扣
3 岁以下（不含3岁） 免费
3 – 10 周岁 50%

11 周岁以上（含11岁） 全价

*请注意：所有活动必须至少四人成行.



玻璃底游船之旅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旅程，

在清澈湛蓝的海水中，您可以欣赏到海

底世界的壮丽景色，看看海洋下充满生

机的生物和不同的色彩.玻璃底船是一个

不用下水，因为船底是玻璃，这将是一

个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旅程.

14:30 pm-15:30pm 75

*请注意：所有活动必须至少四人成行.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私人
玻璃底船

与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享受我们的玻

璃底船之旅.

私人包船 350

海上体验
玻璃底船

*请注意: 价格最多包含6位客人. 对于额外的客人加入，收费 95 每人.



海上体验
日落巡航

您可以坐下来放松身心，欣赏日落时刻太阳缓缓消失在海平线下马

尔代夫的迷人日落和景色。您可以和你的家人朋友，爱人一起，让

我们的船员带你悠闲地在海洋上享受夕阳，为完美的一天画上句号.

日落巡航 55*

*请注意：所有活动必须至少四人成行.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私人日落巡航 – 包含 起泡酒和小吃 350*

请注意: 价格最多包含4位客人. 对于额外的客人加入，收费 95 每人.



学习如何用马尔代夫传统的方式钓鱼！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教您如何操

做，并可以随时在旁边为您指导.而且如果您钓上鱼，你可以让我们的

工作人员交给餐厅为您做成午餐或晚餐享用！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六
5:30 pm - 7:30 pm 95

儿童折扣
3 岁以下（不含3岁） 免费
3 – 10 周岁 50%

11 周岁以上（含11岁） 全价

*请注意：所有活动必须至少四人成行.

私人日落垂钓
在太阳准备落山的时候， 在只有您的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乘坐我们豪

华的钓鱼多尼船一起享受私人的海上日落垂钓.

Dhina 700 Fathom/Fishtail     800 

请注意: 价格最多包含6位客人. 对于额外的客人加入，收费 95 每人.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垂钓
马尔代夫传统日落垂钓



在我们的豪华多尼钓鱼大船“Fishtail” 或者 “Dinah”.等待大鱼的上钩吧！

一起来挑战浩瀚的印度洋，捕捉条大鱼吧！像 sailfish (只标记后放生), wahoo, 

yellow fin and dog tooth tuna, mahi-mahi or giant trevally.

Fishtail

日出垂钓 1100

全天垂钓 1700

附加每小时 350

此项活动属于私人包船,价格最多包含4位客人. 对于额外的客人加入,收费 95每人.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垂钓
日出晨钓

Dinah

日出垂钓 900

全天垂钓 1400

附加每小时 300



私人包船
快艇
150 HP 6.2m 小型快艇
Bolt & Zip

以最快的速度在周边不远处环绕

环礁,适合短时间游览,而且非常

适合有孩子的家长或者仅仅只是

大人而已.

每小时 220                                               

最多人数: 4 位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240 HP 9.5m 中型快艇 Parasailer Freebird

比小型快艇大,可容纳更多人，6人最为舒适，最多可容纳8人.

每小时, 价格最多包含6位客人 * 250               最多人数: 8位



私人包船
多尼船

垂钓 & 游览 及其他活动 多尼船 Dinah - 16m

非常适合团体游览，浮潜和垂钓. 

每小时, 价格最多包含6位客人 * 300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潜水,垂钓 & 游览 及其他活动 豪华多尼船 Fathom & Fishtail - 16m 

宽敞，后面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休息区，非常适合环绕环礁旅程. 

每小时, 价格最多包含6位客人 * 350

*Additional guests on board     95 per person



水上运动
水上滑板 & 单型滑水板

无论你是一个有经验或初学者，我们都会迎合你的要求配备课程或教练

指导您.所有的练习和课程我们都有会专门快艇 “bolt” 和 “zip”完成 .

课程 100

(25分钟每次每人)

经验玩家 70

(15分钟每次每人) 

拖皮划艇
抓紧了，我们会以急速让您在海面上
拖行 .

海面上拖行

15分钟行程:

单独出船 120

团队每人 70   (至少2人以上)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水下小潜艇
水下小潜艇是新型的水上机动游戏，最高可以时速20公里可以在水面或水

下潜行.

请好好抓牢了! 让我们像海豚一样在水面和水下游行吧！

15 分钟 95 30 分钟 160

水上摩托艇
在晴朗的蓝天下和蔚蓝的大海中，何不自己驾驶一艘水上摩托艇在海上奔

驰呢？追逐海豚或环礁游览，您都可以在水上尽情享受.

30 分钟 195 60 分钟 290

请注意 : 这是一个私人导游游览活动，其中包括如何使用摩托艇和注意事
项的简单介绍，让您安全地享受这一令人兴奋的体验 . 您 (和您的伴侣)

将驾驶一辆水上摩托艇; 另外一辆将由您的导游骑行，他将带领你们开启
刺激但安全的冒险之旅. 如果您想让工作人员驾驶水上摩托艇，您作为乘
客坐在后座，这也是完全没问题可以为您提供服务.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喷气式水上飞板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由我们的专业飞行教练为您进行起飞，飞行，转弯，降落和潜

水的训练，属于最高安全标准，尽在我们的尼亚玛蔚蓝的泻湖
里开始体验飞翔的感觉吧！

喷气式水上飞板 体验 (30 分钟)                       250

- 10 分钟 理论介绍
- 20 分钟 练习体验



空中滑翔伞
您可以乘坐我们的设备齐全的滑翔伞快艇船“freebird”出航. 随着巨

伞徐徐升上天空，俯瞰波光粼粼的泻湖和华丽的岛屿.

