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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晚–暢遊葡萄牙、法國、英國、比利時(船票)
星賞會會員享95折房價優惠

10 Nights – Antarctica (Cruise Only) **新船首航**

Seabourn Venture【2021 年新船】

用現金繳付全數可享房價額外 2% 現金優惠回贈

總噸位
Gross Tonnage

23,000 噸 tons

首航年份
Inaugural

2021 年 *新船*

載客
Passenger

264 人

船員
Crew

120 人

甲板
Decks

8層

Seabourn Venture 於 2021 年全新下水，Seabourn 將給予你一個超乎想像的精緻奢華旅程。
被譽為The World's Finest Ultra Luxury Resort At Sea. 擁有最貼心服務，每間套房皆可享受船上專業的套房服務員為你代勞。
船上更特設2艘潛水艇，讓你從水底角度探索世界。加上26人專業探險團隊隨船出發，途中與你分享極地知識帶領你登陸極地。
旅程中精緻的餐膳體驗，使用最新鮮地道高級食材，加上Seabourn為「法國國際美食協會」 Chaîne des Rôtisseurs成員之一，
船上美食質素可見一斑。Seabourn Venture上多達8個餐膳體驗皆不需額外收費，配合你可於船上盡享無限量的精選酒精類飲品
，打造出一個無可比擬的尊貴假期。

啟航日期: 2021 年 7 月 5 日
日程

里斯本, 葡萄牙-登船 Lisbon, Portugal Embarkation

2

萊索斯港(波多),
葡萄牙 Portugal
Leixoes (Porto),
Portugal
, 葡萄牙 登船 Lisbon,
Embarkation

3

波多 ), 葡萄牙 Leixoes (Porto), Portugal
海上航行 At sea

4

--

1800

0800

1800

--

--

聖馬洛(勒蒙聖米舍), 法國 St Malo (Le Mont Saint Michel), France＊

0800

1800

6

勒蒙聖米舍 ), 法國 St Malo
瑟堡-奧克特維爾(諾曼第),
法國
(LeCherbourg
Mont Saint(Normandy),
Michel), France
France

0800

1800

7

奧克特維爾法國
諾曼第
), 法國
Cherbourg
羅恩(巴黎),
Rouen
(Paris),
France (Normandy), France

0800

Overnight

羅恩(巴黎), 法國 Rouen (Paris), France

--

1500

塞納河(風景區巡航 ) Seine River Scenic Cruising)

--

--

考斯(懷特島郡),
英國River
Cowes
(Isle Cruising)
of Wight),--England＊
風景區巡航 ) Seine
Scenic
澤布呂赫(布魯塞爾),
比利時(Isle
Zeebrugge
懷特島郡 ), 英國 Cowes
of Wight),(Brussels),
England Belgium

0700

1600

0800

1700

格林威治(倫敦),
英國- 離船
Greenwich
(London), Belgium
England Disembarkation
布魯塞爾 ), 比利時
Zeebrugge
(Brussels),

0700

--

9
10
11

69,690 起

預計離開 △ 預計到達 △

5

8

*

停泊港口

1

HK$

△以上航程及預計到達/離開時間只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倫敦 ), 英國 離船 Greenwich (London), England Disembarkation

＊需要乘坐接駁艇登岸 Tender Required

*以上所有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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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新極地郵輪

Seabourn Difference

專為極地而設的全新豪華極地郵輪



專業套房服務員貼心為你服務

Seabourn Venture 將於 2021 年



視乎天氣情況可享用由26名極地

正式落水

專家組成的極地團隊帶領之指定

A brand new innovative design

登陸活動

Seabourn's ultra luxury



船上8個餐膳選擇

purpose built expedition ship



無限量享用船上



酒水船上服務人員小費

極地專家伴隨左右

享受屬於您的極地體驗

26名 Seabourn 極地專家隨船出

乘坐橡皮艇漫遊或登上極地的觀光體

發，為你計劃每日行程，帶領你登陸

驗，適合所有探險者的需求。更可選

極地及分享專業知識

擇船上的潛水艇作更深入體驗

World class Expedition Team,

Seabourn Venture, allows f or a

delivering immersive experiences

truly immersive experience
*潛水艇及獨木舟等活動

需額外收費

全套房設計奢華享受

一生難忘的極地體驗

全船皆為海景露台套房設計，讓你無

站立於極地之上，感受大自然純淨

間斷欣賞船外風光。只載 264 位乘

美態，欣賞近乎零污染的生態圈

客，令船上的空間及服務更奢華寬敞

令您畢身難忘。

All veranda, all ocean front suites

Traveling to polar regions ,

luxuriously appointed

standing in awe of icebergs and
glaciers is a thrill in and of itself

Veranda Suite

Panorama Veranda Suite

Penthouse Suite

Signature Suite

355 sq ft (包括 75 sq ft 露台)

