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M HOTEL 海洋光譜號 Spectrum of the Seas 5 天尊品郵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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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 Hotel 全新酒店  

2021 年 8 月開幕！  

酒店座落於西貢，外形時尚，設計酷似飛

機機翼，富造型感，採取落地玻璃設計，

予人舒適自在的感覺。  

酒店總面積近 30,000 呎，樓高 5 層，提
供 260 間舒適雅致的客房，分別以綠色、藍色
和橙色佈置，代表碧海、藍天和陽光，讓賓客
彷如置身大自然的懷抱。 

   探索鬧市綠洲的魅力，體驗西貢區全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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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天，吃喝玩樂, 全數打點 
 與你共度快樂時，天天都唔簡單  

 

Tour code: CHKW05 

出發日期：2021 年 12 月 29 日 

只辦一團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海洋光譜號 Spectrum of the Seas 

尊賞假期貼心安排郵輪特備節目，與你共度每個難忘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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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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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鬧市綠洲的魅力~ WM HOTEL 

 全新酒店，於 2021 年 8 月 1 日試業開幕。酒店地理位置優越，加上外形設計獨特，一開業即深

受用家追捧。 

 香港小姐 2021 港姐真人 show，選址西貢全新開幕 W M 酒店，為 staycation 實景拍攝場地。 

 

 

 

 

 

 

 

 

 

 

 

 

 

 

 

 

 

 

 

 

 

 

 
 

踏足客家小島秘境 ~ 鹽田梓 

鹽田梓又名鹽田仔，是西貢對出的島嶼，由於本身島上的居民全部信奉天主教，故有「教友村」的美稱。

鹽田梓是香港碩果僅存的鹽田，非常難得！除可參觀鹽田的製作過程外，島上亦有不少景點，如

天主教堂、鹽田仔博物館及文物陳列室等。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https://hk.trip.com/travel-guide/attraction/hong-kong/sai-kung-78475/


第 1 天  油麻地 ~ 米芝蓮食府[全記]龍蝦鮑魚海鮮午餐 

~ 鹽田梓 ~ WM HOTEL                                                                                                                                                  

是日集合於油麻地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如未檢測團友

可於當天集合前先自行檢測），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

下，乘坐旅遊車前往西貢。午餐於著名食府~全記品嚐鮑魚

海鮮餐。餐後乘坐渡輪前往鹽田梓， 遊畢，前往 WM 

HOTEL 晚餐及住宿。 

鹽田梓曬鹽場鹽：鹽田梓之所以得名，是因為鹽業曾經是

島上的經濟支柱，在鹽田梓的歷史上舉足輕重。早期的客

家原居民以鹽為主要貿易商品，設田曬鹽，靠賣鹽為生。

可惜鹽場最終敵不過國際競爭，被市場淘汰。如今，昔日

的曬鹽場只作示範用途。 

聖若瑟小堂：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文化遺產的羅馬式

建築於 1890 年落成，由外方傳教會傳教士所設計，專門供

奉鹽田梓的守護神。 

鹽田梓文物展覽館：前身是澄波學校，現在則改作訪客中

心，將鹽田梓源遠流長的歷史濃縮成迷你館藏，展出昔日

的陶瓷製品、家居日用品，細數村落的獨特故事。 

午餐：[全記]龍蝦鮑魚海鮮午餐 晚餐：酒店享用自助餐 

：W M HOTEL 
 
第 2 天  WM HOTEL ~ 自由探索西貢（訪尋懷美食或特

色小店） ~ 五星級酒店點心放題午餐  ~ 啓德郵輪碼頭  

公園 ~ 登船                                                                                                                                               
早餐於酒店餐廳。早上自由活動，可自由探索西貢市或享

用酒店設施。於指定時間集合，乘坐旅遊車返回市區，於

五星級[海逸君綽酒店]享用點心放題午餐，創新及懷舊點

心，任叫任食。及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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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尊品旅程。  

啓德郵輪碼頭公園: 公園佔地二萬三千平方米，設有中央

草坪、觀景平台、水景花園及噴泉廣場等。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海逸君綽酒店]享用點心放題  

晚餐：郵輪餐廳 

：郵輪上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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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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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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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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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天  香港啟德郵輪碼頭離船                                                                                                         
是日返抵香港啟德郵輪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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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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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冠狀病毒疫苗/檢測 : 確保領隊/導遊及工作人員已完成接種兩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2. 消毒用品準備 : 確保旅遊巴及行程期間為參加者提供消毒搓手液或消毒濕紙巾。 
3. 體溫量度 : 出發前為所有參加者及工作人員測量體溫;拒絕讓體溫超過 37.5℃及身體不適的人士隨團出發。 
4. 配戴口罩 : 領隊/導遊、司機等工作人員及所有參加者，除用餐時間外均全程必須配戴外科口罩。 
5. 安心用膳 : 根據最新政府規例人數安排座位。 
6. 保險保障 : 為所有參加者購買包含 2019 冠狀病毒病保障的本地一天團旅遊保險。 

安心放心防疫措施 (本地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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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KW05WIN21_0923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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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的「未來航次抵用券」。 

適用於 2021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的預訂。了解更多 https://www.royalcaribbean.com/hkg/zh/cruise-with-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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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