您不用担心会被弄湿，因为我们是从船尾让您像是坐在椅子上一样舒

适和安全的慢慢向上升，然后慢慢地将你降落到同一个地方.

空中滑行15分钟 :

每人 120

乘客 20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帆船

双体帆船

能力测试或技巧复习 30

双体船租借(60 分钟) 80

双体船租借以及船长陪同 (60 分钟) 100

日落航行

每天 17:00-18:00                          60*

*请注意: 价格是每人, 最多4 人, 视天气情
况而定.

课程 :

学习怎样安全的使用双体帆船

单次课程(60 分钟) 120

*请注意:价格是每人每小时计算.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风帆
风帆是可以免费租借的，但只限于有专业

经验的客人，因此所有客人第一次都要在

水上活动中心接受教练的能力测试之后方

可租借. 

风帆课程

能力测试或技巧复习 30

私人课程(60 分钟) 120

风筝冲浪
.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风筝冲浪课程

私人课程(60 分钟)                160

风筝冲浪装备租借

能力测试或技巧复习 30

专业冲浪员(每小时)            70

含风筝& 冲浪板



海上体验
海上沙洲之旅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搭乘快艇或驾驶水上摩托艇，前往附近美丽的海上沙洲。与您所爱的

人度过一些浪漫的时光，尽情享受马尔代夫清澈的海水，湛蓝的天空，

拍摄一些的照片，记录下你们难忘的瞬间.

我们将为您提供遮阳伞和毛巾，而且如果您想要野餐，可以为您另外
安排一些小吃.

如果您足够幸运的话，你可能会在前往的途中发现一些海豚!

私人小快艇出租 220 每小时 (最多4人)

水上摩托艇游览海上沙洲 290 每小时/每辆水上摩托艇



皮划艇/滑桨板

休闲的在波光粼粼的 Niyama Private Islands 泻湖里舒适的畅游.

皮划艇（单人或双人） (60 分钟)  *免费
划桨板 (60 分钟)  *免费
接送/救援 25

*请注意：皮划艇和划桨板都是每天可以有免费使用一小时，超出一

小时后，我们会收取25每小时

友情提示: 所有 FLOAT 海上活动我们都会免费为客人提供救生衣.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冲浪
初学者体验课程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冲浪教练: 

每天下午5点到5:30在冲浪吧台，我们有专业且非

常友好的冲浪教练可向您详细介绍可供您选择的冲

浪课程及介绍我们现有的冲浪地点详细情况

初学者泻湖课程:

教练会教给你在冲浪时用到的一些基本身体姿势，

让你对冲浪设备更加熟悉 ，并且在一个相对平静

和安全的环境里教给你最基本的技能. 

冲浪板（滑板）包括在内

所有对冲浪感兴趣的人都希望学会怎么
样去冲浪，或者至少有一次体验的机会，
在尼亚玛岛的FLOAT 就能够为您提供一
种或者是更多的选择.

初学者的第一次体验课程将在尼亚玛岛
的泻湖开始学习.

90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初学者辅导课程:
提高你的自信，跟着教练一起到冲浪区域，开始

学着怎么在海浪中开始冲浪体验. 教练会一直在

您的身旁并随时的辅导你.

请注意：一个课程= 大约2 小时

冲浪
专业的辅导
所有希望提高冲浪技能的冲浪者都可以在
Niyama专业的冲浪教练的指导下完成.

“成为专业者之一” 的冲浪课程:

冲浪教练将密切注意您每一次的冲浪表现行为，然后给到您当场或者之后

及时的反馈信息及意见。 除此之外， 在这个冲浪课程里 ， 我们将在教室

里为您提供冲浪视频指导纠错。

视频指导将有助于您可以通过我们专业的冲浪教练给您的反馈信息，及时

发现并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而提高专业技能。

摄影:

捕捉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照片或者视频），会为您购买的所有照片和视

频提供USB，方便您查看及带走

1 个课程 190

3 个课程 490

5 个课程 790



所有价格以美金结算且需附加10%服务费和12%税.

冲浪
经验者冲浪通行证
在Vodi可以免费冲浪，但任何风险都需要客

人自己承担. 如果客人希望通过我们所提供

的船舶接送服务去探索邻近的冲浪区域，可

以购买冲浪通行证.

观光者之旅：
当你的同伴、朋友、家人去冲浪时，您可以在船

上观看他们精彩的瞬间.

.

乘客（观光者） 30

4小时 880

8小时 1600

转移到其他冲浪地点:
偏远岛屿冲浪地点的冒险探索，例如

Mad/Swirl/Hocus Pocus/Tio/Van Damme/ 

Candy.费用包括船舶的租赁和冲浪向导. 至

少需4 客人.

按需提供的冲浪通行证:
船舶接送并有冲浪指导员陪同去到著名的冲浪

地点 Kasabu and Hocus Pocus

冲浪通行证给到您的权利:

- 灵活的时间长度，让您可以随意冲浪（最多

3小时）

- 为冲浪板提供免费的蜡. 免费的防霜. 瓶装水.

- 生动的冲浪报告

1 次 200

3 次 525

5 次 750

10 次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