417 sq ft (包括 85 sq ft 露台)

527 sq ft (包括 97 sq ft 露台)

1,377 sq ft (包括 592 sq ft 露台)

*以上所有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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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bourn All-Inclusive Difference
非凡體驗指定全包式服務:
- 全船皆為海景露台套房設計，並可享受專業套房服務員的貼心服務
- 多達 8 個船上餐膳體驗
- 尊享船上飲品（包括特選酒精類飲品、香檳及烈酒）
- 極地專家帶領之指定登陸活動
- 極地航程 Polar regions 可享指定品牌之防風防水外套
- 船上服務人員小費

船上星級饗宴
Perfection is served. On Seabourn every meal is your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the best life has to offer
Seabourn 為法國國際美食協會 Chaîne des Rôtisseurs 的成員之一，船上美食質素可見一班，而船上的餐廳皆不需額外收費。
- THE RESTAURANT・船上主餐廳，結合完美了華麗裝潢及精緻的各國菜式 - Seabourn Square・提供咖啡及精緻三文治等小食
- THE COLONNADE・早午以豐富的自助餐為主，晚上提供正餐服務

- Pantry in The Bow Lounge・提供輕食體驗

- THE PATIO・在甲板上的悠閒池畔輕食體驗

- Constellation Lounge・提供早餐及下午茶﹅雞尾酒等服務

- Sushi in The Club・於The Club酒廊內提供的壽司晚餐

- IN-SUITE DINING・24小時提供多元化的艙房送餐服務

Seabourn Venture 讓你多角度探索世界
Seabourn Venture 設有多種設備讓你多角度探索世界。
船上備有 24 隻橡皮艇及浮潛裝備﹅
單車﹅
獨木舟 及 2 艘 6 座位潛水器等設
備。加上船上 26 名探險隊員，他們除了於船上為你舉行各種講座外，更會因應
天氣為你計劃登岸等活 動。配合船上的全海景露台套房設計及設於船首位置並
擁有多個輕觸式螢幕並的The Bow Lounge 等設施，皆可讓你將船外的壯麗
風光全收眼底。

參考網址 : https://www.seabourn.com/en_US/cruise-ships/seabourn-venture/0.html

價目 Price
成人佔半房
Sharing twin basis

郵輪雜費

碼頭稅

Veranda Suite – Cat. V3

HK$

69,690 起

(NCF)

(Port Service fee & Tax)

Panorama Veranda Suite – Cat. VP Penthouse Suite – Cat. PH
HK$

89,490 起

HK$

105,290 起

每位 HK$ 5,375
每位 HK$ 3,360

**尚有其他客房種類或單人房價目,歡迎查詢**
以下價目以出發航次於 2020 年 7 月 14 日報價作參考，報名前請先向本公司職員查詢即時報價。

*以上所有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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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括

其他條款及細則:



10 晚郵輪住宿並享用船上美食及娛樂設施

(1) 客人如需訂購三/四人房或在行程後進行個別停留之酒店安排，請向職員查詢。



旅遊業議會 0.15%印花稅

(2) 訂購三/四人房之客人，必須繳付訂金待船公司確認，訂位於三個工作天內確認，在確認訂位後，將不獲

費用不包括:

退款。



郵輪雜費、港口稅、季節性附加費、旅行社服務費



需付費岸上觀光、需付費食品及飲品、船員小費、郵輪燃油附加費(如適用)、船上指定保險費(如適

(3) 以上船票價目是以 2020 年 7 月 14 日之報價計算，所有價目會因應供應量而作出調整，報名前請先向本
公司職員查詢即時報價。
(4) 以上價格以港幣、每位佔半房計算。如同房第三、四位客人價格及單人入住附加費,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

用)



護照簽發 / 簽證費用、旅遊保險、其他個人消費



其他不列於此列之需收費項目

查詢。
(5) 郵輪上各項收費及郵輪服務員小費以船上最後公佈為準，各項收費均以美金結算，敬請注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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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以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顧

證件:

客同意及接受郵輪公司所有最終的決定及不會當作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亦就此放棄向郵輪公司或本公司

 因應郵輪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請提有効旅遊證件副本及填寫郵輪公司乘客資料表格。
 持香港特區護照，客人需持有由回港日期起計不少於 6 個月有效期的護照及入境簽證，本公司對客人

追討或索償。
(7) 在任何情況下客人取消出發或郵輪更改船程，所有已繳付的燃油附加費、港口服務費、碼頭稅、郵輪上

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客人需自備護照照片資料頁影印本一份(A4 Size 白紙)以作登岸之用於報名時需提供香港身份證副本

