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馬郵輪專線 : (905) 474-9628 
nghcruise.com 

生效日期 :2022/08/10 

由於航空公司、郵輪公司等不定時調整價格，以上行程及價格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另郵輪之行程以郵輪公司所公佈之爲準。各位歡迎隨時來電諮詢郵輪公司會員優惠，此

優惠受若干條款限制。Rates are per person. Price may be withdrawn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Space i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t time of booking. Valid 

on new individual booking only. NGH Cruis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at any conditions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雙人內艙房  

船票、來回多倫多巴士套餐  
每位(加幣) $ 1448 起  

價錢包括:郵輪船票,來回多倫多巴士接送,1晚美國酒店，港口稅及離境稅。 

(並不包括：船上小費—郵輪公司建議USD$14.50/乘客/晚， 

導遊及司機服務費USD$50/乘客，及郵輪公司保留收取燃油附加費之權利。) 

注意：特惠價郵輪船艙分配由郵輪公司確定，本社不能保證特定的客艙或樓層位置。 

乘坐17萬噸郵輪 Anthem of the Seas   2022年12月17日出發  

ROAN221218 

10天巴哈馬群島皇家郵輪  

天數   停靠港囗 Port   抵達   離開 

1  多倫多 - Outlet Mall - 入住美國酒店     

2  新澤西州自由岬港 Bayonne, New Jersey      3:00pm 

3  海上同樂 At Sea     

4  奧蘭多，佛羅里達州 （Orlando）Port Canaveral, FL  12:00pm  9:00pm 

5  邁亞密，佛羅里達州 Miami, FL  9:00am  5:00pm 

6  巴哈馬可可島 CocoCay, Bahamas  7:00pm  5:00pm 

7  拿騷，巴哈馬 Nassau, Bahamas  8:00am  5:00pm 

8  海上同樂  At Sea     

9  海上同樂  At Sea     

10  新澤西州自由岬港 Bayonne, New Jersey  - 多倫多  6:00am   

行程包括: 美國酒店住宿1天; 停留Outlet Mall 狂瘋購物 



特別亮點 
 每個客房都可觀景，客房擁有多种房型，包括演播室客房、轉為單身

遊客設計的陽台房、三种標準套房及复式套房等。  

 海洋聖歌號的北极星設計受到了英國倫敦眼的啟發。該膠囊艙一次可

容納14人，并附著于一個類似於起重機的吊桿上。  

 模擬高空跳傘“iFly”依靠強大的風力使參與者在戶外甲板的高空中飄

動和旋轉。  

 模室內的“SeaPlex”的可以讓你盡情遊戲籃球、乒乓球、秋千和碰碰

車。這廣闊的空間還為溜冰愛好者提供了自由滑行的場所。  

 模另一个場所Two70, 所其高達82米的全景可以提供刺激的高空特技

表演和其他演出。  

海洋聖歌號檔案 

重量 167,800噸  

載客數  4,180 

艙房數 2,090間 

樓層  18 

航行速度  22海哩 

服務年份 2015年春季 

生效日期 : 2022/8/11 

Anthem of the Seas 海 洋 聖 歌 號 :  點 亮 您 的 精 彩 人 生 



查詢熱線 HOTLINE: (905) 474-9628 

遊覽團費用包括  遊覽團團費不包括  

 所有列明在行程表中 
 碼頭至公園來回接送  

 個人餐飲、消費及旅遊保險 

 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 

 Downtown Disney 所有門票  

早上郵輪抵達拿騷。巴哈馬群島首府，也是世界上最

美麗的港口之一。它不僅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標，購物

中心，出色的海灘，還有各式各樣絕佳的陸上及海上

活動。雖然目前已是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但隨處都提

醒人們身為英國殖民地的過去。天馬旅遊導遊帶領下

乘坐小汽車前往名勝景點如：女王樓梯，舊炮台，首

個公眾泳攤，及天堂島世界十大豪華六星級度假村亞

特蘭提斯。之後客人可自行到碼頭跳蚤市場選購手工

藝品，或返回郵輪用餐。 

(郵輪抵達后，乘車前往遊覽沼澤叢林動物園。客人可先乘坐

沼澤電動船（Jungle Boat）遊覽鱷魚潭，或參觀公園各種各

樣的珍稀動物。公園飼養不同品種的鳥類，亦有全世界最著

名的熱帶動物，如巨蟒，短吻鱷，熱帶龜，弗羅里達獵豹，

野生黑熊等；還可近距離接觸野生動物。大型的涉禽類，如

紅篦鷺、林鶴(wood stork)、大藍鷺Great blue heron)及各類

的鷺鷥。它也是世上唯一短吻鱷alligators，鱷魚的共棲地,保

護區及國際重要沼地。大人小朋友都樂而忘返，增廣見識。

停留約三小時後便前往Downtown Disney 迪士尼娛樂城。

Downtown Disney分三大區域, (購物 /飲食/娛樂)此外，購物

區的改裝也包括將原有的米奇角色商店變更為「迪士尼世

界」（World of Disney），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商店

