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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dise Luxury - 華儷號」 
                      下龍灣頂級過夜遊船                                              

                                     兩天一夜(2D1N) 優悠下龍灣                              

Paradise Cruises- Luxury 自 2008 年底下水以來，  

一直是下龍灣上的亮點；恰如其名，「Paradise Luxury 華儷號」，  

令人發揮無盡浪漫的想像。美麗的白色船身，寬闊的甲板與金色巨帆，  

這艘仿古遊船優雅地穿越下龍灣的壯麗景致，帶給您難以忘懷的遊船體驗。   

Luxury 華儷號以古典風尚的設計，搭配現代化舒適內裝，以豪華雅致的艙房及國際水準餐飲服務，  

獲得各國旅客一致好評。   

Luxury 華儷號備有 2 天 1 夜的遊船行程，包含餐食、遊船行程及船上住宿，期待各位賓客來臨親身體驗，詳情歡迎瀏覽

以下行程簡介。  

Relaxing Halong   Code No. : PL2                                                                    

ht tp : / /paradisec ru isesgsa.smi levie t .com/                                                                                           FL16-PC001-11DEC15 

**  可代安排河內 – 下龍灣碼頭來回接送 (Seat-in-coach)，須另收取附加費每位 HK$370.(大小同價).         集合地點 :   河內歌劇院集合         
備 註 : 
1. 以上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價錢以每位計算。 
2. 以上費用不包括：旅遊保險、簽證費用、船上服務員小費及其他個人消費。 

3. 團費須於訂位確認後兩天內全數繳付。 
4. 以上兩天一夜行程，出發起點/終點為下龍灣登船及落船。訂位一經確認，團費將不獲退回及不可更改日期、航線。 
5.   因應船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必須提供：英文全名、出生日期、國藉、護照副本(須持有效期 6 個月或以上及有效越南入境簽證副本。 

6.   客人持任何旅遊證件均須辦理越南入境簽證，旅遊證件須持有有效期不少於 6 個月以上(由回港日期起計)。 
  對於貴客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本社概不負責。 

7.                本社特設代辦越南入境簽證，簽證費用$620，請提供護正本及相片一張，需時 5個工作天，歡迎致電查詢。 

8.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 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9.        以上收費有效期至 2016 年 04 月 30 日止 ** 

Paradise Luxury 

華儷號 

出發日期 : 天天出發 

出發日期﹕ 2016 年 1 月 1 日 至 2016 年 04 月 30 日  

(船上住宿) 兩天一夜, ( 2D1N)  (PL2) 
( 2D1N program :  1 Lunch + 1 Dinner + 1Breakfast +Tai Chi Session + Kayak) 

船型類別及房型: 

Features 

L1 L2-4 
雙人(佔半房)  (每位) 

Twin Sharing 

 
單人房 (每位) 

Single 

豪華房 

  Deluxe Cabin:  
  6     6 HK$1,510 起 HK$2,130 起 

豪華房(陽台)  

  Deluxe Balcony: 
  9     7 HK$1,650 起 HK$2,330 起 

天堂號套房 

    Paradise Suite 
  2     2 

HK$2,040 起 HK$2,910 起 
 露台套房 

 Terrace Suite    
-     2 

* 5-11 歲小童(包梳化床) 收費(每位) HK$950 起 

  小童 5歲以下 
* 5 歲以下幼童不佔床可隨 2 位成人同行，每房只限一名小童同房. 如要求加床,需加收 HK$200, 每房

只限一張加床.    *成人不設加床 

售 價 備 註 :           

* 以上價錢只適用於香港,中國及台灣証件持有人,其他國藉需加收附加費如下: 

Deluxe: 成人每位 HKD310 (Single), HKD210 (double/twin) , 小童每位 HK$170 

Deluxe balcony: 成人每位 HKD330 (Single), HKD230 (double/twin) , 小童每位 HK$170 

Paradise /terrace suite:成人每位 HKD390 (Single), HKD270 (double/twin) , 小童每位 HK$170 

24/12 和 31/12 入住雖另收附加費毎位 HKD450 (大小同價) 

 

   同業實價 

http://paradisecruisesgsa.smilevi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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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se Cruises-Luxury 優悠下龍灣 Relaxing Ha Long 兩天一夜 (2D1N) 行程 (PL2)     

天 數 
 

時  間 
 

遊 船 行 程 簡 介 /  Itinerary   -   PL2 ( 2D1N)

 

第1天 

11.30 抵達巡洲島, 前往天堂號休息室享用迎賓飲料, 稍後休息! 

Arrive at Tuan Chau Island  

12.15  登上天堂華儷號遊船 

Transfer to cruise ship 

12.30 享用歡迎特飲料. 遊船經理給客人簡介遊船的旅程以及安全設施等… 

隨後客人領取房間鑰匙, 海上旅程正式開始 . 

