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詢熱線：2998 7007 / 2315 7287

網址： www.ctshk.com

電郵：cruise@ctshk.com

RUBY PRINCESS 紅寶石公主號
15 天 14 晚–澳洲, 斐濟, 瓦努阿圖及新喀里多尼亞遊輪套票
出發日期: 2019 年 11 月 07 日

排水量: 113,561 噸
首航年份: 2008
載客: 3,080
甲板: 19 層

2019 年合家歡郵輪

紅寶石公主號

乘著紅寶石公主號(Ruby Princess) 展開異國港灣新體驗 開拓不一樣的視野

探索海洋與陸地之間微妙關係 感受別於以往的旅遊經驗

公主饗宴
用最真摯的心 款待最重要的您,品嚐公主
遊輪的用心與悠閒 ,值得您細細品味 每一
口都是旅行的珍貴記憶。

海上香檳瀑布晚會 Champagne Waterfall

公主郵輪中最有名的「香檳瀑布晚會」。當晚會準備 每 晚 於 星 空 露 天 電 影 院 讓 您 盡 情 感 受 世
200 個香檳杯疊成的香檳塔，船上每位賓客都可前

界一流的精彩演出和節目, 所有播映的

去倒香檳，並由船長致詞揭開晚會序幕。賓客盡情

電影均為最新大片，更是獨特浪漫愜意

暢飲，整晚音樂、歡笑聲不間斷。

動物主題樹屋

The Tree House

星空露天電影院 Movies Under the Stars

的記憶。

極致海景陽台用餐

海上健身中心

Fitness Center

探索營為兒童/青少年提供設備豐富的青少

私人陽台上，免費提供三明治、沙律或特定

寬敞的健身場館設施齊全，不論您是常規健身

年中心，包括 Wii、Play Station、電腦、電

熱菜，只需支付少量費用，就可享受披薩送

還是在船上學習充滿樂趣的全新運動，都能充

玩、影音、兒童戲水池等設備，讓孩子們也

餐服務。全程伴有訓練有素的侍應生提供周

分滿足您的所需

能在遊輪上享受歡樂時光。

到細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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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 14 晚–南太平洋群島” 愜意隨心, 快樂角度”套票
出發日期: 2019 年 11 月 07 日 Code: CR19PPRUCX15-1107

日數

日期

1

11 月 07 日

2

11 月 08 日

3&4

11 月 09 日
11 月 10 日

停泊港口
香港,中國 Hong Kong, China

預計
抵達時間

預計
啓航時間

---

16:00

---

---

09:00

18:00

08:00

18:00

---

---

07:00

18:00

08:00

c

07:00

18:00

08:00

17:00

---

---

08:00

18:00

---

---

 悉尼 Sydney

悉尼(澳洲) Sydney (Australia) – 登船 Embark
於悉尼郵輪碼頭自行辦理登船手續，登上「紅寶石公主號」展開郵輪海上假期。

海上暢遊 At Sea
郵輪繼續航行，旅客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豐富娛樂節目。

利富島(新喀里多尼亞)， Lifou (New Caledonia)
5

11 月 11 日

6

11 月 12 日

7

11 月 13 日

利富島是忠誠群島中最大的島嶼，有豐富的美麗景點，包括僻靜雪白的沙灘、巨大的洞穴及懸崖以
及著名的香子蘭種植場，利富島島的居民約有 10000 人，分佈在三個部族區，包括 Wetr、Lösi 及
Gaïca。Wétr 是島上最多人口聚居的地方，同時也是行政及經濟中心。 #

維拉港(瓦努阿圖) ,

Port Vila Vanuatu

維拉港擁有世界上最美麗的天然港灣，鎮上提供了絕佳的餐廳、免稅購物商場,和一個五彩繽紛的當
地市場。

海上暢遊 At Sea
郵輪繼續航行，旅客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豐富娛樂節目。

杜拉凡尼島(斐濟), Dravuni Island (Fiji)
杜拉凡尼島是斐濟群島中的一個火山島，佔地僅為0.8平方公里，島上居民不足200人。無汽車、無
電視、無百貨商場……為太平洋上最原始的世外桃源。島上居民僅為125人，是周圍幾大礁島內唯一
有人居住的島嶼，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熱帶天堂。可以在海邊浮潛，或者走進令人陶醉的村落，與當
地人接觸，都是一種別樣的體驗。#

8

11 月 14 日

9

11 月 15 日

斐濟首都蘇瓦為直轄市，位於維提島東南，系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南太平洋著名的天然良
港。

