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nya 
三亞 

 Days         Nights 
  日              晚 3        2   

TC: WCXKASYXATS129P/ NBBC/ Last Updated: 1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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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回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KA 

 ２晚三亞  亞特蘭蒂斯度假酒店住宿連早餐 
  2 nights Atlantis Sanya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亞特蘭蒂斯水世界』 
  及『失落的空間水族館』 
 Unlimited free entry to Aquaventure Waterpark  

 and The Lost Chambers Aquarium during the stay 

來回機場至酒店專車接送  
 Roundtrip airport transfers by hotel’s private car 

小童免費享用早餐及任玩『亞特蘭蒂斯水
世界』及『失落的空間水族館』(11歲以下不 

 佔床小童及與最少兩位成人同房) 

 FREE daily breakfast & unlimited free entry to 

Aquaventure Waterpark and The Lost Chambers 

Aquarium for child under 11 years old stay with parents 

without extra bed 

從古至今，對亞特蘭蒂斯文明的尋找從未停止過。無數次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難道，人類 
終究沒有辦法找到這片失落的王國嗎？ 
如今，三亞•亞特蘭蒂斯的崛起，將這片失落王國的神秘文明重新帶回到世人的眼前，在水於 
奇蹟相遇的地方，一段屬於您的奇幻旅程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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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  亞特蘭蒂斯(2018年4月開幕)  
坐落於海棠灣國家海岸，它以消失的亞特蘭蒂斯大陸之謎及
海洋為主題，是中國第一間亞特蘭蒂斯度假勝地。俯瞰波瀾
壯闊、神秘莫測的南海壯景，風格獨特，開啟一場激動人心
的發現之旅。您可在此享受多樣刺激和夢幻體驗，暢玩亞特
蘭蒂斯水世界的先鋒遊樂項目，觀賞異域海洋生物，享用美
味佳餚。向所有年齡段的旅客呈現一個光彩照人的夢幻世界。  

  亞特蘭蒂斯水世界 
  全年開放，恆溫池水，為全家 
 老小帶來無窮樂趣及難忘回憶。  
 水世界係按照國際領先標準建造 
而成。(除衝浪項目外，全部免費) 

  失落的空間水族館 
 自由出入失落的空間水族館，
探索86,000條海洋動物的家園。 

一家大細 尋找迷失帝國 亞特蘭蒂斯Atlantis 

任玩 

* 凡於30/6或之前預訂及31/12或之前入住酒店指
定房間，可免費升級房種，詳情請參閱頁二內容。 



Sanya 
三亞 

 Days         Nights 
  日              晚 3        2   

TC: WCXKASYXATS129P/ NBBC/ Last Updated: 10/10/2019 

 P200/ EXN40/ License No.: 350296/ OP by FRF 

from HK$2,280 up 
OMR-W-1910053-V1 

Valid For Departure: Until 31DEC’19 

# 免費房種升級優惠：１必須於30/6或之前訂房及31/12或之前入住   ２視乎酒店房間之供應情況而定 

※ 以上套票價均按「早鳥優惠 - 入住前21日訂房」及淡季平日入住房價計算，客人如在旺季/假期前夕/大型節日期間入住及不符合有關優惠的使用條件，需另付附加費。詳情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２成人 $3630+ 

２成人+１小童* $2730+ 

２成人+２小童* $2280+ 

３成人 $3340+ 
(大床 x 1 + 加床 x 1) 

平均每位HKD 

*小童11歲以下及不佔床 

海景房 (設露台) 

客房景觀： 海棠灣難忘景色 

房間面積： 約517-861平方呎 

可容納人數：  

3名成人+1名兒童 

或2名成人+2名兒童 

至尊海景房 (設露台) 

客房景觀：壯麗海景 

房間面積： 約538-614平方呎 

可容納人數： 3名成人+1名兒童 

 或2名成人+2名兒童 

２成人 $3900+ 

２成人+１小童* $2910+ 

２成人+２小童* $2410+ 

３成人 $3520+ 
(大床 x 1 + 加床 x 1) 

平均每位HKD 

*小童11歲以下及不佔床 

尊享皇家俱樂部酒廊禮遇： 
• 專屬辦理入住及退房服務 
• 早餐、下午茶、晚間雞尾酒、   
全天供應不含酒精飲品 

皇家俱樂部海景房 
客房景觀： 海棠灣或亞特蘭蒂斯水世界 
 壯美景色 
房間面積：約 517-958平方呎 
可容納人數： 3名成人+1名兒童 
 或2名成人+2名兒童 

