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光譜號 Spectrum of the Seas 4 天極品郵輪之旅 

 

 

 

 

 

 

 

 

 

 多元化運動班 

 ECO 環保徒手花藝工作坊 

 手作專屬擴香石工作坊 

 刺激好玩 BINGO GAME 

 星級領隊旅趣互動分享  

除夕到數派對+大抽獎 

首航: 2019 年 

排水量：168,666 噸 

原本載客量:4,246 人 

目前載客量: 2,500 人 

甲板層數: 16 

 
【海洋光譜號】超量子系列的第⼀艘遊輪“海洋光譜號”斥巨

資打造。除了保留量⼦系列特色設施外，加入更多創新餐飲、

設施等，在客房、餐飲、娛樂 和科技等也全面升級，讓您和家

人全新超量⼦郵輪上度過難忘的海上假期。 

       貼心於郵輪上安排多元化工作坊及除夕到數派對 

         尊享收費特色餐廳：鐵板燒 Teppanyaki、牛排館 Chops Grille 

Hey, 放假啦喂 
拖件行李, 出走 4 天，吃喝玩樂, 全數打點 

貼心安排郵輪特備節目，與你共度每個難忘時刻  

 

 

Tour code: CHKR04 

出發日期：2021 年 12 月 30 日 

只辦一團 



 
 

 

 

 

 

 

 

 

 

 

 

 

 



第 1天 啓德郵輪碼頭 ~ 登船                                                                                       
是日於指定時間集合於啟德郵輪碼頭辦理登船手續，
登上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量子級郵輪 – 海洋光譜號
Spectrum of the Seas。由領隊帶領團友們參觀船上設
施，展開四日三夜極品旅程。 
晚餐：郵輪上  
：郵輪上 
 
第 2天  海洋光譜號 ~ 海上航行                                                                                                            
是日郵輪於海上航行，團友可享用郵輪上各式新穎及
多元化娛樂設施。 
尊賞假期精心安排工作坊：多元化運動班、ECO 環
保徒手花藝工作坊、星級領隊旅趣互動分享。 
是日特別安排收費餐廳：鐵板燒午膳 
除夕夜，優越安排除倒數派對+大抽獎，豐富獎品，
定必盡 
興而回。 

郵輪上如有查詢，敬請前往尊賞假期專屬客戶服務櫃檯。 
早餐：郵輪上 午餐：郵輪上。晚餐：郵輪上 
：郵輪上 
 
第 3天  海洋光譜號 ~ 海上航行 ~  除夕倒數派對                                                                                                               
是日郵輪於海上航行，團友可享用郵輪上各式新穎及
多元化娛樂設施。 
尊賞假期精心安排工作坊：多元化運動班、手作專屬
擴香石工作坊、刺激好玩 BINGO GAME。 
是日特別安排收費餐廳：牛排館午膳 
 
郵輪上如有查詢，敬請前往尊賞假期專屬客戶服務櫃檯。 

早餐：郵輪上 午餐：郵輪上。晚餐：郵輪上 
：郵輪上 
 
第 4天  香港啟德郵輪碼頭離船航行                
是日返抵香港啟德碼頭，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如因 2019 新冠疫情政府頒布新措施而導致旅行團人數、餐膳或交通等安排有變，最終行程將以尊賞假期之最後公布為準 

 

【南極球 Skypad】*新登場* 【北極星觀景台 North Star】 

【主餐廳】 

【甲板衝浪® 、甲板跳傘】 

尊賞專享【鐵板燒 Teppanyaki】 
 無須自費 

尊賞專享【牛排館 Chops Grille】 
 無須自費 

 收費餐膳之用餐日期及時間，以郵輪公司之最後安排為準 
 需另收費項目()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香港再現玩樂無限、娛樂無窮的海上假期，「玩．住．歎」！ 

皇家加勒比香港航線將會延續船公司一貫以最安全及高規範的準則來為港人帶來無與倫比的

海上假期。穿梭海、陸、空玩樂極限，體驗非凡住宿，歎盡環球滋味，玩盡新世代的高科技

娛樂設施，享受一流旅客禮遇，都在皇家加勒比最先進的「智能」遊輪上。海洋光譜號 提供

的海上假期完美結合豪華，舒適和先進技術等元素，為熱愛冒險的大人和小朋友提供豐富的

船上活動及刺激體驗 

 