10

11 月 16 日

斐濟第二大城市，位於維提島西北岸，西區行政中心和主要港口，也是斐濟的熱門度假島嶼。這里
有黑色火山岩、高山雨林和神奇的海底景觀,還有斐濟最佳潛水場所之一。#

蘇瓦(斐濟), Suva (Fiji)

莎霧莎霧(斐濟), Savusavu (Fiji)

勞托卡(斐濟), Lautoko (Fiji)
11

11 月 17 日

12

11 月 18 日

制糖業是勞托卡的主營經濟，這裏有南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制糖磨坊，每年的6月到12月是制糖磨坊最
忙碌的時候。在產自糖漿的一系列酒類當中，有一種蘭姆酒還曾獲得過金獎,有機會可品嚐一下。在
幹道的兩旁種植著莊嚴的皇家棕櫚，到處可見的遮蔭大樹也使這個城市非常宜於步行漫遊。

海上暢遊 At Sea
郵輪繼續航行，旅客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豐富娛樂節目。

努美阿 (新喀里多尼亞), Noumea (New Celedonia)
13

11 月 19 日

14 & 15

11 月 20 日
11 月 21 日

16

11 月 22 日

努美阿是西南太平洋新喀裡多尼亞的首府和主要港口，初稱“法蘭西港”。是西南太平洋最好的港
口之一。高檔餐廳、藝術中心、博物館、劇院、電影院、購物商區都集中在此。在這裡除了能體驗
到健走、浮潛、帆板、風箏衝浪外，還能嘗試高爾夫、網球等豐富的項目。

海上暢遊 At Sea
郵輪繼續航行，旅客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豐富娛樂節目。

悉尼(澳洲) Sydney(Australia) – 離船 Disembark
郵輪於早上返抵悉尼，自行辨理離船手續，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悉尼 Sydney  香港,中國 Hong Kong, China (自行自費前往機場)

06:00

# 遊輪在海中停泊 – 登船及離船需轉乘接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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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 價目表 (每位)
2 人房
船艙類別

內艙房

Category

可容納人數

3/4 人房

成人/小童團費

成人/小童團費

成人/小童團費

(第 1、2 位佔半房)

(第 1、2 位佔半房)

(第 3、4 位佔半房)

Inside

IF

2-4

$14,398 起

$14,398 起

$5,298 起

海景房

Outside

OF

2-4

$18,098 起

$18,098 起

$6,898 起

露台房

Balcony

BF

2-4

$21,098 起

$21,098 起

$7,098 起

Suites

ME

2-4

$24,498 起

$24,498 起

$7,098 起

露台套房

船票雜費+港口費(單人房需繳付 2 位船票雜費+港口費)

$ 2,757

碼頭稅

$1,590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2,240 成人/ $ 2,120 小童

船上服務生小費

每位客人需自行於船上額外繳付船上服務生小費
每人每晚 14.50 元(內艙房/海景房/陽台房)，美元 15.50 元(迷你套房)

航班時間: (航班只供參考) 乘搭國泰航空(CX)往返
去程 :
香港 至 悉尼
航班編號
回程 :
悉尼 至 香港
航班編號
機票備註：
1)
訂位代號為：“N” class，機票有效期為 0-3 個月
2)
只適用於國泰航空營運之航班。

19:00 – 07:25 +1(翌日)
15:45 – 21:55

CX 111
CX 100

*航班時間及編號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

證件要求:
1.

香港特區護照 + 澳洲電子簽証 (ETA) 所需費用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2.

客人需持有回港日期起計不少於 6 個月以上之有效護照及入境簽證，本公司對客人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3.

3) 本社只代辦 澳門特區護照、中國護照、香港簽證身份書

客人須提交之文件：
a)

必須提交同行者証件之副本及關係証明副本 ( 如結婚証書、出世紙…)

b)

填寫”1419” Form 及 “956” Form

c)

及以下之文件：


《僱主》 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公司放假信、近三個月個人經濟証明副本、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



《僱員》 公司放假信、近三個月個人經濟証明副本、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



《公務員》 放假紙、近三個月個人經濟証明副本、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



《主婦、退休人士》 近三個月個人經濟証明副本、結婚証書副本、丈夫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



《學生》 學生証副本、出世紙副本、近三個月父母之經濟証明副本、父母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



18 歲以下申請人與其中一方家長或單獨前往澳洲，需提供①不同行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填寫並簽署的表格"1229"(18 歲以下申請人申請澳洲簽
證同意書)及不同行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之護照副本(附有相片及有簽名的頁面)

《海外僱傭》 -需親自辦理簽證


有效期不少於三個月之香港工作簽証、僱傭合約副本



僱主須提供護照副本、香港身份証副本、簽証副本及近三個月經濟証明副本



僱主埴寫承諾書並簽署（EMPLOYER'S UNDERTAK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僱傭填寫之#1153 表格並簽署