了。除了迪士尼商店之外，也有一些例如迪士尼別針專賣

店，可以自己設計專屬T恤的店，還有迪士尼聖誕飾品專賣店

等。那裡另一個熱門的店就是樂高積木專賣店，店的裡裡外

外都有放置大型的樂高積木成品，拼湊的技術，令人嘆為觀

止,成人及小朋友一定樂宜忘返。 傍晚時間行程結束后返回

郵輪用餐。 

團費每位（USD） $168.00 
*** 只接受銀行本票/現金，不得退款。岸上觀光團之價錢是基於30人或以上－專車計算； 

如人數介乎20至30人，團費每位另收美元$20.00；如人數不足20人，本團將會取消或團費將有所改變。 

疫情期間,所有景點如有更改或取消,本公司有權自行決定修改 

2022皇家巴哈馬岸上觀光套餐 



旅遊細則、額外收費、注意以下事項：  
1. 以上團費費用均以成人每位價作為單位，並以加幣計算。郵輪公司的港口服務費及碼頭稅包括在內。 

2. 所有燃油附加費未計在內，視乎郵輪公司而定。 

3. 以上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如因航空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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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數以出機票及船票時作

準。 

5. 若出發日期多於登記90天訂金需於24小內繳交，或出發日期於登記90天內訂金需立即繳交；否則作自動取消登記。 

6. 餘款需於出發前90天繳付，否則作自動退團論，訂金自動作廢。 

7. 出發前天數不包括通知日及出發日。 

8. 報名後，團員因私人理由要求取消或更改姓名、出發日期及旅團等，本公司將根據郵輪公司的細則處理。 

9. 小童收費是指十二歲以下與父母在郵輪同房及佔床計算。 

10. 如單數報名，必需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11. 在任何情況下人客取消出發或郵輪更改船程路線，所有已繳付的燃油附加費、港口服務費、碼頭稅、郵輪上服務費均不

獲退還。 

12. 電子船票及電子機票於出發前3星期內領取。 

13. 客人需持有由回程日期起計不少於 6 個月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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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持之旅遊證件須申辦入境簽證，持證人必須於出發前辦妥有關之入境簽證。 

14. 懷有 2 4 週身孕客人不接受登船(以啟航首日為基準)及 6 個月以下嬰兒不接受登船  (以啟航首日為基準)。 

15. 客人必須帶同返回原居地機票，否則郵輪公司可能拒絕其登船。 

16. 如自備機票，費用及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查詢。 

17. 本公司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郵輪備註 
1. 因應郵輪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請提供有效旅遊證件之副本及住址資料。 

2. 郵輪上各項收費，均以美元結算，敬請注意。 

3. 艙房層數及位置將以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4. 因郵輪的 3，4 人房受到載客人數限制的關係，故報名時未能即時確認。如因此限制，日後未能安排，客人可選擇採用

雙人客房收費，或可選擇退出，訂金將全數退回。 

5. 應郵輪公司要求，凡21歲以下的貴客，需與同行成年人仕同房，若非與父母同行的貴客,需於出發前出示父母同意授權書

(己婚夫婦則可提供結婚証書代替)。 

6. 行程中“離開”及“到達”港口時間可能會有所調整，一切以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7. 行程內次序，郵輪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及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客人不得異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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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程之項目，並不會因而作出補

償，各貴賓不得異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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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郵輪公司不會作出任何補償，顧客不

得異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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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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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