服務費均不獲退還。
(8) 如因天氣惡劣、海面狀況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情況下而不能停靠或更改行程，顧客同意及接受郵

 持其他國家護照之客人，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簽證需知。
 凡持外國家護照之客人(如沒有香港身份證)必須帶同返回原居地的機票出發否則航空公司有可能拒絕
登機返港。

輪公司或本公司安排而不需作任何補償。
(9) 訂位一經確認，不接受任何更改，費用將不獲退回。
(10)艙房住宿根據郵輪公司實際供應情況而定。艙房號碼、層數及位置將於辦理登船手續時由郵輪公司派

 客人持有之有效旅遊證件必須有足夠之空白頁以作沿途各地出入 境及海關蓋印之用。

發，並以郵輪公司之最後安排為準。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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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需持有由回港日期起計不少於 6 個月有效期的護照及入境簽證，本公司對客人因個人證件所產生
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異議。
(11)如因郵輪公司增加稅項、或因外幣匯率浮動等因素而影響稅項金額，客人須繳交差額。實際金額以出船

 郵輪公司要求，凡 21 歲以下的客人，需與成年人仕(21 歲或以上)同行及同房
 郵輪公司要求，凡 21 歲以下的客人，如非與父母同行，需於岀發前出示父母同意授權書(如己婚夫婦

票時作準。
(12)價目表資料僅供參考，價格及優惠均會視乎艙房之供應量而作出調整，實際價錢以正式確認訂位後之價

則可提供結婚証書代替) 。

錢為準，本公司保留訂位確認之權利。
(13)郵輪上之晚膳時間及餐廳(於主餐廳)均以團體座位安排並以郵輪公司最終安排及決定為準，敬請留意。

報名及付款需知:

(14)郵輪公司提供之岸上觀光團之價目及活動安排以船上最終公佈及決定為準。

 房費不包括各項船票雜費,港口服務費、碼頭稅、簽證費用、旅遊保險、郵輪服務生小費及其他個人

(15)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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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另如因郵輪公司增加/減少港口服務費、
 碼頭稅等有關之稅項，旅客必須補回/退回差額。

(16)郵輪公司規定以啟航日起計算，嬰兒必須年滿 6 個月或以上才可參加該航次。
(17 團費已包含服務供應商提供之團體優惠，如行程單張沒有註明，客人不會再另外獲得服務供應商提供優

 敬請注意，凡使用信用咭繳付房費，若日後有任何退款，例如不能成團時，團費必需經由繳費之信用

惠差額退款。

咭銀行退回款項，本公司不會以其他方法退回圑費，而信用咭退款需經銀行辦理手續，故需時兩至三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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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敬請注意，若有不便，請使用其他付款方法繳付。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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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團訂金每位房價 25%，一經報名，訂金將不獲退回，訂位一經確認後，餘款需於三個工作天內付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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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否則作自動取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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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若報名後要轉名、轉團、改期或取消(出發前天數不包括通知日及出發日)則按下列條款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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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公主遊輪(簡稱”郵輪公司”)均不會作出
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出發日期

轉名、轉團、改期或取消 (房費 + 船票雜費)

126 日或以上

手續費每位 港幣$500
扣除船費 15%(以較高者為準)及
手續費每位 港幣$500
扣除船費 50%(以較高者為準)及
手續費每位 港幣$500
扣除船費 75%(以較高者為準)及
手續費每位 港幣$500
扣除團費 100%

96-125 日或以下
51-95 日或以下
36-50 日或以下
35 日或以下

(21)其他有關郵輪公司之條款及細則，均以網上刊登之條款為準，
請瀏覽網頁：https://www.seabourn.com/en_US.html。
(22)本公司及郵輪公司保留權利隨時更改以上條款及細則。若有任何異議，
本公司及郵輪公司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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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以上費用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遊輪備註
1.

客人報名時請提供有效旅遊證件之副本。

2.

郵輪上各項收費，均以美元結算，敬請注意。

3.

艙房號碼、層數及位置將於辦理登船手續時由郵輪公司派發，並以郵輪公司之最後安排為準。

4.

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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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取消行程將按照郵輪公司罰則另將收取行政費用每位每交易計港幣$500

6.

其他有關郵輪公司之條款及細則，均以郵輪公司英文行程書內之條款及網上刊登之條款為準，請瀏覽網
頁 https://www.seabourn.com/en_US.html。

7. 本公司及郵輪公司保留權利隨時更改以上條款及細則。若有任何異議，本公司及郵輪公司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8. 尚有其他艙房及套房級別，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聯絡。

*以上所有圖片僅供參考*

包團系統 BSVC10-20210705-01(20200715)Page 4 of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