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uct code:
MM-LH-CRSE16XX-01(A)
即時報名專享:

水晶尚寧號│ 2019 年初一出發

-

樂遊澳紐之旅(15 晚 16 天)

-

2019 年 2 月 5 –20 日(OCY190205-15)
奧克蘭至珀斯 │ 每位由美元 6,810 起

暢遊:
(紐西蘭) 奧克蘭 (澳洲) 悉尼, 荷伯特/塔斯曼尼亞, 袋鼠島
阿得萊德, 阿伯尼, 巴瑟爾頓, 費里曼圖/珀斯
日期

港口

到達

05/2

奧克蘭, 紐西蘭

06-07/2

暢遊塔斯曼海

08-09/2

悉尼, 澳洲 (停留一晚)

10/2

暢遊澳洲海岸

11-12/2

荷伯特/塔斯曼尼亞, 澳

「付全費優惠」：

出發前 190 天結清尾數最高可享 2.5%全額船費折扣優惠。
「水晶郵輪天倫樂」:

6 位全費客人以上, 每人可享美元 200 船上消費額

17 歲或以下小童免費 (三人房)

私人岸上觀光行程費用達美元 2500 以上
可直接享有美元 500 折扣

每房一張 8R 家庭照及 USB (內含照片電子檔案)

10 位以上同行第 11 位免船費（只付港務費）

離開

6 pm

5pm

6pm

8am

1pm

NEW - Crystal Serenity│水晶尚寧號
2018 年全新裝潢│68,870 噸│新客量 980 位
套房更多 │ 私密度更高 │ 美食更多
自主用餐時間 │ 安排更靈活(Open Dining)

洲 (停留一晚)
13/2

暢遊巴斯海峽

14/2

袋鼠島, 澳洲

8am

6pm

15/2

阿得萊德, 澳洲

8am

9pm

16-17/2

暢遊大澳洲灣

18/2

阿伯尼, 澳洲

7:30am

5pm

暢遊:

19/2

巴瑟爾頓, 澳洲

9am

6pm

(澳洲) 奧斯陸、斯塔萬格、卑爾根、弗洛姆、海勒敘爾

20/2

費里曼圖/珀斯, 澳洲

10am
船上設施簡介:
* 娛樂及康體 - 按摩池、游泳池、賭場、電影院、劇院、免稅商店、的士高、
雪茄室、橋牌室、圖書館、電腦室、兒童遊樂及遊戲機室、高爾夫球練習場、
美容院及健身房、小型網球場、緩跑徑及免費自助洗衣房等等。
* 餐廳及酒吧 – 水晶餐廳、日式餐廳、壽司吧、意式餐廳、咖啡廳、池畔燒
烤區及自助餐廳、雪糕吧、酒吧、私人品酒宴會廳等
水晶郵輪特式:







屢獲殊榮: 連續 23 年榮獲「全球最佳郵輪」
，一直於業界傲視同儕，貼心服務盡顯周到、細緻的待客之道；
私密度更高: 載客量只有 980 位，寛敞空間讓你更安心享受私密時光；
空間更大: 新增更多套房讓您體驗更佳水晶生活; 新增兩間 Penthouse Suite With Verandah 以及 36 間
Penthouse With Verandah
一價全包: 船上全包酒水、免費 WIFI 及服務生小費，套房更備有個人管家服務，水晶會員亦可享水晶會員優惠
舌尖上的郵輪: 船上名廚”松久信幸 Nobu Matsuhisa”主理新派日本菜式”UMI UMA”，每天觸動您的味
蕾；各式餐廳提供融合各國特色精髓的料理，為你不斷提供摩登美食；

類別

海景客房

露台客房

套房

二人一房

由美元 6,810 起 (C2)
(約港元 54,480 起)

由美元 8,780 起 (B3)
(約港元 70,240 起)

由美元 14,120 起 (PH)
(約港元 112,960 起)

若需查詢其他房種價格,請洽工作人員

Product code:
MM-LH-CRSE16XX-01(A)
費用包括
15 晚 16 天郵輪住宿, 船上服務生小費、船上免費 WIFI、各類設施及娛樂活動等。
郵輪上 24 小時餐飲服務,包括於船上各餐廳用膳或於酒廊享用上等紅白餐酒和精品烈酒；非酒精飲料亦包括在內。
膳食服務選擇包括 Waterside 水晶主餐廳、Marketplace 自助餐、Churrascaria 池畔燒烤場、24 小時房間服務、法式咖啡館、Palm
Court 觀景廊（下午茶）
。
特色餐廳包括– UMI UMA 日式餐廳 & 壽司吧 (日本菜) 、Prego 意式餐廳。
套房(SH, PH, SS, PS, CP) 已包括私人管家服務。
以上費用不包括
來回機票、機場接送及岸上觀光行程及旅遊保險；一切私人消費如洗衣、電話、傳真、上網、 水療等等；簽證費用及護照費用。
港務費每位美元 750。
條款及細則
• 即時報名優惠（Book Now Saving）以上價錢以二人同房每位美元計算。每房最少 1 位年滿 21 歲之成人同行。
• 「水晶郵輪天倫樂」 Crystal Memories Program:
 6 位全費客人以上(3 間艙房 2 人 1 室) ,每人可享美元 200 船上消費額。(每房最多 2 位)
 17 歲或以下同臥房的第三位船費全免, 只付港口稅。
 私人岸上觀光行程費用達美元 2500 以上可直接享有美元 500 折扣
 每房一張 8 吋乘 10 吋家庭照及 USB (內含照片電子檔案)
 10 位(5 間艙房 2 人 1 室)以上更可獲第 11 位免船費, 只付港口稅。
• 「付全費優惠」出發前 190 天結清尾數最高可享 2.5%全額船費折扣優惠。
• 郵輪航行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將以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價錢以報名時作實。
• 旅客必須持有具六個月或以上有效之旅遊證件/ 護照(由返抵香港日開始計算)及有關之入境簽證(若適用)，
• 本公司對旅客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 以上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報名前請參閱 2018-19 年水晶郵輪行程書(英文版)之資料。www.crystalcruises.com
訂金: (World Cruise 環球之旅之訂金不同, 請洽工作人員) (若需付訂金正確日子, 請洽工作人員)
• 訂金為全額船費之 20%，需於預訂後三日內結清。
• 尾數於出發前 190 日內結清，最高可享 2.5%全額船費折扣優惠。
• 尾數最遲於出發前 100 日內結清。
取消行程罰款: (World Cruise 環球之旅之罰則不同, 請洽工作人員) (若需了解罰款正確日子, 請洽工作人員)
• 於出發前 91 日取消行程，取消行程罰款為 0%，可獲全額船費退回。
• 於出發前 90-46 日取消行程，取消行程罰款為 20%。
• 於出發前 45-31 日取消行程，取消行程罰款為 50%。
• 於出發前 30 日取消行程，取消行程罰款為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