 

 

 

 

  
 
 
 
 
 
 
 
 
 
 
 
 
 
 
 
 
 
 
 
 
 

 
乘客登船前注意事項 

根據政府相關指引以及衛生防控需要，乘客必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方可香港公海遊登船：  

1. 持有香港身份證之香港居民。  

2. 已在登船日 14 天前接種 2 劑新冠疫苗，持有醫療證明不適合接種疫苗除外。  

3. 登船日前 48 小以內進行了核酸檢測，且報告結果為陰性。  

4. 登船前 14 天以內沒有到訪或途經特區政府發出禁止來港極高風險地區。 

安心放心防疫措施 (郵輪) 

1. 登船前檢查旅客及船員健康狀況 

2. 避免前往受疫情影響地區 

3. 醫療級清潔標準, 從船頭到船尾 (包括房間) 安全且徹底消毒。 

4. 新鮮海洋空氣會持續從戶外供應到每個房間；每小時的總空氣替換次數高達 12 次。 

5. 專業的醫護人員包括 2 位醫生及 4 位註冊護士；全天候 24/7 提供醫療支援 

6. 減少載客量，不多於平時的 50%，擴大社交距離。 

7. 如航程期間有旅客或船員被驗出陽性，皇家加勒比已與當地機關制定交通指引，讓你安全返家。 

8. 遊輪體驗，安心放心計劃：出於任何原因，在航行前 48 小時取消預訂，即可獲得「未來航次抵用券」。

未來航次抵用券有效期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並須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航行 
了解更多 https://www.royalcaribbean.com/hkg/zh/cruise-with-confidence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

關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
店住宿，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CHKR04WIN21_1101 

 

https://www.royalcaribbean.com/hkg/zh/cruise-with-confidence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香港遊 - 報名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於作出任何付款前，請務必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被視為接受下述所有條款及條件) 

                                                                                                                                 

報名需知及手續 

1. 報名時需繳付全數團費 (團費均以港幣價格)。  

2. 團費定義：0-23 個月為嬰兒，2-11 歲為小童，12 歲或以上為成人。 

3. 對未滿 18 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 15 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 滿 15 歲而未滿 18 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由父母

或監護人同意並於報名表簽署作實及具備一份合適的旅遊綜合保

險。 

4. 報名時必須提供與香港身份證完全相符之英文姓名、出生日期、日

間及夜間聯絡電話，尊賞假期有限公司(「本公司」)無須承擔一切

因客人提供的錯誤資料所衍生的額外費用。 

5. 團費費用包括： 

i. 行程表上所列明之交通接送、膳食、景點入場門票(如適

用)；  

ii. 港幣 10 萬元平安保險 

團費費用不包括： 

i. 個人消費 

ii. 行程表列以外之觀光節目 

iii. 因私人交通阻延、罷工、颱風或其他突發情況而非「本公

司」所能控制而引致之額外費用 

6. 「本公司」會為每位客人購買平安保險，報名時必須提供每位客人

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以作購買保險用途，否則本公司有權拒絕

報名。 

7. 「本公司」會保存參加其合資格綠色生活本地遊的每名遊客的姓名

及其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文件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以供有需

要時查核。 

8.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退團/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訂位一經確認後，不能取消或更改日期，已繳付的所有費用亦不會

