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uct code:
MR-LH-RSSSE09EK-01(A)

七海航行者號│Seven Seas Voyager│地中海之旅│郵輪套票早報名優惠(6 月 12 日前)

摩納哥、意大利、法國、西班牙郵輪套票

聚焦葡萄酒之旅特色

2018 年 11 月 5-13 日 │ 8 晚 9 天 (郵輪住宿 7 晚 8 天)
蒙地卡羅至巴塞隆納│優惠價 每位由港元 18,499 起 (露台房)
§尊貴套票§套票已包括來回機票、船費及回程機場接送







暢遊:
(摩納哥) 蒙地卡羅

(意大利) 佛羅倫斯/比薩, 羅馬, 那不勒斯/龐貝

(法國) 普羅旺斯/馬賽 (西班牙) 馬略卡島帕爾馬城, 巴塞隆納
日期

港口

到達

5/11

香港尼斯(經杜拜)

1235am

蒙地卡羅, 摩納哥

6pm

離開

6/11

佛羅倫斯/比薩(利沃諾), 意大利

8am

8pm

7/11

羅馬(奇維塔韋基亞), 意大利

8am

8pm

8/11

那不勒斯/龐貝, 意大利

8am

6pm

9/11

暢遊地中海

10/11

普羅旺斯(馬賽), 法國

8am

6pm

11/11

馬略卡島帕爾馬城, 西班牙

12pm

9pm

12/11

巴塞隆納, 西班牙

7am

EK381
EK077
EK188
EK380

安抵香港

七海郵輪 一價全包的精彩旅程
 無限享用岸上觀光行程
 全包船上服務生小費
 登船前豪華酒店住宿(指定房種)
 酒店至碼頭接送(指定房種)
 船上特色餐廳
 船上所有娛樂設施
 免費無限 WIFI

高達 35 個免費岸上觀光行程

巴塞隆納香港(經杜拜)
13/11

駐船葡萄酒專家
品酒及烹飪配對體驗
葡萄酒研討會
品酒主題岸上行程
Banfi 葡萄酒餐飲體驗

10:05pm
9:05pm

暫定航班资料 – 阿聯酋航空
香港 – 杜拜
05NOV
杜拜 – 尼斯
05NOV
巴塞隆納 – 杜拜
12NOV
杜拜 – 香港
13NOV

0035 / 0535
0820 / 1235
2205 / 0745
0955 / 2105

升級優惠: 經濟客艙提升至商務客艙每位只需＄24,000
七海郵輪特式:


屢獲殊榮: 榮獲多年「十大最佳郵輪」，一直於業界傲



視同儕，貼心服務盡顯周到、細緻的待客之道；
私密度高: 載客量只有 700 位，寛敞套房讓你随意享受



私密時光；
全套房設計: 全海景露台套房設計, 讓您足不出戶亦能



近距離欣賞各國美景; 盡情享受快樂時光;
舌尖上的郵輪: 各式餐廳提供各國特色料理，為你不斷

七海航行者號 │ Seven Seas Voyager
2017 年新裝修 │ 46,000 噸
載客量 700 位客人 │ 船員數量達 448 位

推陳出新，特式餐廳包括: 美式扒房, 法式餐廳, 意式
餐廳, 國際菜主餐廳等等 每天觸動您的味蕾；


一價全包: 全包岸上觀光，免費 Wi-Fi 服務，登船前酒
店住宿，船上酒水及服務生小費，套房 C 以上更備有

船上設施及餐膳簡介
娛樂服務
游泳池、賭場、劇院、免稅商店、酒吧、雪
茄室、遊戲室、橋牌室、圖書館、電腦室、
美容院 (Canyon Ranch paClub®)及健身
房等。
膳食服務
Compass Ross 主菜廳、自助餐、池畔燒烤
場、24 小時房間送餐服務。
特色餐廳 – Prime 7 (扒房)、Charteruse
(法國菜)、La Veranda / Sette Mari (意大
利菜)

個人管家服務

房種
二人一房優惠套票/
每位港元

VERANDA SUITE - H

CONCIERGE SUITE - E

18,499

可享登船前一晚酒店住及
酒店至登船接送服務

25,999

*若需查詢其他房種價格, 請洽工作人員
港務費及港口稅 HK$ 3,565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約 HK$ 540 機場建設費: HK$160

Veranda Suite

Product code:
MR-LH-RSSSE09EK-01(A)

費用包括
• 阿聯酋航空來回香港至目的地經濟客位機票 (經杜拜轉機)
• 7 晚 8 天郵輪住宿、多達 35 個岸上觀光服務、船上服務生小費、免費無限 Wi-Fi、各類設施及娛樂活動等。船上 24 小時
餐飲服務。
• 套房 E 級(Concierge Suite)或以上可享一晚登船前酒店住宿連酒店至碼頭接送服務。套房 C 以上更備有個人管家服務。
• 0.15%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以上費用不包括
機場接送及旅遊保險；一切私人消費如洗衣、電話、傳真、上網、水療等等；港務費(約每位港元 3,565)、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機場
建設費、簽證費用及護照費用。
條款及細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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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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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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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後三日內必須繳付全費。
• 套票一經確認，概不可更改日期、航線、退款及不得轉讓。
• 如航空公司或郵輪公司增收燃油附加費、其他應繳稅費，乘客須繳付差額。實際金額以機票出 票日期或船公司告示發出日
期為準。有關金額將於旅遊套票確認後釐定並加到最終的票價。
• 本公司對旅客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 以上費用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此套票不適用於郵輪公司或航空公司網上或任何推廣優惠。
• 套票價格有效期至 2018 年 6 月 12 日，期間價格會因房間或機位供應量而浮動，價錢以報名當日為實。
• 以上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報名前請參閱 2018 年七海郵輪行程書(英文版)之資料。www.RSSC.com
機票備註：
• 訂位代號 Booking class:“ Q ”, 機票有效期為 3 日-1 個月
• 機票並不允許轉讓搭乘其他航空公司、不允許更改路線、不允許退票
• 訂位時必須輸入“OSI EK DEAL ITX2”。
• 只適用於阿聯酋航空營運之出發航班
• 轉乘其他訂位代號之機票附加費（每位）:
訂位代號
成人／小童
Ｋ
HK$ 600
• 請向本公司查詢其他訂位代號之機票附加費
• 客人可免費停留杜拜或曼谷，但停留期間必須多於 24 小時, 詳情請向本公司查詢，視乎機位供應情況而定

Compass Ross 主菜廳

Pool Deck 游泳池

Business class 商務客位

A380

Economy class 經濟客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