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nting Dream雲頂夢號
2/3 晚香港海上郵輪假期(船票)
登船日期 : 2021年 7月30日至12月29日

費用包括：2/3晚雲頂夢號郵輪住宿並享用船上美食及娛樂設施

2 晚航次(每位)
$888起

乘客登船前注意事項
凡年滿12歲及以上的旅客在碼頭辦理登船手續前必須提供完成疫苗接種的官方證明(已注射兩劑疫苗至
少14天)。注：年齡介乎12歲至15歲並已注射第一劑疫苗(一劑疫苗)未滿14天的兒童可以參加「雲頂夢
號」2021年9月1日至10月14日出發航次。惟2021年10月15日起出發航次，年齡介乎12歲至15歲的兒童
必須完成疫苗接種方能參加「雲頂夢號」的航程(視乎有關當局的規定隨時更改)
所有旅客須於登船前48小時內完成收到COVID-19PCR核酸檢測並提供陰性報告。所有旅客須於碼頭使用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1個價錢、2種體驗
凡於7月31日前訂購任何房種

專享免費參加專業旅運南丫島索罟灣一天美食團(THKH01)#

| # 數量有限 先到先得 ︳

| #以上一天美食團適用之出發日期:9月19,26日/10月17,23日/11月14,28日,每位需預付HK$30服務費| 索罟灣漁村

Day日數 Port of Calls 停泊港口 預計
抵達時間

預計
啓航時間

Day 1 香港(登船) Hong Kong (Embark) 2100

Day 2 / 3 海上暢遊 At Sea -- --

Day 3 / 4 香港(離船) Hong Kong (Disembark) 0800**

快閃優惠

首航: 2019年4月

排水量: 168,666噸

載客量: 5,622人

**逢星期五出發2晚航次之預計抵達時間為0900; **9月19日-3晚航次及9月29日-2晚航次之預計抵達時間為1000

以上航次及預計抵達/啓航時間只供參考，一切以船公司公佈作準，恕不另行通知。

郵輪抗疫措施知多D

隨心出遊靈活退改政策
在最新的「隨心出遊」靈活退改政策下，從2021年5月26日起，預訂香港航次2021年12月29日前出發
的旅客，可以於 行程啟航至少48小時前更改或取消行程。旅客已付之費用將獲全額退回至郵輪信用額，
可用作預訂於2022年 5月31日前香港出發之任何航次。



登船日期

<*該航次已預留船房、可即時確認>

露台客房
Balcony Cabin
Cat: BBS-BSA

豪華露台客房
Balcony Deluxe 

Cabin
Cat: BDS-BDA

皇宮套房
Palace Suite

Cat: DPS-
DPA

2晚航次 [逢星期三]
9月1*、8*、15*、22*<中秋節>、29*日
10月6*、13*<重陽節>、20* 、27*日
11月3、10、17、24日、12月1、8、15日

$888起 $1,088起 $2,788起

8月4、11、18、25*日、12月22、29日 $1,188起 $1,388起

2晚航次 [逢星期五]
8月13、20、27日
9月3、10、17、24日、10月1<國慶日>、8、15、22、
29日
11月5、12、19、26日、12月3、10、17日

$1,488起 $1,688起 $3,288起

8月6日、12月24日 <聖誕節> $1,688起 $1,888起
3晚航次 [逢星期日]

8月29*日、9月5*、12*、19*、26*日、10月3*、10*、
17*、24*、31*日、11月7、14、21、28日、12月5、12、
19日

$1,288起 $1,588起
$3,988起

8月1、8、15、22*日、12月26日
$1,688起 $1,988起

郵輪雜費(每位) HK$437/每位
[7月20日後預訂] HK$500/每位

全程郵輪服務員小費 (每位)
<以港幣計算，於郵輪上繳付>

[2晚航次] 露台房或以下HK$240;套房HK$300

[3晚航次] 露台房或以下HK$360;套房HK$450

Price per person in Twin sharing  (Currency quotes in HKD) 二人一房每位船票(以港元計算)
**以上套票價目是以 2021年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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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費用均以成人每位價作為單位，並以港幣計算。
訂位必須繳付全費。訂位一經確認，費用將不獲退回。
價目只適用於香港居民。
船票一經確認，概不可更改日期、航線、退款及不得轉讓。
確認訂位前，客人必須核對清楚訂位時提交之個人資料準確無誤。如因修改個人資料(如﹕姓名)所產生一切費用，均由客人自行承擔，本公司概不負責。
價目表資料僅供參考，價格及優惠均視乎機位及艙房之供應情況並繳付訂金時為準，詳情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費用不包括機票費用、機場離境稅、航空燃油附加費、香港機場建設費及其他應付稅費、郵輪雜費、港口稅、郵輪燃油附加費、船上指定保險費、岸上觀光、簽證費用、
旅遊保險、船上服務員小費及其他個人消費。
如因郵輪公司增加燃油附加費及稅項、或因外幣匯率浮動等，客人須繳交差額。實際金額以機票出票日期或船公司告示發出日期為準。
客人需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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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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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b.gov.hk 或致電(852)1868。
郵輪備註
客人報名時請提供有效旅遊證件之副本。
以上價格以港幣、每位成人佔半房計算。如同房第三、四位客人、單人及小童之價格或其他艙房級別，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聯絡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查詢。
郵輪上各項收費，均以港幣結算，敬請注意。各收費項目費用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郵輪公司規定以離船日為基準，此行程不適合24週之上孕婦及6個月以下嬰兒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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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公司亦可在不收取額外費用下提升艙房級別，客人不得異議。
郵輪上之晚餐(於主餐廳)均以船上之實際坐位安排情況而定，敬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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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停靠或更改行程，顧客同意及接受本公司或郵輪公司均不會作出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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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同意及接受郵輪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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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討或索償。
圖片只供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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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瀏覽郵輪公司網頁: http://dreamcruise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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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費用、價格及行程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對服務質素有任何意見，歡迎電郵至 suggestion@cruiseexpert.com.hk AD Code: 2102069 - 22DRE-GDR-HKG-CTN-0730-1229 Expiry Date: 29Dec21-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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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集合及出發時間於出發前一天下午 4時後由領隊通知；另請嘉賓於出發當日提早十五分鐘到達集合地點，逾時不候。。 

