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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会 

鸡尾酒会饮品（无限畅饮） 
套餐价格以每人每小时计算。 人数限制为最低 30人。 所有宾客需选择同款套餐。 另须加 15%服务费。 

首小时 
随后 

每小时 

无酒精套餐 ·汽水  

·无酒精杂果宾治 

·冰冻果汁 

新币 15元 新币 11元 

啤酒,葡萄酒,汽水套餐 ·汽水 

·无酒精杂果宾治  

·冰冻果汁  

·啤酒  

·招牌葡萄酒 

新币 25元 新币 18元 

招牌饮料套餐 ·汽水 

·无酒精杂果宾治  

·冰冻果汁  

·啤酒  

·招牌葡萄酒 

·招牌烈酒 

新币 30元 新币 21元 

特选尊贵饮料套餐 ·汽水 

·无酒精杂果宾治  

·冰冻果汁  

·啤酒  

·招牌葡萄酒 

·指定尊贵烈酒 

新币 35元 新币 25元 

啤酒狂热 ·指定生啤酒或当地啤酒 新币 18元 新币 13元 

鸡尾酒派对 ·招牌气泡酒 

·鸡尾酒/无酒 精鸡尾酒 4款 

新币 26元 新币 18元 

 

 

鸡尾酒会餐点（无限添加） 
套餐价格以每人每小时计。人数限制为最低 30人。所有宾客需要选择同款套餐。 另须加 15%服务费。 

首小时 
随后 

每小时 

经典套餐 ．冷开胃餐点 2 款  

．热开胃餐点 2 款 

．甜品 1 款  

．零食小点 1款 

新币 28元 新币 22元 

豪华套餐 ．冷开胃餐点 3 款 

．热开胃餐点 3 款 

．甜品 2 款 

．零食小点 1款 

新币 32元 新币 26元 

尊贵套餐 ．冷开胃餐点 4 款 

．热开胃餐点 4 款 

．甜品 2 款 

．零食小点 2款 

新币 36元 新币 30元 

 

* 套餐价格以每人每小时计。人数限制为最低 30 人。同组宾客需要选择同款套餐。另须加 15%服务费。所有价格及套餐内容将有可能作出调动及更改,

恕不另作通知。所有工作员工的人手安排将由船上安排。所有饮料均以杯装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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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美食 

 

下午茶 
套餐价格根据一人份量下午茶(最长 90分钟)计算。 人数限制为最低 20人，最高为 100人。所有宾客需选择同款套餐。另须加 15%服务费 

经典下午茶套餐 · 杂锦曲奇 

· 杂锦迷你鲜果塔 

· 杂锦迷你三明治(3款) 

· 杂锦法式糕点 

· 蛋糕 

· 1 杯冰冻果汁 

· 茶及咖啡 

新币 28元 

尊贵下午茶套餐 · 杂锦曲奇  

· 杂锦迷你鲜果塔  

· 杂锦迷你三明治(3款)  

· 杂锦法式糕点  

· 蛋糕  

· 杂锦手工夹心巧克力 

· 1 杯冰冻果汁 

· 茶及咖啡  

新币 32元 

 

茶歇 
套餐价格根据每人每小节(最长 45分钟)计算。 人数限制为最低 10人。所有宾客需要选择同款套餐。 另须加 15%服务费 

经典茶歇 ·杂锦曲奇 

·茶及咖啡 

·1 款冰冻果汁 

新币 15元 

豪华茶歇 ·咸点 2 款 

·甜点 2 款 

·茶及咖啡 

·2 款冰冻果汁 

新币 20元 

尊贵茶歇 ·咸点 4 款 

·甜点 2 款 

·茶及咖啡 

·2 款冰冻果汁 

新币 25元 

  

 

欢迎套餐 
另须加 15%服务费 

标准水果盘 3 款新鲜时令水果盘(切片) 新币 11元 

豪华水果盘 5 款新鲜时令水果盘(切片) 新币 16元 

尊贵水果盘 5 款新鲜时令水果盘(原个) 新币 22元 

招牌葡萄酒 招牌红酒/白酒/气泡酒(每支) 新币 28元 

 
*所有价格及套餐内容将有可能作出调动及更改，恕不另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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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烤及自助餐派对 
 