澳洲簽證費: 港幣 150 元(每位)
*

中國護照乘客需要有有效往來港澳通行證(必須為 G 簽) + 二次或以上有效香港入境簽注

** 持中國護照乘客出入境香港時需使用護照及入境卡辦理香港出入境手續.根據香港移民局規定，乘客須在登船前將香港出入境卡出境聯（使用護照
過境，進入香港機場/火車站/巴士站/時填寫的入境卡副聯），放置護照原件當中，於登船時遞交給香港移民局官員審查。(如有更改,以船公司最
後公佈為準)
如閣下有任何關於澳洲簽證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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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括:
乘坐國泰航空香港至悉尼來回程經濟機票
盛世公主號郵輪 14 晚住宿、膳食及娛樂及旅遊業議會 0.15% 印花稅。
費用不包括:
接送、船票雜費、港口費及碼頭稅、機場稅、簽證費用、旅遊保險、郵輪服務員小費、岸上觀光團費用及其他個人消費。
機票備註:
1)

機位自行在系統上預定。

2)

訂位代號為：“N” class，機票有效期為 30 天。

3)

只適用於國泰航空營運之航班。

4)

航班時間及編號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

備註：
(1)

費用均以成人每位價作為單位，並以港幣計算。客人如欲查詢 3/4 人同房小童或單人房價格，請與本公司職員查詢

(2)

因應郵輪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請提供以下資料: 正確的英文姓名、中文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點、香港/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
及有 效日期、國籍

(3) 遊輪上各項收費，均以美金結算，敬請注意。
(4) 訂金每位港幣$6,000。訂位一經確認，訂金或已收取之費用將不獲退回。
(5) 如出發日期前 90 天或前報名，餘款必須於 3 個工作天內全數繳付；出發日期 90 天內報名，必須繳付全費。
(6) 訂位一經確認，不接受任何更改或退款。
(7) 艙房住宿根據遊輪公司之實際供應情況而定。艙房號碼、層數及位置將於辦理登船手續時由遊輪公司派發，並以遊輪公司之最後安排為準。
本公司及遊輪公司亦可在不收取額外費用下提升艙房至較高級別，客人不得異議。
(8) 如因遊輪公司增加稅項、或因外幣匯率浮動等因素而影響稅項，客人須繳交差額。實數以出船票時作準。
(9) 價目表資料僅供參考,價格及優惠均視乎艙房之供應而作出調整，實際價錢以正式確認訂位後之價錢為準。本公司保留於訂位未確認前更改價
錢之權利。
(10) 電子船票可於出發前 1 個工作天內領取。
(11) 因應遊輪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請提供有效旅遊證件之副本。
(12) 遊輪上之晚膳時間及餐廳(於主餐廳)均以團體座位安排並以遊輪公司最終安排及決定為準，敬請留意。
(13) 遊輪公司提供之岸上觀光團之價目及活動安排以船上之最終公佈及決定為準。
(14) 遊輪公司規定以離船日為基準，此行程不接受懷孕 24 週或以上孕婦参加。
(15) 遊輪公司規定以啟航日起計算，嬰兒至少年滿 6 個月或以上才可參加該航次。
(16)「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郵輪保險或旅遊綜合保險。
(17) 香港保安局推出黃、紅、黑三色『外遊警示制度』以評估到訪國家之風險。詳情請參閱保安局網頁.
(18)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於 2009 年 10 月 9 日發出第 177 號決議指引：若因「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怖襲擊、天災、疫症、惡
劣天氣、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
區政府發出旅遊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本公司或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公司 (簡稱”遊輪公司”)均不
會作出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19) 如因天氣惡劣、海面狀況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停靠或更改行程，顧客同意及接受遊輪公司或本公司安排而不需作出任何補償。
(20) 航程中港口啓航/抵達/停靠時間會按航行情況有所調整/更改/取消，一切以遊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顧客同意及接受遊輪公司有最終的決定及不會
當作違反商品說明條列，亦就此放棄向遊輪公司或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21) 其他有關公主郵輪之條款及細則，均以 General Information & Booking Conditions Worldwide Cruise 2019-2020 年英文版行程書及網上刊登
之條款為準，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www.princess.com/legal/passage_contract/index.jsp
(22) 其他條款按本公司“訂購條款及責任細則”為準，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查詢或瀏覽本公司網頁。
(23) 以上費用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4) 服務小費以郵輪公司公佈為準，如有更改將另行通知客人須繳付郵輪雜費、港務費及稅項、船上小費
(25) 包團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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