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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套票優惠包括:  *去程不適用於17：45（含17：45）後的航班 

1) 直航船往返香港/ 九州港２套 (船程:1小時10分鐘) 

  中港城上落船:去程: 07:30 / 08:30 / 09:30 / 11:30 / 13:30 / 15:30  

              回程: 08:00 / 10:00 / 11:45 / 14:00 / 16:00 / 17:00  

港澳碼頭上落船:去程: 08:40 / 10:30 / 12:30 / 14:30 / 16:30  

       回程: 09:00 / 11:00 / 13:00 / 15:00 / 18:00 / 19:30 / 20:30 / 21:30 

2) 穿梭巴士碼頭往返海洋王國巴士站 (車程約45分鐘) 

    (穿梭巴士為定時定點班次, 視乎車位而定,需訂房時確定車期) 

     營運時間: 去程:08:50-19:00  / 回程: 09:50 –20:00 

3) 酒店度假園景房１間１晚 

4) 酒店豐富自助早餐２份 

5) 入住當天或次日橫琴灣水上樂園1次進園門票2張 

6) 入住當天大馬戲門票(二等座)2張或珠海海洋王國兩天多次進園門票2張 

 

提升房型每房每晚需補差額:豪華度假園景房+HKD300/房度假海景房+ HKD420/房,豪華度假海景房+ HKD530/房, 

家庭客房+ HKD650/房,會所園景客房+ HKD900/房, 會所海景客房+ HKD1150/房, 會所複式家庭客房+ HKD1520/房, 

增訂船票 

一至日28/9-7/10 成人 $390 ; 小童 (五歲以下) $320 

增訂成人門票 

大馬戲門票 二等; $480/張 ; 一等; $630/張 

海洋王國門票  $480/張 (只可出入一次) 

大馬戲門票 + 

海洋王國門票 

二等; $750/張 ; 一等; $880/張 

(必須同一天內遊玩大馬戲箔海洋王國) 

2人套票(度假園景房) 1/9-5/9 , 8/9-27/9 , 8/10-31/10  6/9-7/9  28/9-30/9, 6/10-7/10  1/10-5/10  

                      日至五              六  

套票A:大馬戲門票 
$3086 $3806 $4266      $3186 $4366 

套票B:海洋王國門票 
$3226 $3906 $4366      $3306 $4486 

套票C: 

大馬戲+海洋王國門票 
$3786 $4466 $4926      $3866 $5026 

第三位客人同行入住優惠(含早餐 1份, 水上樂園門票 1張, 海洋王國門票 1張或入住當天大馬戲門票(二等座)1張) 

套票 A: +$600 , 套票 B: +$680 , 套票 C: +$950 ;    **以上價格不包括加床及船票費用,每房只限加1 位 

 

 

備註: 

(1) 以上套票價有效期01/09/2014-31/10/2014 

(2) 以上套票價格以雙人計算(需最少二人同行)。 

(3) 所有船期班次及巴士接送時間均以船公司或  

    酒店最後公佈為準。 

(4) 套票一經確認，不得任何更改、取消或辨理退款。 

(5) 客人要求大床或雙床, 必須視乎酒店安排, 如酒店 

   未能配合,客人不得藉詞取消。 

(6)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7) 以上價格以報名時為準, 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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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國擁有八大主題園區： 

雨林飛翔;海洋奇觀;繽紛世界;海豚灣;極地探險;海象山;橫琴海;海洋大街。 

給你八個不同的故事，讓你置身于海洋世界中,暢遊海洋動物帶給你的不同精彩。 

＊＊＊＊＊＊＊＊＊＊＊＊＊＊＊＊＊＊＊＊＊＊＊＊＊＊＊＊＊＊＊＊＊＊＊＊＊＊ 

 2人套票優惠包括:  *去程不適用於17：45（含17：45）後的航班 

1) 直航船往返香港/ 九州港２套 (船程:1小時10分鐘) 