烧烤派对 

标准套餐 自助沙律吧, 面包及面包卷, 时令水果,前菜 4款,汤品 1款,主菜 3

款,烧烤食品 3款,米饭及面条 1款,甜品 3款 

新币 38元 

豪华套餐 自助沙律吧, 面包及面包卷, 时令水果,前菜 5款,汤品 1款,主菜 3

款,烧烤食品 4款,米饭及面条 1款,甜品 4款 

新币 60元 

尊贵套餐 自助沙律吧, 面包及面包卷, 时令水果,前菜 6款,汤品 1款,主菜 4

款,烧烤食品 4款,米饭及面条 1款,甜品 5款 

新币 82元 

*人数限制为最低 40人。所有宾客需要选择同款套餐。套餐价格根据每人计算，另须加 15%服务费。 套餐服务时段最长为一小时三十分钟，饮料

包括水、茶及咖啡。 烧烤派对只限于 The Market或 Zouk海滩派对俱乐部举行，场地预定视乎情况而定。 特殊餐饮菜单欢迎查询。 

 

 

 

 

 

 

 

 

 

 

 

 

自助餐派对 

标准套餐 自助沙律吧, 面包及面包卷, 时令水果,前菜 4款,汤品 1款,主菜 4

款,米饭及面条 1款,甜品 3款 

新币 32元 

豪华套餐 自助沙律吧, 面包及面包卷, 时令水果,前菜 5款,汤品 1款,主菜 5

款,米饭及面条 1款,甜品 5款 

新币 48元 

尊贵套餐 自助沙律吧, 面包及面包卷, 时令水果,前菜 6款,汤品 1款,主菜 6

款,切肉台 1款,米饭及面条 1款,甜品 5款 

新币 66元 

*人数限制为最低 40人。所有宾客需要选择同款套餐。套餐价格根据每人计算，另须加 15%服务费。套餐服务时段最长为一小时三十分钟，饮料包

括水、茶及咖啡。自助餐派对只安排于星颂乐廊、棕榈阁、8号宴会厅、The Market或 Zouk海滩派对俱乐部举行,场地视乎情况而定。特殊餐饮菜

单可向我们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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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度浪漫时刻 

 
纪念及浪漫时刻 

浪漫套餐 ·1 瓶招牌气泡酒 

·写有祝词的精美蛋糕(500克) 

·温馨客房布置及气球装饰 

·酒店总监签名的星梦纪念证书 

新币 88元 

豪华浪漫套餐 ·1 瓶香槟 

·巧克力草莓甜品盘 （10颗） 

·写有祝词的精美蛋糕(500克) 

·温馨客房布置及气球装饰 

·酒店总监签名的星梦纪念证书 

新币 248 元 

尊贵浪漫套餐 ·1 瓶香槟 

·巧克力草莓甜品盘(10颗)  

·写有祝词的精美蛋糕(500克) 

·温馨客房布置及气球装饰  

·酒店总监签名的星梦纪念证书  

·两位水晶生活水疗 60分钟全身按摩  

·纪念照片(含 1张 6x8寸相片及精美相框,由专业摄影师于任何船上

背景板拍摄) 

新币 516 元 

 

* 套餐已包括服务费。如无特殊要求, 套餐内所有的餐饮项目、温馨客房布置及气球装饰及星梦纪念证书将于航程首晚送至宾客的客房。 

蛋糕及饮料亦可送至船上餐厅享用,敬请提前与我们联络安排。如有蛋糕及饮食的特殊要求,请于预订时提出。 

 

庆祝及生日 

庆祝套餐  ·招牌气泡酒 

·写有祝词的精美蛋糕(500克) 新币 72元 

生日庆祝套餐 ·招牌气泡酒 

·写有祝词的精美蛋糕(500克) 

·生日客房布置及气球装饰 

新币 95元 

小孩生日庆祝套餐 ·汽水 (4 罐) /瓶装果汁（4 瓶） 

·写有祝词的精美蛋糕(500克) 

·生日客房布置及气球装饰 

新币 79元 

 

精美蛋糕选项 

·可选口味：黑森林 / 水果 / 巧克力 / 芝士 

·可选祝词：Happy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Happy Anniversary! 

