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詢熱線：2998 7007
WhatsApp 查詢 : 9061 8067
網址： www.ctshk.com

電郵：cruise@ctshk.com

海洋光譜號(Spectrum of the Seas)
日本-沖繩(那霸) 、 京都(大阪)、高知、宮崎 10 天遊輪團
出發日期：2021 年 12 月 21 日
『安心旅遊計劃之選』2021 年 9 月 17 日前可更改或取消，所繳付款項可全數退回 .

總噸位
Gross Tonnage
首航年份
Inaugural
載客
Passenger
船員
Crew
甲板
Decks

2019 年首航遊輪

168,666 tons
2019
4,819 人
1,551 人
16 層

海洋光譜號

海洋光譜號(Spectrum of the Seas) 於 2019 年首航，超量子系列第一艘遊輪,配備量子系列標誌性設施
「南極球」、北極星觀景台。你可享受充滿驚喜碰碰車、Sky Pad℠虛擬實境高飛之旅等等。
你更可在此展開尋味之旅，船上有將 4 間獨立主餐廳合拼成 3 層高盛宴式免費主餐廳，等待你的品嘗！
在越南風光下探尋一段優雅、精緻和充滿喜悅的難忘海上之旅。

南極球 Sky Pad
南極球是一個集逼真虛擬現實技術
和極限彈床於一身的全新娛樂設施
，旅客可以一邊戴上VR 眼鏡，一
邊於彈床以身體進行遊戲。

內艙房
面積約 166 平方英呎

北極星 The North Star
在創造健力士紀錄，有“最高觀景台
”之稱的北極星上，客人身處離海平
面88.6米，可360度飽覽一望無際的
海洋及各港口的風光

主餐廳 (傳統服務)
以華麗的氣氛打造三層高，可容納
約1800人的主餐廳，讓客人品嚐精
彩中西美食，體驗傳統郵輪服務。

戲水餐廳-親子餐廳(親子樂)
位於14層甲板的戲水餐廳，緊鄰兒童
戲水區域。餐廳設計上利用繽紛色彩
配上童趣造型的桌椅，瞬間將親子用
餐變成另一場遊樂體驗。

海景房

露台房

面積約 182 平方英呎

面積約 198 平方英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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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名優惠價

原價

房間類別

(即日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前報名)

成人/小童圑費
(第 1,2 位同房)

成人/小童圑費
(第 1 位同房)

成人/小童圑費
(第 2 位同房)

海景房(隨機房種)

$ 16,990 起
$ 17,990 起

$ 14,990 起
$ 15,990 起
$ 17,990 起

$ 9,990 起
$ 9,990 起
$ 11,990 起

露台房(隨機房種)

$ 19,990 起

(三 / 四人同房第 3 位)

(三 / 四人同房第 4 位)

$ 7,990 起

$ 7,990 起

內艙房(隨機房種)

港幣 $ 936

碼頭稅 :

船票雜費 (NCCF) :
港幣 $ 2,339
全程遊輪服務員小費(於郵輪上繳付) :
內艙房至露台房 美金 $131 起 (每位)
全程旅行團服務費 (領隊,導遊,司機) :
港幣 $ 1200 (每位)
* 圑費均以報名為準,此團費只適用於每房最少 1 位香港/澳門永久居民
* 團隊人數不足二十人，團隊將不出發
以上所有價目以 2021 年 12 月 4 日之報價計算
※其他房種級別，指定樓層、房號以及無障礙輪椅艙房／單人房需另外報價目，歡迎査詢
報名及作出任何付款前必須先參閲附上之郵輪假期“報名及付款需知及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天數

日期

港口

1

12月21日(二)

香港 Hong Kong –
登船 Embark

2

12月22日(三)

海上航行
At Sea

 遊輪繼續航行，旅客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豐
富娛樂節目。

3

12月23日(四)

沖繩(那霸)，日本
Okinawa(Naha),
Japan

 遊輪於中午抵達沖繩(那霸)，旅客可隨領隊前往市內
漫步觀光或自行自費參加船上觀光行程。
 沖繩乃日本最南端的縣，擁有亞熱帶氣候，從而衍
生出獨一無二的文化；首都那霸市內景點眾多，當
中更包括 15 世紀曾為皇宮、還在修復的首里城！

4

12月24日(五)

海上航行
At Sea

 遊輪繼續航行，旅客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豐
富娛樂節目。

5

12月25日(六)

6

12月26日(日)

7

12月27日(一)

8-9
10

12月28日(二)
12月29日(三)
12月30日(四)

