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光譜號 Spectrum Of The Seas 

啟航日期：2023年1月20日 (年廿九) 
 

Troms Code: PSZ05 
Pkg code: PSS05_RSPE0120C 

DC 
Eff date: 14JUL22 

亞洲(新年精選) 
 

5晚 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 
遊輪假期 

 

首航年份: 2019 
排水量: 168,666  
載客量: 5622 
樓層: 16 樓層 

 : 2956 6838        : rc@tcitravel.com   : www.tcitravel.com     : 350299 

【健康遊輪中心】 
皇家家勒比遊輪設有全面和具科學依
據的指引，覆蓋由船上至到岸的每一
環遊輪體驗。我們會因應最新公共衛
生資訊和旅遊要求，不斷為指引進行
評估。詳情請瀏覽皇家加勒比網站。 
Singapore HRTS Protocol 請按此 
常見問題(FAQ):請按此 
 
皇家加勒比補充條款及細則，詳情請
瀏覽以下網址: 
查看新型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私
查看隱政策 : 請按此 
查看岸上觀光確認書: 請按此 
查看查看健康確認書: 請按此 

https://www.royalcaribbean.com/content/dam/royal/countries/HKG/protocol/SGP Protocol_0621.pdf
https://www.royalcaribbean.com/sgp/en/faq
https://www.royalcaribbean.com/content/dam/royal/resources/pdf/hong-kong/covid-19-privacy-policy-hkg.pdf
https://www.royalcaribbean.com/hkg/zh/the-healthy-sail-center/shore-excursions-health
https://www.royalcaribbean.com/content/dam/royal/resources/pdf/english-covid-19-supplementary-terms-and-conditions.pdf


Troms Code: PSZ05 
Pkg code: PSS05_RSPE0120C 

DC 
Eff date: 14JUL22 

載譽設施 

無窮娛樂 

船上艙房種類 

泳池 海上碰碰車 Bumper Cars 北極星 North Star* 

娛樂表演 甲板衝浪  Flowrider ® 270度景觀廳  TWO70® 

 

機械人酒吧 Bionic Bar*  飛濺灣 Splashaway Bay 
 

攀石牆  Rock Climbing Wall 

Spacious Ocean View Ocean View Balcony Ocean View with Large Balcony 

由新加坡啟航、暢遊馬來西亞檳城及吉隆坡！玩樂無限、娛樂無窮的海上假期，「玩．住．歎」！ 
登上巨型郵輪- 在皇家加勒比遊輪穿梭海、陸、空玩樂極限，體驗非凡住宿，歎盡環球滋味， 

玩盡新世代的高科技娛樂設施，享受一流的旅客禮遇，享受無與倫比的海上假期。 

Silver Junior Suite 

昇華遊輪假期–盡在皇家套房系列  

Grand Suite - 1 Bedrooms Grand Loft Suite with Balcon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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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Day 港口/Port 抵達時間/Arr 離開時間/Dep 

20 Jan (Fri) 新加坡 - 登船  Cruise embarks at Singapore - 16:30 

21 Jan (Sat) 

檳城/馬來西亞 (停留一晚) 

         Penang, Malaysia (Overnight)  

14:30 - 

22 Jan (Sun) 

年初一 
-- 18:00 

23 Jan (Mon) 

年初二 
布吉/泰國 Phuket, Thailand 08:00 18:00 

24 Jan (Tue) 

年初三 
海上暢遊 At Sea - - 

25 Jan (Wed) 

年初四 
新加坡  - 離船  Cruise disembarks at Singapore 07:00 - 

啟航日期 –  
2023年 

Inside Guarantee 
 (Cat. ZI) 

Size : 166sq. ft.  

Interior 
 (Cat. 4V) 

Size : 166sq. ft.  

Ocean View Balcony 
(Cat.4D) 

Size : 198+55sq.ft. 

Silver Junior Suite  
(Cat.J4) 

Size : 276+55sq.ft. 

1月20日 / 20 Jan  
年廿九 

Now : HK$4,990起 
HK$5,270起 

【免費提升至露台房】 
HK$6,440起 

費用包括： 費用不包括： 

條款及細刖： 

• 5 晚 遊輪住宿連膳食及船上娛樂表演 • 港口服務費﹑簽證費﹑船上保險﹑燃油附加費或政府稅項﹑岸上觀光費﹑附有
定價的飲料﹑船上服務小費﹑旅遊保險﹑機場稅及其他個人消費 

• 以上價錢以港幣二人同房每位計算。另備第三/四位同房及單人房價錢，
歡迎查詢。 

• 訂位時需繳付訂金，一經確認，概不可更改日期，航線及退款。餘款必須
於郵輪公司限前全數繳付。 

• 繳付費用後，不得退款及作任何更改。 

• 船票票價錢均視乎機位及艙房之情況而決定。 

• 以上條款及規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本價目表上之價錢為印刷當日之最新價目，如有任何更改，一切以報名當
日於本公司電腦系統內所顯示之價錢為準。 

• 旅客必須持有至少以回港日計起6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入境簽證，郵輪公
司及其特約旅行社對等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 郵輪航行路線次序﹑泊岸時間及航班時間只供參考。如因天氣惡劣﹑風浪
太大或各種未知的因素影響而未能泊岸或起飛，一切以郵輪公司及航空公 

       司安排為準。 

 

• 因應郵輪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須提供有效旅遊證件之副本。 

• 有關郵輪公司之一般資料請參閱郵輪公司行程書，而關於取消行程之罰款收費，
請參考郵輪公司之國際條款。 

• TCI勝景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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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

勝景遊及郵輪公司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 香港政府旅遊警示於2009年10月20日起生效，欲取最新旅遊警示資訊，請瀏覽
保安處網頁www.sb.gov.hk/chi/ota 

• 於「迫不得已」情況下，郵輪公司/航空公司及其他供應商有權於出發前作出取
消服務的安排。（「迫不得已」理由乃指戰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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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和工業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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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郵輪公司/航空公司及其他供應商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所提供的服務安排，
處理客人退款時TCI勝景遊將會收取每位手續費港幣$800及退票費(如適用)。 

 

Troms Code: PSZ05 
Pkg code: PSS05_RSPE0120C 

DC 
Eff date: 14JUL22 

* 以上價格是以2022年7月12日之報價計算,所有價格一切以報名當日於本公司電腦系統內所顯示之價錢為準及另備其他級別之艙房, 請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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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HRTS Protocol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All guests ages 12+ must be fully vaccinated to sail, guest 12 years old and below can sail non-vaccinated & guests will be considered 

fully  vaccinated 14 days after the final dose. 
 All guests, regardless of age or vaccination status, must undergo an approved supervised ART or PCR test on the day before the sail 

date and receive a negative result in order to board the ship. The ART OR PCR test result proof must be the English version. 
 

港口服務費及政府稅 
Port Charge & Gov’t Fee   

約 HK$1,400 

船上服務人員小費 (於船上繳付) 
On Board Gratuities  

每位每晚約美元US$14.5 / 套房或以上美元S$17.5並以船上作準 

       Land by Ten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