·定制祝词 请询价 

* 套餐已包括服务费。如无特殊要求, 套餐内所有的餐饮项目及温馨客房布置将于航程首晚送至宾客的客房。蛋糕及饮料亦可送至船上餐厅享用,敬

请提前与我们联络安排。如有蛋糕及饮食的特殊要求,请于预订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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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难忘时光 
 

蛋糕 

500 克 供 2 - 6 人分享 新币 42元 

1 千克 供 6 - 12人分享 新币 68元 

2 千克 供 12 - 20人分享 新币 100 元 

3 千克 供 20 - 30人分享 新币 148 元 

特别订制蛋糕(1 千克) 供 6 - 12人分享 新币 200 元 

订制糕点 迷你纸杯蛋糕 / 马卡龙 / 曲奇 新币 2.5 元（每件） 

精美蛋糕选项 

·可选口味：黑森林 / 水果 / 巧克力 / 芝士 

·可选祝词：Happy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Happy Anniversary! 

·蛋糕加商标图案：最大可达 A4 大小 新币 8元（每件） 

 

* 预订特别订制蛋糕、订制糕点、加商标或图案最晚须于启航 14天前提出并于启航 7天前确认商标或图案。订制糕点最低预订要求为 12件。 如无

特殊要求，蛋糕将会于航程首晚送至宾客的客房。蛋糕亦可送至船上餐厅享用，敬请提前与我们联络安排。如有蛋糕及饮食的特殊要求，请于预订时

提出。 另须加 15%服务费。 

 
酒水开瓶费 
星梦邮轮禁止旅客携带酒水上船，如宾客或组织方有特殊酒水希望携带上船，需预先申请，并需于获得船方批核后为相关酒水支付开瓶费。 

汽水 以每罐 500毫升或以下计算 新币 1元 

啤酒 以每罐或瓶 500 毫升以下计算 新币 2元 

葡萄酒或香槟 以每瓶 750毫升计算 新币 26元 

烈酒 以每瓶 1000 毫升以下计算 新币 35元 

烈酒 以每瓶 1000 毫升或以上计算 新币 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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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租用 
 

  

设备 每节 (4小时) 2 节 (8 小时) 

投影仪 / 幕布 新币 45元 新币 58元 

电视机 新币 45元 新币 58元 

挂板 / 白板 新币 45元 新币 58元 

麦克风 新币 45元 新币 58元 

讲台 新币 45元 新币 58元 

红外线遥控器 新币 45元 新币 58元 

 

 

 

 

 

 

 

 

 
会议设备 

文具套装 原子笔 / A4 白纸 3 张 / 瓶装水 500 毫升 新币 3元 

瓶装水 500毫升 新币 2元 

*另須加 15%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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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项目 
 

 
 

  

音乐表演  

钢琴师(棕榈阁乐手) 
独奏或演唱 

新币 176 元 

二重奏 

2 人演奏或演唱 

新币 176 元 

酒廊乐队 

4 人演奏或演唱 

新币 222 元 

演出乐队 

6-8 人演奏或演唱 

新币 222 元 

*包括彩排及于指定歌单内挑选歌曲(一场 45分钟) 

 

现场演出  

舞蹈演员 (每位) 新币 176 元 

国标舞舞蹈演员 (每对) 新币 265 元 

舞蹈演员 (6 位) 新币 785 元 

杂技演员 (每位) 新币 255 元 

其他演出 - 魔术、杂耍等 请询价 

*每个表演包括服装、音乐、排练及排舞费用  

活动主持及其他 

主持活动、游戏及派对 

1 位主持及 2 位助手；每节最长 1小时 

新币 176 元 

私人活动主持 

1 位员工于颁奖典礼、发布会、公司活动等；每节最长 1 小时 

新币 176 元 

舞蹈演员 (每位) 