岸上

行程

觀光

 於香港郵輪碼頭自行辦理登船手續，
登上「海洋光譜號」展開遊輪海上之旅。

 遊輪繼續航行，旅客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豐
富娛樂節目。

香港 Hong Kong –
離船 Disembark

 遊輪於早上返抵香港，自行辨理離船手續，旅程至
此完滿結束！

註： 中國旅行社安排岸上觀光  當地餐廳享用餐膳
＃遊輪在海中停泊 – 登船及離船需轉乘接駁船



午餐

--

--



 遊輪於上午抵達大阪港，跟隨領隊帶領前往竹林之
道，渡月橋，天龍寺(包門票)，嵐山溫泉-車站足湯
京都(大阪)，日本
 京都是日本國內唯一避過二戰戰火的大城市，昔日
Kyoto(Osaka),Japan
風貌得以留存此城原為日本首府，市內有逾 2,000
座寺廟與神社，與宮殿、庭園及博物館相映成趣；此
外，這裡更是美食與購物天堂，定當叫你樂而忘返！
 遊輪於上午抵達高知，跟隨領隊帶領前往高知城(包門
票) ，西洛梅市場
 高知市位於日本四國島的南岸，是個好客的小城市。
高知，日本
這裡有眾多景點，包括建於山頂的城堡、可供參拜的
Kochi, ,Japan
寺廟和美麗的海灘，絕對可滿足所有旅客。郵輪於上
午抵達高知，跟隨領隊帶領前往高知城(包門票) ，西
洛梅市場
 遊輪於上午抵達宮崎，跟隨領隊帶領前往鬼之洗衣
宮崎，日本
板，日南太陽花園，鵜戸神宮
Miyazaki, Japan
 宮崎是一個老少咸宜的旅遊勝地有流傳眾多日本古
老傳神社，還有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海岸自然景觀
海上航行
At Sea

早餐











晚餐

到達

啟航

登船

16:00

--

--

11:30
日本
時間

22:00
日本
時間

--

--

10:00
日本
時間

20:00
日本
時間

08:00
日本
時間

17:00
日本
時間

08:00
日本
時間

20:00
日本
時間

07:00

自由參加遊輪公司安排之自費觀光節目

* 港口的途經順序、抵達啟航時間均為參考訊息，具體信息以遊輪實際行程為主。
* 景點順序、時間安排可能會發生變動，按當天實際情況為凖，敬請諒解 △當地華語接待，日本與香港有時差;比香港快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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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觀光行程
沖繩(那霸)
對於想探索日本亞熱帶地區風情的旅客來說，
沖繩絕對是個受歡迎的地方。那霸市擁有歷史
悠久的古城遺跡、熱鬧又好逛的購物街，以及
許多觀光景點，是值得一訪的旅遊勝地。
★國際通位於沖繩那霸市區，是來到沖繩旅遊必去的
景點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戦後沒多久就恢復昔日榮
景，被稱為「奇跡的 1 公里」的那霸國際通，伴手
禮、餐廳林立，是觀光客必遊的熱鬧景點。

國際通

國際通

京都(大阪港)
嵐山的雪景就像櫻花和楓葉最美的時候一樣可遇
不可求，只能在冬日時祈禱能見到，嵐山是體驗
京都好山好水的美麗景緻的首選地之一。
★渡月橋是一個到嵐山旅行時必去的經典景點！
渡月橋是因為名偵探柯南劇場版《唐紅的戀歌》取景
地之一，而成為受當地人注目京都景點，從渡月橋上
可以欣賞一整個嵐山的風景。

天龍寺

★天龍寺是世界遺產，更被稱作是京都五山之首。旅
客可以欣賞建築物和日式庭院的景色，另一邊細細探
究當時幕府時代的歷史。

渡月橋

高知
高知縣是個氣候溫暖多雨有著豐富自然生態的地
區，其中有許多宛如仙境般的天然景點，以及吃
過一次便會令人難以忘懷的美食。
★高知城由於其灰瓦顏色類似老鷹，故別稱「鷹城」
，
是被收錄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的城堡，同時也被選入
日本 100 座名城中。

高知城

★西洛梅市場從早到晚都朝氣蓬勃，市場內店鋪林立
每家賣不同風味美食以及高知的鄉土料理，各地特色
物產亦應有盡有，旅客可以於市場品嘗當地豐富美
味，選購各地特色伴手禮。

西洛梅市場

宫崎
宮崎縣位在日本列島南部的九州地區，擁有豐富
的自然資源，也是眾多日本神話故事的發源地，
當地的觀光景點裡有許多可以體驗自然美景。
★鬼之洗衣板在宮崎市東南部海岸附近的青島，周圍
環繞著一片長達 8 公里的波狀岩。從海中隆起的水成
岩長時間受到海浪的侵蝕，砂岩層層堆積形成現今如
洗衣板的形狀，因而得名。

