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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夢郵輪「世界夢號」2 晚香港、南中國海(郵輪船票) 
 

啟航日期 ：2019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五 (年十八) 

 
 

 
 
 
 

 
 
 
 
 
 
 
 
 
 
 
 

 
 

 

 
 

 
 

 
 

天數 港口 抵達時間 離港時間 

第一天(星期五) 香港啟德碼頭 Hong Kong Kai Tak Cruise Terminal Check-in Time18:30 – 20:30 21:00 

第二天(星期六) 海上巡遊 At Sea - - 

第三天(星期日) 香港啟德碼頭 Hong Kong Kai Tak Cruise Terminal 09:00 - 

 
 
 
 

 

*如遇客房緊張，客人有機會被安排入住關愛房(即傷殘人士客房)  

*露台房 BSS/BSA : 一張雙人床 + 一張單人沙發床/一張單人沙發床 + 一張壁櫃床 

*房間安排以船公司安排為準 
 

2019 年 2 月 22 日 (年十八) 

房種/客房級別 人數 

原價 會員優惠價(已包港務費) 

第1,2位同房價 第1,2位同房價 

露台客房 
BSS/BSA 

2 $3890 起/每位 $2090 起/每位 

內側客房 
ISS/ISA 

2 $2650 起/每位 $1770 起/每位 

 
 

歌影視紅星 

 

家燕媽媽與您‧ 

歌影視紅星 - 薛家燕小姐 

  
 

排水量：150,695 噸 

 
載客量：3,376 人 

 

訂購聯絡 : 福利部 阿樂 

查詢電話 : 2998 7278 朱小姐 

教聯會贊助優惠價 

內艙房$1770 起/位 
(已包稅項及每房送演唱會票 2張) 

費用包括： 

 2 晚「世界夢號」住宿、 

指定膳食及娛樂。 

 郵輪港務費用。 

露台房~會員可用優惠價加

購演唱會門票： 

二等票優惠價$200(原價$600) 

一等票優惠價$400(原價$800) 

VIP 票優惠價$600(原價$1000) 

「教聯會贊助」會員於即日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前報名，2019 年 2 月 22 日新春演唱會航次之指

定房種，可享教聯會贊助優惠價  (優惠適用於 12 月 24 日起之全新訂單，房間由郵輪公司安排) 

 

同賀 香港中旅 邁向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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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票不包括以下之費用 

全程船上服務費(船上繳付) 
(2 歲及以下無需繳付-以出發日期計算) 

內側客房、露台房 每人每晚港幣$120 元 

 

演唱會門票備註 ： 

1. 所有入場人士(包括成人及小童)必須以一人一票，憑票入場。  

2. 門票只適用於指定的表演和演出時段，如演出的日期或時間有所改變主辦機構並沒有義務退款或退換門票。主辦機構有權將節目取消或改期，增加、刪減 或更

換演出者，修改節目內容、演出地點或座位數目。節目的任何修改均不能構成退票原因。 

3. 主辦機構對遺失、被盜或遭損毀之門票概不負責。 

4. 主辦機構保留自行安排座位之權利，有權安排與票上指定座號不同的座位，恕不另行通知。  

5.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拒絕任何行為不規矩或不適當、影響他人享受節目或構成安全威脅的人士進場，在此情況下，主辦機構將不會退款或賠償。任何造成滋 擾，

行為不當，或不遵守主辦機構提出之要求的觀衆，將被趕出劇院，且不獲退款或賠償。  

6. 嚴禁於表演期間進行攝錄機，未經授權的錄製片段將被沒收和刪除。 

7. 主辦機構將不會對任何因不可抗力的因素而造成的影響負責，如表演延誤或取消、停電、火災、爆炸、洪水、八號或以上颱風、暴雨或類似災害、罷工、 勞資

糾紛、異常惡劣天氣、戰爭、叛亂、暴動、內亂、恐怖主義行為或威脅、天災、傳染病爆發、工業行動、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法令或條例、政府指令或 法規，或