  中港城上落船:去程: 07:30 / 08:30 / 09:30 / 11:30 / 13:30 / 15:30  

              回程: 08:00 / 10:00 / 11:45 / 14:00 / 16:00 / 17:00  

港澳碼頭上落船:去程: 08:40 / 10:30 / 12:30 / 14:30 / 16:30  

       回程: 09:00 / 11:00 / 13:00 / 15:00 / 18:00 / 19:30 / 20:30 / 21:30 

2) 穿梭巴士碼頭往返海洋王國巴士站 (車程約45分鐘) 

    (穿梭巴士為定時定點班次, 視乎車位而定,需訂房時確定車期) 

     營運時間: 去程:08:50-19:00  / 回程: 09:50 –20:00 

3) 酒店度假園景房１間１晚 

4) 酒店豐富自助早餐２份 

5) 入住當天或次日橫琴灣水上樂園1次進園門票2張 

6) 入住當天大馬戲門票(二等座)2張或珠海海洋王國兩天多次進園門票2張 

 

提升房型每房每晚需補差額:豪華度假園景房+HKD300/房度假海景房+ HKD420/房,豪華度假海景房+ HKD530/房, 

家庭客房+ HKD650/房,會所園景客房+ HKD900/房, 會所海景客房+ HKD1150/房, 會所複式家庭客房+ HKD1520/房, 

增訂船票 

一至日28/9-7/10 成人 $350 ; 小童 (五歲以下) $250 

增訂成人門票 

大馬戲門票 二等; $480/張 ; 一等; $650/張 

海洋王國門票  $480/張 (只可出入一次) 

大馬戲門票 + 

海洋王國門票 

二等; $750/張 ; 一等; $900/張 

(必須同一天內遊玩大馬戲箔海洋王國) 

2人套票(度假園景房) 1/9-5/9 , 8/9-27/9 , 8/10-31/10  6/9-7/9  28/9-30/9, 6/10-7/10  1/10-5/10  

                      日至五              六  

套票A:大馬戲門票 
$2926 $3626 $4086      $3006 $4166 

套票B:海洋王國門票 
$3046 $3726 $4186      $3126 $4286 

套票C: 

大馬戲+海洋王國門票 
$3606 $4286 $4746      $3686 $4826 

第三位客人同行入住優惠(含早餐 1份, 水上樂園門票 1張, 海洋王國門票 1張或入住當天大馬戲門票(二等座)1張) 

套票 A: +$600 , 套票 B: +$680 , 套票 C: +$950 ;    **以上價格不包括加床及船票費用,每房只限加1 位 

 

備註: 

(1) 以上套票價有效期01/09/2014-31/10/2014 

(2) 以上套票價格以雙人計算(需最少二人同行)。 

(3) 所有船期班次及巴士接送時間均以船公司或  

    酒店最後公佈為準。 

(4) 套票一經確認，不得任何更改、取消或辨理退款。 

(5) 客人要求大床或雙床, 必須視乎酒店安排, 如酒店 

   未能配合,客人不得藉詞取消。 

(6)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7) 以上價格以報名時為準, 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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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票包括: 
1. 直航船往返中港城 / 順德港 去程時間: 11:00/回程時間: 18:00 

2. 穿梭巴士往返酒店 / 順德港碼頭 

3. 雙人客房 1 晚 
每房只限二人入住，第三至四位客人須加收附加費。2 歲以上 HK$210/晚﹔來回碼頭接送 HKD60/位 

二位套票價 一至四 五至日 
5/9-9/9 

30/9-6/10 
7/10 

園景房 $1506 $1666 $1906 $1566 

湖景水上房 $1886 $2106 $2366 $1946 

複式 4 人套房 $2462 $2702 $2982 $2582 

商務套房 $2306 $2406 $2586 $2366 

增訂來回船票 成人 小童(5 歲以下) 

平日 $380 $320 

5/9-8/9, 30/9-7/10 $400 $350 

 
 