礼仪：于仪式、颁奖典礼、发布会、公司活动等作引领员;包括服装,不包括表

演或舞蹈 

新币 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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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宾果游戏 
每场最长 60分钟,奖品筹组人提供 

 

宾果显示版, 专业宾果机及宾果卡 新币 176 元 

  

户外活动 
价格以每小时计算并已包括相关仪器及设置  

夜光保龄球（每小时单球道，每次最多每位 14 位宾客） 新币 40元 

夜光保龄球（每小时所有球道，每次最多每位 56位宾客） 新币 200 元 

攀岩墙 (每次最多每位 30位宾客) 新币 240 元 

迷你高尔夫 新币 240 元 

篮球 新币 240 元 

绳索场 (单边，最多同时 20 位宾客) 新币 700 元 

水上滑梯 (单道，最多同时 200位宾客) 新币 950 元 

泡泡足球 (最多同时 10位宾客) 新币 500 元 

安全射箭 (最多同时 30位宾客) 新币 500 元 

踢桌球(最多同时 10位宾客) 新币 500 元 

贴着我吧(最多同时 1位宾客) 新币 500 元 

人肉足球机 (最多同时 10位宾客) 新币 500 元 

劲力笨猪跑 (最多同时 2位宾客) 新币 500 元 

  

PIT STOP 活动 

方案计划 A：户外活动  

包括 1小时独家使用安全射击，泡泡足球，绳索场和滑水道 

50 位 宾客 

51-100  位宾客 

101-150 位宾客 

151-200  位宾客 

新币 1,890 元 

新币 2,030 元 

新币 2,300 元 

新币 2,430 元 

方案计划 B：室内活动  

包括 1小时独家使用的电子游戏中心，有奖游戏除外，例如抓抓

乐，娃娃机等，保龄球，室内舞蹈和手工艺术 

50 位 宾客 

51-100  位宾客 

101-150 位宾客 

151-200  位宾客 

新币 1,170 元 

新币 1,250 元 

新币 1,420 元 

新币 1,500 元 

方案计划 C：室外活动和室内活动  

包括 1小时独家使用泡泡足球，绳索场，水滑梯和保龄球 

50 位 宾客 

51-100  位宾客 

101-150 位宾客 

151-200  位宾客 

新币 1,680 元 

新币 1,800 元 

新币 2,040 元 

新币 2,160 元 

方案计划 D：团队建设活动  

包括 1小时的团队建设活动；拉近彼此游戏，团队精神游戏：海报

男孩，改善沟通：折叠纸，解决问题的游戏：令人费解的拼图，改

善团队合作：增强记忆团队建设的游戏，不断精进 

50 位 宾客 

51-100  位宾客 

101-150 位宾客 

151-200  位宾客 

新币 620 元 

新币 670 元 

新币 760 元 

新币 800 元 

   

* 欢迎联系索取更多详情和报价。 活动视乎实际情况而定,恕不另行通知。 活动要求必须在航行前不少于 14个工作日提出预约,并在

航行前 7个工作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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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及表演 

 

 

  

泡沫派对 
由于筹备需时,必须于启航前不少于 3星期前提出预约。 

 

泡沫派对设置 
包括 Zouk海滩派对俱乐部场租,技术设置及支持,泡沫仪器之租赁及泡沫液 

新币 5,970 元 

泡沫派对套餐 
包括 Zouk海滩派对俱乐部场租, LED屏, 技术设置及支持, 泡沫仪器之租赁及泡沫液, 现场 DJ, 娱乐部之表

演及活动主持人 

新币 11,200 元 

  

烟花表演 

由于筹备需时,必须于启航前不少于 2星期前提出提出预约申请。具体安排须经相关部门的审批并以最后回覆作准。 

烟花汇演 
包括 5分钟烟花汇演及 1小时由娱乐部举办之音乐及游戏户外派对 

新币 15,000 元 

 

 

剧院星级表演  

独家表演 新币 14,4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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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服务 
 