鬼之洗衣板

★鵜戸神宮在一處靠海的神社，建造的時期不明，這
是一間祭拜神話故事裡出現的神明，本殿建在洞窟之
內形成一處特異的光景，神社可祈求結緣和安產等，
加上有趣的許願方式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參拜

鵜戸神宮

註：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遊輪航程路綫、泊岸及啓航時間，均以遊輪公司的最後安排為準，遊輪上主餐廳均以團體座位安排，敬請留意。
行程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及航空公司的安排為準，以上行程之景點，如遇節日、假期或其他特殊情況而休息或關門，將以其他節目代替。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而安排觀光停留時間。
照片參考: 由當地旅遊觀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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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輪假期“報名及付款需知及重要責任及細則”
證件:
-

因應遊輪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請提交有效旅遊證件副本。
持香港特區護照攜帶香港身份證及護照登船
持其他國家護照之客人，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簽證需知。
如需在越南港口登船(開始行程)或者離船(結束行程)的客人，須在出發前自備越南簽證不能做落地簽証因應遊輪公司要求
凡持外國護照之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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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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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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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輪公司要求，凡 21 歲以下的客人，需與成年人仕(21 歲或以上)同行及同房。
遊輪公司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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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婚夫婦則可提供結婚證書代替) 。

報名及付款需知:
- 因應遊輪公司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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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圑費不包括各項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建設稅、港口服務費、碼頭稅、簽證費用、旅遊保險、遊輪服務員小費、旅行團服務及其他個人消費，
另如因航空公司或遊輪公司增加/減少燃油附加費、機場稅、碼頭稅等有關之稅項，旅客必須補回/退回差額。
- 敬請注意，凡使用信用咭繳付圑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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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需時兩至三個月時，敬請注意，若有不便可使用其他付款方法繳付。
- 此團訂金每位港幣$2,000，如訂購單人房訂金每位港幣$8,000，有任何取消請於 2021 年 9 月 17 日前提出申請，所繳付訂金可全數退回，如有任
何更改則需按照遊輪公司收費計算。
- 餘款需於 2021 年 9 月 18 日付清，否則作自動退圑論。
- 客人若於 2021 年 9 月 18 日後要轉名、轉團、改期或取消(出發前天數不包括通知日及出發日)則按以下列條款收費:

出發日期

轉名、轉團、改期或取消

61-89 日或以上

扣除團費及船票雜費(NCCF)合共總數的 60%，再加行政費每位港幣$200

31-60 日

扣除團費及船票雜費(NCCF)合共總數的 80%，再加行政費每位港幣$200

30 日內

扣除團費及船票雜費(NCCF)合共總數的 100%，再加行政費每位港幣$200

其他條款及細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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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三/四人房之客人，必須繳付訂金等待遊輪公司確認，訂位於三個工作天內確認，在確認訂位後，於 2021 年 9 月 17 日前取消可全數退回，之
後如有任何更改將按照"報名及付款需知"條款處理。
以上套票價目是以 2020 年 12 月 4 日之報價計算，所有價目會因應供應量及堂地滙率而作出調整，報名前請先向本公司職員查詢即時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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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岸上觀光遊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如岸上觀光遊因天氣、泊岸時間、受阻、休息、維修或臨時關閉未能出發，客人將不獲得任何賠償。
遊輪上各項收費及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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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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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情況下客人取消出發或自行更改遊輪船程及出發日期，所有己繳付的團費、船票雜費、碼頭稅、燃油附加費、港口服務費、遊輪上服務費將
按照"報名及付款需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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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同意及接受遊輪公司或本公司安排而不需作出任何補償
訂位需繳付後，訂位一經確認，於 2021 年 9 月 17 日前取消可全數退回，如有任何更改則需按照遊輪公司收費計算，之後如有任何更改將按照"報
名及付款需知"條款處理。
艙房住宿根據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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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輪公司派發，並以遊輪公司之最後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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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遊輪公司/航空公司增加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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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時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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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保留訂位未確認前價錢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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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輪公司提供之岸上觀光團之價目及活動安排以船上之終公佈及決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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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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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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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差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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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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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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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輪 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簡稱”遊輪公
司”)均不會作出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其他有關皇家加勒比國際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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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caribbean.com/hkg。
本公司及遊輪公司保留權利隨時更改以上條款及細則。若有任何異議，本公司及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公司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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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費用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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