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票包括:  來回香港至三亞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2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 來回機場及酒店專車接送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國泰港龍航空三亞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座落海棠灣國家海岸，一座以傳說中失落的亞特蘭蒂斯大陸為藍本、海洋為主題的一站式全天候度假勝地。度假區
內有驚險刺激的 冒險樂園、神秘奇幻的 、不同風味的餐廳酒吧、海景客房
均設露台欣賞國家海岸的迷人美景，提供前所未有的旅遊度假體驗！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 9/5 － 31/12/2018

GV2 “S”Class 2-7N 必須於21天前預訂並繳付全費!

尋找失落的  亞特蘭蒂斯
三亞 3 天

www.atlantissanya.com/
Atlantis Sanya      三亞  亞特蘭蒂斯

亞特蘭蒂斯水世界 失落的空間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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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2018年4月28開幕

探尋消失在深海千年的亞特蘭蒂斯文
明，池水在燈光的映射下呈現奇幻多
變的顏色。這裡是超過86,000條海洋
生物的家園，包括280種淡水和海水
動物。在欣賞壯麗的水下世界的同時
，更可學習海洋生物與海洋環境的相

關知識，寓教於樂。
(失落的空間水族館現已開幕)

失落的空間 水族館

這裡有「地獄廚神」Gordon Ramsay
打造的Bread Street Kitchen、名廚主
理的中、日及各國料理，以及代表亞
特蘭蒂斯的Ossiano海底餐廳。無論

哪一個點，都將成為一次難忘的用餐
體驗 (將陸續開幕，實際日期

以酒店官方網頁及現場為準)

21 個餐飲點 

全年開放，體驗反重力水滑梯嘗自由落體式的刺激、探索湍急的水道進入神秘河流隧道與鯊魚擦肩、極速沖浪池中感受與海浪搏擊的快感、專屬小朋友的海洋帝國和嬉水童趣樂園，一家大小享受無窮戲水樂趣。
(亞特蘭蒂斯水世界預計5月開幕，

實際日期以酒店官方網頁及現場為準)

亞特蘭蒂斯 水世界



備註：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國泰/國泰港龍航空。Booking Class “Q”，機票有效期2-7晚，指定出發日期，詳情請參照機票附加費表。
[2] 最少2位成人同行，所有已報名的客人必須同行，不可缺一，來回程日期及航班必須相同，另所有客人必須同時辦理登機手續及於同一個PNR BOOKING內訂位。
[3] PNR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 “OSI KA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XXX Hotel” 
      must be shown in each booking made or changed. Subject to booking cancellation
      if “OSI” element not append in PNR. *來回機票日期需與入住酒店之天數相同
[4] 以上套票不適用於持中國護照人士使用。
[5] 以上價錢必須於21天前預訂及繳付全費，訂位一經確認後，不得更改或取消。
[6] 以上價錢已包國內酒店6%增值稅(VAT)。

注意事項：
[1]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此套票須受本公司「報名及責任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3] 航班資料僅供參考，航空公司保留調動航班編號及時間之權利。
[4] 刊登圖片只供參考。

尋找失落的  亞特蘭蒂斯 三亞 3 天

套票包括:  來回香港至三亞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2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 來回機場及酒店專車接送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國泰港龍航空三亞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 9/5 － 31/12/2018

GV2 “S”Class 2-7N 必須於21天前預訂並繳付全費!

Ocean View Room (48.5 sqm│設露台)
每位價錢

2 1 9 9
同房人數 延期訂房

2成人+2小童

2成人+1小童

2成人

3成人(連1加床)

2 5 9 9
3 2 9 9
3 4 9 9

$1820

$3000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亞特蘭蒂斯水世界預計5月開幕，實際日期以酒店官方網頁及現場為準)

住宿期間無限次暢遊“亞特蘭蒂斯水世界”及“失落的空間水族館”

Imperial Club Ocean View Room (48.5 sqm│設露台，俯瞰海棠灣或亞特蘭蒂斯水世界)
每位價錢

2 5 9 9
同房人數 延期訂房

2成人+2小童

2成人+1小童

3成人(連1加床)

3 0 9 9
2成人 3 9 9 9

3 9 9 9

$2400

$3600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尊享 皇家俱樂部酒廊禮遇 專屬入住及退房服務
早餐、全天小食、下午茶、晚間雞尾酒

入住期間享受4D電影體驗一次 (視乎影院入場人數而定)
小童免費參加Kids And Teens - Club Rush (須提前預約)

11歲以下小童不佔床包早餐

•15-17/6, 20/7-25/8, 24-29/9, 7/10及1-29/11：(逢星期日至四) $400 / (逢星期五及六) $600
•21-23/9：$1280
•30/9及6/10：$1780
•1-5/10, 30/12：$2080
•30/11-29/12：(逢星期日至四) $880 / (逢星期五及六) $1080
•31/12 : $3050

•15-17/6, 20/7-25/8, 24-29/9, 7/10及1-29/11：(逢星期日至四) $400 / (逢星期五及六) $600
•21-23/9：$1280
•30/9及6/10：$1780
•1-5/10, 30/12：$2080
•30/11-29/12：(逢星期日至四) $880 / (逢星期五及六) $1080
•31/12 : $3050

住宿期間 Ocean View Room Imper ia l  Club Ocean View Room

1-14/6,  18/6-19/7,  26/8-20/9及8-31/10
15-17/6,  20/7-25/8,  24-29/9,  7/10及1-29/11
21-23/9及30/11-29/12
30/9-6/10及30/12

$100
$110
$150
$180

$100
$140
$160
$200

早鳥折扣 90天前預訂並繳付全費，每晚每房減收(適用於1/6-30/12期間住宿使用)



國泰國泰國泰國泰////港龍航空港龍航空港龍航空港龍航空
三亞三亞三亞三亞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自悠行機票附加費

出發日期出發日期出發日期出發日期：：：：17/1 17/1 17/1 17/1 – 31/12/201831/12/201831/12/201831/12/2018

出發日期 成人 小童 艙別 航班/備註 

HKG-CX/KA-SYX-CX/KA-HKG 
Ref:  HKG9262FF808 

即日至 13/2, 18/2-27/3, 
2/4-12/7, 1/11-21/12, 

27-31/12 
照列表價 

14-17/2, 28/3-1/4 $490 $370 

13/7-31/10 $90 $70 

GV2 

22-26/12 $390 $290 

S 
2-7N 

Valid on CX/KA operating flights 
& CX codeshare flights operated by KA or KA 

codeshare flights operated by 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