Welcome Drink – cruise briefing, safety instructions, check-in cabins. Cruise and program 
commenced. 

13.00   

 

船上享用越式午餐. 

Serve Vietnamese set lunch On-board.  

14:15  15:30 參觀驚訝洞. 驚訝洞是下龍灣為一的壯觀天然溶洞. 

Visit Sung Sot Cave one of the largest Cave in Halong bay. 

15.40  16:15 繼續遊船觀光下龍灣景點. 天堂號遊船不僅只給您欣賞下龍灣的著名景點還能給您欣賞到更多別有洞天的海灣美景

如 天井洞, 斗雞石, 仙洞遊船將停留在此過夜. 

Continue cruising and site seeing in Halong Bay. Paradise Cruise gives you the chance to see more 

undiscovered parts of the Bay- not only will you cruise through Halong Bay but you will also 

passed by the area of  Luon Cave , Trong Cave and Ho dong Tien area for overnight stay. 

16:30- 客人可以選擇參加船上的活動如： 

- 參加傳統越式泡茶及咖啡課程, 在日光平台上享用下午茶。 

- 划皮艇（請客人先與前台人員登記）(*) 

- 使用船上的舒適按摩, Spa 之服務(*) 

Enjoy the high tea while ongoing Vietnamese Coffee and Tea demonstration on the sundeck or you 

can book kayaking and Spa services on board.  

17.30  19.00 享受 ”幸運時刻”買一送一: 客人買一飲料可取得一免費飲料。 

隨後可參加烹飪示範越南美食. 由厨師親自擔任讓客人可親手學習捲傳統越式春卷。 

結束課程後, 遊客們共同品嚐傳統越式米酒一起慶祝。 

Enjoy Happy Hour Buy One and Get One Free. Followed by cooking demonstration and discover 

the Vietnamese cuisine on the sundeck. Make the spring roll by yourself and learn how to toast in 

Vietnamese way with rice wine.  

18.30  19.00 晚餐前享用小食 (免費服務一些小食品及堅果). 

Pre-dinner cocktail on sundeck (serving complimentary nuts and canapés). 

19.30  22.00 享用晚餐時刻! 前往餐廳享用華儷號船主廚為客人們精心烹調的晚餐. 

Chef’s Luxury Set Menu Dinner 1. 

22.00 – 24.00 晚餐後, 客人可以選用船上夜間悠閒活動: 

- 釣魷魚（請客人先與前台人員登記） 

- 欣賞電影 (在船上的餐廳) 

- 舒緩旅程的疲勞可使用船上舒適按摩, Spa 之服務(*) 

- 在船上餐廳或房間內休息,松弛 

Evening Activities – relax at leisure; enjoy Movie Night, Fishing or Beauty Spa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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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遊船航程可能因天氣或安全問題，或任何未能預測之因素而調整改變，敬請留意 !! 

**  所有 行程及條款會隨時更改而不作提前通知. 

**  因應船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必須提供：護照副本(持有效期 6 個月或以上)及有效越南入境簽證副本。 
**  以上行程出發起點/終點為 :下龍灣登船及落船。 
**  另設代訂/ 酒店 / 接送/ 機票 / 私人遊及包團服務 ; 歡迎致電查詢詳情。 

天 數 
 

時  間 
 

遊 船 行 程 簡 介 /  Itinerary   -   PL2 ( 2D1N) 

第 2 天  

 

6.30 在陽台上體驗太極課程及看日出. 

Tai Chi session on Sundeck at the break of dawn. 

7.00 – 7.30 輕早餐, 品嚐咖啡, 茶及家常糕點 . 

Coffee & tea with assorted homemade pastries. 

7.30 – 8.15 遊客們體驗乘獨木舟由當地居民服務, 前往天井洞探索別有洞天的美景. 

Take in the charm and tranquillity of the lagoon at Luon Cave. Experience breath taking view with 
a traditional rowing bamboo boat. 

8.15 返回船上享用點菜早餐. (不限量服務) 

A la carte Breakfast  

9.30 退房及支付其它產生費用 (如有) 

Check-out cabins and settle bills 

10.30 抵達巡洲島碼頭. 結束海上的豪華 2 天 1 夜旅程. 

Arrive at Tuan Chau Island. 

10.30 – 12.00 在返回河內前安排給客人在天堂號套房酒店裡享用 01 輕午餐. 

(只服務給客人有預定天堂號的穿梭小巴之接送服務(*)) 

Set lunch served at Paradise Suites Hotel (Applied ONLY for guests booked shuttle bus of 
Paradise Cruises) 

12.15 – 12.30 穿梭小巴到天堂號套房酒店接客人送回河內市. 

Shuttle bus pick up guests at Paradise Suites Hot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