一家大細 尋找迷失帝國 亞特蘭蒂斯Atla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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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場秀《C秀》 

以其國際化的演出班底、大師級 

的舞美視覺設計、生動有趣的互動體驗， 

更糅合了前所未有的高難度雜技表演，演繹

一場扣人心弦的亞特蘭蒂斯傳說。  

傳說中的亞特蘭蒂斯是海神波塞冬的長子

Atlas之名，那裡曾擁有高度的文明和技術，

是人人嚮往的理想國，無數的傳說隨著它 

的消亡而充滿了傳奇…… 

駐場秀在三亞亞特蘭蒂斯，用其特有 

的海陸空3D場景帶你重回亞特蘭 

蒂斯，帝國的誕生…… 

門票售價 
每張RMB288 

一家大細 尋找迷失帝國 亞特蘭蒂斯Atla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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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亞特蘭蒂斯供應全天候美食體驗 
酒店共有21間寰球美食餐廰，包括地道中國菜系、亞洲風味和西方菜品。在這裡您

可以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時，亦可欣賞絕美風景。 

 Bread Street Kitchen & Bar -『地獄廚神』Gordon Ramsay為亞特蘭蒂斯帶來英倫味道。 

 奧西亞諾海底餐廳 - 享受「大使環礁湖」水族館的神秘景致，品嚐別樣美妙的海洋味道。 

 奈蘇日式料理 - 潮流新銳，供應各類日式佳餚。現場DJ表演和塗鴉牆使其成為酒店最具風格的用餐地點。 

 蟹 - 專門為賓客炮製各類螃蟹料理的特色餐廳，擁有輕鬆的氛圍和南洋風情的餐廳氛圍。 

 亞特蘭蒂斯水世界「咖啡館與食肆」- 在亞特蘭蒂斯水世界內，隨處可見，迅速滿足您的零食慾望。 

Price Includes :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KA or CX 
• 2 nights Atlantis Sanya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 Unlimited free entry to Aquaventure Waterpark and The Lost Chambers Aquarium 

during the stay 
• Roundtrip airport transfers by hotel’s private car 
• FREE daily breakfast & unlimited free entry to Aquaventure Waterpark and The Lost 

Chambers Aquarium for max. one child under 11 years old per room 
•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 0.15% TIC Levy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 +852-2886-3977]   
 
Terms & Conditions :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01Mar-31Dec19;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1Dec 
• Booking class : S                        Ticket validity : 2-7 Days 
• Minimum 2 adults traveling together on same outbound & inbound flights, and 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record locator (PNR) for all passengers 
• "OSI : CX/KA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must be input in OSI field of PNR 
•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 All the above benefits are only applicable for maximum 2 persons per room per stay 
•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5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company's discretion 
•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 A service fee of HK$30 will be collected for each ticket issued 

費用包括： 
• 來回國泰港龍或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2晚三亞  亞特蘭蒂斯度假酒店住宿連早餐 
• 任玩『亞特蘭蒂斯水世界』及『失落的空間水族館』 
• 來回機場至酒店專車接送  
• 小童免費享用早餐及任玩『亞特蘭蒂斯水世界』及『失落的空間水族館』

(11歲以下不佔床及每房間最多一位) 
• HK$100,000 旅遊保險及0.15% 旅遊業賠償  
 [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條款及細則： 
•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 有效日期：2019年3月1日至12月31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  
• 訂位代號：S                    機票有效期 : 2-7日 
• 來回程均要最少兩位成人同行，訂位時亦必須最少兩位客人在同一個PNR內 
• PNR必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及日期如下： 
 “OSI : CX/KA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 雙人房之房種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 費用並未包括兩地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如適用) 
• 以上優惠每次每房最多適用於兩位客人 
•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500 
•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酒店星級只供參考，詳情請到訪酒店官方網頁查詢  
•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目的 
 地發出外遊警示  
• 每發出機票乙張，收取港幣$30服務費 

國泰港龍 / 國泰 三亞機票附加費表 

KA / CX Sanya Airfare Surcharge 

出發日期：2019年3月1日 – 12月31日 

Travel Period : 01Mar – 31Dec2019 

2 人成行 GV2 (min. 2 adults) 

Departure Adult Child Booking Class Ticket Validity 

01Mar-16Apr, 22Apr-11Jul, 01Nov-20Dec, 27-31Dec --- --- 

S 2-7 Days 
17-21Apr $480 $360 

12Jul-31Oct 80 60 

21-26Dec 38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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