 
 
 
 
 
 
 

 

備註: 

(1) 此套票有效期為 05/08/2014-31/10/2014 

(2) 以上套票價格以雙人計算(需最少二人同行)。 

(3) 所有船期班次及巴士接送時間均以船公司或酒店最後公佈為準。 

(4) 套票一經確認，不得任何更改、取消或辦理退款。 

(5) 客人要求大床或雙床，必須視乎酒店安排，如酒店未能配合，客人不得藉詞取消。 

(6)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7) 以上價格以報名時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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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套票特點(2 位)： 
1. 直通車往返香港 / 碧水灣溫泉渡假村車票 2 套 
2. 特色客房 1 晚 
3. 酒店豐富中西自助早餐 2 份 
4. 多次浸泡露天溫泉浴 

休閒套票價 星期日至四 星期五至六 5/9 6/9-7/9 8/9 

園景雙人房 / 豪華大床房 $1946 $2206 $2286 $2726 $2026 

河景雙人房 / 豪華蜜月房 $2146 $2386 $2466 $2866 $2226 

觀塘 APM 07:20 

鑽石山(上原銜) 07:30 

油麻地(奶路臣街) 07:20 

油麻地碧街(地鐵 A1出口) 07:30 

去
程

 

葵芳(新都會-興芳道出口) 07:45 

車
程
約

4
.5

小
時

 回
程

 

碧水灣溫泉渡假村 14:30 

 
 
 
 
 
 
 
 
  

如需增訂香港 / 碧水灣溫泉渡假村  

來回車票每位 HK$320 

**5/9-8/9 如車公司價格浮動, 需補差額 

備註: 

(1)以上套票有效期為18/08/2014-28/09/2014 

(2)套票以雙人佔半房計算(需最少二人同行)。 

(3)所有船期班次及巴士接送時間均以船公司或酒店最後公佈為準。 

(4)套票一經確認，不得任何更改、取消或辦理退款。 

(5)客人要求大床或雙床，必須視乎酒店安排，如酒店未能配合，客人不得藉詞取消。 

(6)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7)以上價格以報名時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備註: 

(1)以上套票有效期為01/09/2014-31/10/2014 

(2)套票以雙人佔半房計算(需最少二人同行)。 

(3)所有船期班次及巴士接送時間均以船公司或酒店最後公佈為準。 

(4)套票一經確認，不得任何更改、取消或辦理退款。 

(5)客人要求大床或雙床，必須視乎酒店安排，如酒店未能配合，客人不得藉詞取消。 

(6)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7)以上價格以報名時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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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瀛莊溫泉套票特點(2 位): 

1. 直航船往返中港城 / 斗門港(船程:約 2 小時) 去程:11:00; 回程:15:40 

2. 直航船往返中港城 / 九州港(船程:約 75 分鐘) (有接送的航班) 

中港地上落船: 去程: 09:30,15:30; 回程:14:00, 17:00 

上環信德上落船:去程:12:30, 14:30; 回程:11:00, 15:00 

3. 穿梭巴士往返酒店 / 碼頭 

4. “御瀛莊”雙人客房 1 晚 

5. 酒店自助早餐 2 份 

6. 客人可自費享用酒店內多項設施 

7. 多次浸泡露天溫泉浴 

 二位客人套票價 日至四 五 六,9/9 6/9-8/9,6/10 29/9-30/9 1/10-5/10 7/10 

標準雙人房 $1806 $1966 $2046 $2106 $2026 $2166 $1866 
溫泉 VIP(圓床/方床) 

<配有室內溫泉浴池> 
$2386 $2486 $2626 $2686 $2546 $2806 $2446 

複式雙人房 $2046 $2266 $2386 $2446 $2326 $2566 $2106 
複式客廳雙人房 $2166 $2446 $2606 $2666 $2506 $2806 $2226 

斗
門
港

 