任何其他超出其控製的合理原因。  

8. 贈票將不獲現金退款。 

簽證需知(如有任何更改，以郵輪公司公佈為準)： 

1. 旅客於香港離境必須具備的旅遊證件包括： 

甲、 年滿 18 歲或以上之香港永久居民須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或 有效護照； 

乙、 年滿 18 歲或以上之香港居民須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及有效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証身份書或有效護照； 

丙、 年滿 11 至 17 歲之兒童須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或有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港證 或 有效護照； 

丁、 11 歲以下之兒童須持有香港身份證或有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港證 或 有效護照 

2. 持外國護照人土，可享過境免中國簽証。 

3. 中國居民必需具備有效往來港澳通行證及至少有 2 次有效香港入境簽注或有效中國護照及多次香港入境簽注。 

4. 客人需持有有效之個人證件，本公司對客人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註: 

1. 價錢表只適用於每房最少 1 位香港/澳門永久性居民。 

2. 小童定義:2 至 12 歲。 

3. 第 3/4 位乘客價格，是以其他兩位成年人乘客共用艙房內各項設備為基準計算。 

4. 以上 3/4 人房，須視乎客人報名後，船公司房間供應情況方可作實。 

5. 兩歲以下嬰兒價錢為成人船票的 25%。 

6. 單人報名之客人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7. 船上服務生小費將自動加入閣下船上戶口(以如有更改，以郵輪公司公佈為準)。 

備註: 

1. 因應郵輪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請提供以下資料: 正確的英文姓名、中文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點、香港/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及有效日期、

國籍。 

2. 請攜帶一個小旅行袋，因為在上岸前一個晚上，服務員會先收取行李。 

3. 報名時必須繳付全數。船票一經確認，不接受任何更改及退款。 

4. 電子船票於出發前 1 天內領取。 

5. 價目表資料僅供參考，價格及優惠均視乎機位、船房及酒店房間之供應作出調整，實際價錢以正式確定訂位之後之價格為準。本公司保留一切於訂位確認前更

改價格的權利。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 

6. 套票須於出發前一天分行取回或由領隊於碼頭集合地方派發。 

7. 因應個別郵輪公司及船隻航行路線，嬰兒必須在郵輪啟程首日，至少年滿 6-12 個月才能參加，需視乎航線而定，詳情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如有任何更改，以

郵輪公司公佈為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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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郵輪公司亦可在不收取額 外費用下提升艙房至較高級別，

客人不得異議。 

9. 郵輪上用膳時間 (於主餐廳內享用) 均以郵輪公司最終安排為準。 

10. 孕婦懷孕 24 週或以上(按回程日期計算) 不接受登船，孕婦懷孕 20-23 週，在登船前時須出示醫生證明信 (如有任何更改，以郵輪公司公佈為準)。 

11. 艙房住宿乃根據星夢郵輪公司供應而定。 

12. 航程路線、停泊碼頭位置、接駁船服務及泊岸啟航時間將以郵輪公司為準，星夢郵輪公司或保留最終決定權。 

13. 旅客必須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如適用)，本公司對旅客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14. 香港中國旅行社及星夢郵輪公司保留權利隨時更改以下之條款及細則。若有任何異議，香港中國旅行社星夢郵輪公司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15. 其他細則及條款均以”星夢郵輪公司”行程英文版為準。 

16.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17. 以上行程價格及其他相關費用(例如手續費及稅項等)可在香港中國旅行社網站查看或向行社職員查詢。 

18. 行程表所列載的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詳情請參閱收據備註，恕不另行通知。 

19.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行程之項目，並不會因此作出補償，各參加者不得異議。 

20. 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船公司或本公司不會作出任何補償，客人不得異議。 

21. 客人可於取船票時向分社行索取「旅客注意事項」，以便出發前作好適當準備。 

22.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

退票費，有關退票費，交通服務供應商或會因應個別出發日期之航次而徵收較高之退票費甚或不設退票，確實金額以交通服務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準; 詳情請瀏

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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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郵輪公司 均不會作出任何補償，客人不得異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