  

 

 

 

 

 

 

 

 

**準確集合及出發時間於出發前一天下午 4時後由領隊通知；另請嘉賓於出發當日提早十五分鐘到達集合地點，逾時不候。。 

索罟灣漁村 

 

百年天后廟  蘆鬚城泳灘  

                

   

南丫島索罟灣海鮮街、百年天后廟、 

神風洞、索罟灣觀景亭及蘆鬚城泳灘 

一天美食團               THKH01 
出發日期 : 9 月 19、26 日，10 月 17、23 日，11 月 14、28 日  

$158 起 (大小同價) 

集合時間 : 上午 11：00am  / 散團時間 : 約下午 18:00 

集合地點 : 尖沙咀碼頭公眾碼頭 5 號泊位 (11:30 開船) 

**工作人員服務費 HK$30 元正；會在報名時一並收取，敬請留意。 

付款方式 : 專業旅運門市、網上平台、轉數快 FPS、銀行戶口轉賬 

 

更全面旅遊服務 

專業旅運始於 1986 年，除機票酒店自由行外，現提供

更全面旅遊服務，由資深策劃團隊設計 

自家專業旅運旅行團，更多旅遊選擇，享受優質服務。 

11:00 集合之後，由資深導遊陪同乘船出發暢游維多利亞港並前往~南丫島索罟灣。  

南丫島：位於香港之南，形狀像漢字的丫，因此得名為南丫島，並且逐漸取代了博寮洲一名，而其英文又像大寫 Y 的形狀，所以又有 Y Island 
的英文別稱。 

索罟灣：位於香港南丫島東岸的海灣。索罟灣昔日由英國人命名為 Picnic Bay，中文意思為「野餐灣」。 

12:15 午餐：『天虹海鮮酒家』漁民海鮮風味午餐 
每席 6 位用(椒鹽生海蝦、清蒸海上鮮、陳皮蒸鮑魚、豉椒炒蜆、得獎咕噜肉、豉油王煎鮮魷、紅燒豆腐、油鹽水雜菜、楊洲炒飯、干燒伊麵) 

13:15 參觀海鮮街，自由購物 

13:45 百年天后廟：南丫島三大天后廟之一，擁有 150 年歷史。當地漁民出海捕魚前，會在此向掌管大海的天后娘娘祈求平安和豐收。廟內展示一 
條皇帶魚的標本，皇帶魚是世界上最長的硬骨魚，是漁民在 2001 年於南丫島海灣捕獲的。 
神風洞：神風洞可甚具歷史價值！因為洞穴在二次大戰期間，曾是日軍「神風敢死隊」的戰略要點；當年日軍在洞穴裡，收藏了多艘對盟軍艦

隻進行自殺式襲擊的突擊快艇，故名「神風洞」。 
索罟灣觀景亭：這裡可以俯瞰整個索罟灣，而且還能看到山景，更可飽覽大嶼山和長洲等島嶼，觀九龍碼頭輪船穿梭情景。 

14:45 前往蘆鬚城泳灘(自備沙灘用品:泳裝、泳帽、泳鏡、太陽油) 

蘆鬚城泳灘:蘆鬚城泳灘是香港南丫島中部蘆鬚城的一個泳灘，與島上另一個泳灘洪聖爺灣之間相距數公里，而且沒有車路連接。該泳灘目前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 

17:15 索罟灣碼頭集合後，乘船返回尖沙咀碼頭公眾碼頭 

18:00 尖沙咀公眾碼頭解散。** (行程之先後次序及用餐時間只作參考 以當天導遊安排為準 )  

<安心防疫措施>︰  
冠狀病毒檢測 : 確保領隊/導遊及工作人員已接受及通過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 

消毒用品準備 : 確保行程期間為參加者提供消毒搓手液或消毒濕紙巾。 

人數限制 : 保證安排每團不多於 28 位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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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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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用膳 : 根據最新政府規例人數安排座位，並提供公筷公匙予客人使用。 

安心出行：客人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否則可以拒絕旅客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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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保險。 

<溫馨小提示>︰  
請客人自備晴、雨用具，防曬裝備、輕便服裝及自備水樽和飲用水，及提高警覺注

意安全。 

敬請衡量個人體能狀況，並遵從當日工作人員指引。 

現時郊野公園、海岸公園及特別地區等，已不設垃圾箱及回收箱。做好源頭減廢及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餐廳每席入座人數上限會按當時政府最新公佈實施之政策作準，餐膳款式及數量會

視乎每席入座人數可能會增加或減少，本社不會另行通知，客人不得藉詞退團或退

款，敬請留意。行程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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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亮點 

索罟灣觀景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