豪華雙人套房 $2486 $2666 $2846 $2906 $2726 $3066 $2546 
 二位客人套票價 日至四 五 六,9/9 6/9-8/9,6/10 29/9-30/9 1/10-5/10 7/10 

標準雙人房 $1926 $2086 $2166 $2226 $2146 $2286 $1986 
溫泉 VIP(圓床/方床) 

<配有室內溫泉浴池> 
$2506 $2606 $2746 $2806 $2666 $2926 $2566 

複式雙人房 $2166 $2386 $2506 $2566 $2446 $2686 $2226 
複式客廳雙人房 $2286 $2566 $2726 $2786 $2626 $2926 $2346 

九
州
港

 

豪華雙人套房 $2606 $2786 $2966 $3026 $2846 $3186 $2666 
如需增訂斗門港來回船票: 成人 $330; 小童(五歲以下)$270; 29/9-7/10: $360(大小同價) 

如需增訂九州港來回船票: 成人 $375; 小童(五歲以下)$300; 29/9-7/10: 成人$355; 小童(五歲以下)$330 

 
 
 
 
 
 
 

 



4)自由享用客 WIFI, 健身室及乾濕蒸汽房 

5)自由享用室外 2000m 游泳池(人造沙灘、兒童泳池、滑梯) 

6)免費遊覽 20萬平方米荷花池及攀遊蓮湖公園松山寶塔 

7)每位客人均可參與”瘋狂扭蛋”一次,幸運禮品多多 

8)以下項目 3 選 1 

-1.2 米以下小童隨同父母入住贈送自助早餐一份(限每房一份);或 

-早上 9:00 王下午 18:00 使用戶外籃球場作戶外活動;或 

-酒店提供巴士至風情島橋頭宋屋洲入園自由暢享農家樂 

-(限 8 人至 20 人才有接送,往返一次,需提前預約) 

-穿梭巴士往返酒店至常平火車站(車程大約 20 分鐘)(需自行與酒店預約) 

由三正半山酒店出發接送時間:10:30, 13:30, 16:30 

由常平火車站(麥當勞旁)出發接送時間:11:30, 14:30, 17:30 

備註: 

(1)以上套票有效期為 01/09/2014-30/11/2014 

(2)套票以雙人佔半房計算(需最少二人同行)。 

(3)所有船期班次及巴士接送時間均以船公司或酒店最後公佈為準。 

(4)套票一經確認，不得任何更改、取消或辦理退款。 

(5)客人要求大床或雙床，必須視乎酒店安排，如酒店未能配合，客人不得藉詞取消。 

(6)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7)以上價格以報名時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代訂香港至橋頭三正半山酒店來回車票: 

每套 HK$180(28/9-7/10 除外) 

(去:油麻地 10:30/ 三山半酒店回: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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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水區池畔客房-可從陽臺或浴室直接進入泳池，對於喜歡游泳的客人來說，一定是不二的選擇 
親水區池畔客房-只有 9 間，從速預訂 !! 

二人套票價 
園景區 

高級房 

園景區 

行政房 

親水高級房/  

園景豪華房 

親水區 

池畔大床房 

“秋韵美食之旅”雙人休閒 A 
套票內容包括: 
1)入住橋頭三正半山酒店客房 1 間 1 晚; 

2)於酒店西餐廳享用西式自助早餐兩份及自助晚餐 2 份 

3)於酒店愛琴海大堂吧盡享雙人悠閒”秋韵美食之旅”特飲

+精美西點 及以下 4-8 項) 

$986 $1046 $1186 $1586 

“秋韵美食之旅”雙人休閒 B 
套票內容包括: 
1)入住橋頭三正半山酒店客房 1 間 1 晚; 

2)於酒店西餐廳享用西式自助早餐 2 份 

3)於酒店漢宮中餐廳享受秋韵美食雙人套餐 1 份(3 小菜 1

湯) 及以下 4-8 項) 

$906 $986 $1086 $1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