獲任何退款。客人可於出發前 5 個工作天內更改其他客人出發。如

改期或轉團後之新團費與原本團費有差異，旅客須補回差額。 

2. 若團隊未能成團，將於出發前一個工作天下午三時前致電通知；  

3. 如遇人數不足，交通工具或景區出現問題等可能變化情況，或不可

預知的因素，「本公司」有權在出發前一天（出發日不計）取消旅行

團，但「本公司」無需負責取消旅行團之責任。 

4.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

宿等)，當作自動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所繳費用一

概不會獲發還或賠償，及人身安全亦自行負完全責任與「本公司」

無關。 

5. 暴雨或颱風訊號及特殊情況安排 

陸上遊： 

i. 如出發當日於集合時間兩小時前，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上

颱風訊號、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或經天文台預報

有關信號將於未來兩小時內懸掛，團隊將會取消，客人可

選擇改期出發，否則所有已繳付之費用恕不退回。 

ii. 如天文台懸掛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團隊

則會照常出發，如客人選擇不出發，所有已繳付之費用恕

不退回。 

iii. 另外，在旅程途中，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警告或三號或以

上颱風信號，基於客人的安全考慮，團隊行程將會提早結

束，所有團費將不獲任何退款，敬請留意。 

海上遊： 

i. 如出發當日於集合時間兩小時前，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上

颱風訊號、或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或經天文

台預報有關信號將於未來兩小時內懸掛，團隊將會取消，

客人可選擇改期出發，否則所有已繳付之費用恕不退回。 

ii. 如天文台懸掛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暴雨警告，團隊則會照

常出發，如客人選擇不出發，所有已繳付之費用恕不退回。 

iii. 另外，在旅程途中，天文台懸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或三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基於客人的安全考慮，團隊行程將會

提早結束，所有團費將不獲任何退款，敬請留意。 

 

特別提示 

1. 出發當天客人憑報名收據於指定時間、地點集合，並帶備有效的身

份證以便核對身份。如客人沒有攜帶收據，請於集合地點出示身份

證明文件予工作人員核對身份。否則「本公司」有權保留客人隨團

出發的決定權，而被拒絕出發的客人之所有團費將不獲任何退款，

敬請留意。 

2. 全程安排粵語工作人員。 

3. 客人請於出發當日提早十五分鐘到達集合地點，逾時不候。  

4. 所有海上遊及陸上遊旅行團，客人一律不得攜帶寵物。 

5. 為保障客人健康，如身體不適或體溫超過 37.5℃者，會被拒絕隨團

出發，而團費將不獲退款。 

6. 出發當天請穿著輕便衣服、運動鞋、自備雨具、防曬裝備、自備足

夠飲品及平安藥物。 

7. 由於部份行程景點路面不平，需步行或走上多級階梯，故不建議孕

婦或行動不便的人仕參加。 

8. 12 歲以下小童參與海上遊團別時必須穿著救生衣。 

 

責任細則 

1.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2. 如旅行團遇天氣、海面情況惡劣、道路阻塞、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

題或非「本公司」所能控制情況下，「本公司」有權根據當時情況，

以安全理由更改或調動或取消行程或改乘其他交通工具，亦有權縮

短或延長旅程，如有更改或調動，以領隊安排為準，旅客不能藉故

要求退款或減收費用，旅客不得異議。 

3. 如旅客故意不遵守規則或妨礙領隊或團體之正常活動及利益時，言

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領隊有權取消其

參團資格，所繳費用恕不發還，而該團員離團後一切行動與「本公

司」無關。 

4. 每檯用餐人數以酒家或餐廳安排為準。  

5. 當日行程編排及次序可能會因應時間及景點所需而有調動，以當日

工作人員安排為準。  

6. 行程上提供的相片，只供參考。  

7. 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如輪船或巴士等）、膳食

點、旅遊觀光點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司擁有、管理或操作。如

供應商暫停或改動，恕不另行通知，一切以供應商之最新安排為準。

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或代上述服務機構單位簽發

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機構預

先擬定的規則條款簽發。 

8. 旅客如遇交通延誤、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向擁有、管理或操

作有關交通工具、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或追討

賠償，「本公司」概不對該等遺失、傷亡或損失負責。對於非「本公

司」職員之任何疏忽或失職，「本公司」也概不負責。旅客當根據有

關服務機構單位之有關規則條款，進行追討交涉。旅客在行程中如

遇事故（如參加娛樂或遊戲項目時發生意外）而導致傷亡或財物損

失，「本公司」概不對該等傷亡或財物損失負責。 

9.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以獲得全面保

障。另旅客因自行參加行程外之節目而引致意外，概與「本公司」

無涉。 

10. 旅客應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及其人身安全保障，如有遺失、損壞或

失竊，「本公司」概不負責賠償。如有損傷，「本公司」恕不負責。 

11. 客人參與活動免責條款：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

排，惟客人參加此等活動時，應該遵守服務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

衡量個人的年齡、體格、身體健康狀況，以及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

動內容等，以自行評估應否參與，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

後果。當客人認為有需要時，更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

意見。 

12. 本條款及細則只備有中文譯本，一概以中文譯本為準。  

13.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牌照號碼: 353894 

                                                                                                    CAL20 -T&C(HK)-20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