 

技术支援  

私人活动的基础音乐设备租用及安装(每组设备,最长 60 分钟) 适用于户外或无音乐设

备的场地 

新币 72元 

的士高 / 派对准备(每组设备) 新币 72元 

LED 屏幕租用 (每小时,最长可租用 5小时) 星座剧院、大堂、Zouk或丝路花舞的 LED

屏幕 

新币 230 元 

同声传译座位,包括耳机及使用现场翻译室(每人每副耳机); 包括 30 分钟翻译室使用教

学,不含同声传译员 

新币 19元 

技术人员/转播人员/DJs作设置支持,活动彩排(最长 60 分钟) 请询价 

摄影及摄像  

专业摄影 

（每小时;包括 1位摄影师及所有数码照片原片） 

新币 318 元 

专业摄影 

（每小时;包括 2位摄影师及所有数码照片原片） 

新币 585 元 

专业摄影额外时段（每小时;每位摄影师） 新币 178 元 

摄录/摄影–原片 新币 415 元 

摄录/摄影–后期制作 

每小时收费（最终影片版本时长为最短 1分钟,最长 5分钟） 

新币 798 元 

 

相片或影片的额外修改/版本（每次） 
新币 72元 

 

广播及直播 
具体安排须经相关部门的审批 

 

现场直播服务（每小时;于星座剧院、大堂、丝路花舞或 Zouk海滩派对俱乐部进行） 新币 335 元 

于客房中通过电视尽享电视广播或直播（每天, 照片、影片及声轨档案由客户提供） 新币 838 元 

广告全屏（每天;5个屏幕;仅适用于图片或视频）  新币 838 元 

  

船身 LED  
具体安排须经相关部门的审批 

 

船身 LED 灯效（每小时;只限英文字母） 新币 5,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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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租用 
 

餐厅 现有座位 服务时段 非服务时段(每小时) 

1 号扒房 - 马克·贝斯特 72 请询价 新币 230 元 

海马日本料理 – 滋味铁板烧 78 请询价 新币 230 元 

絲路花舞 116 请询价 新币 288 元 

8 号宴会厅 90 请询价 新币 288 元 

星梦餐厅 – 上层 328 请询价 新币 538 元 

星梦餐厅 – 下层 500 请询价 新币 670 元 

 

会场 现有座位 服务时段(每小时) 非服务时段 

行政会议室 I 8 新币 155 元 n/a 

行政会议室 II 8 新币 155 元 n/a 

棕榈阁 73 新币 228 元 n/a 

棕榈阁 28 新币 198 元 n/a 

星颂乐廊 80 新币 288 元 n/a 

 

特别场地 现有座位 服务时段(每小时) 非服务时段(每小时) 

海上集市 - 新币 288 元 n/a 

Zouk派对俱乐部（室內） 
125座位 

300站位 
新币 575 元 新币 288 元 

Zouk海滩派对俱乐部（室外） 
125座位 

300站位 
新币 575 元 新币 288 元 

主泳池甲板 - 新币 2,300 元 n/a 

星座剧院 999 
每 2小时 每位新币 18 元 

最少 250 位，上限为新币 4,6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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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自 2018年 11月 16日起开始生效。 由星梦邮轮管理有限公司(“星梦邮轮”)在本手册中提供的所有船上团

队活动收费项目(“团队收费项目”)均受本条款及细则的约束,并可予以修订、补充或不时删除而不作另行通

知(“本条款及细则”)。 通过星梦邮轮订购团队活动收费项目,进行预订的客人(“主办人”)将被视为接受

本条款及细则,并排除主办人通过任何信件,订单确认或类似文件声称可适用的任何其他条款。 
 

团队活动收费项目 

1. 团队收费项目的所有预订:(a)视请求时的供应情况而定;及(b)以星梦邮轮书面确认的同一邮轮的邮轮预订

为条件,而团队收费项目的预订日期应与确认的邮轮航行日期相对应或在确定的邮轮航行日期间以内进行。   

2.某些订购可能需要最低参与者人数。   

3.团队收费项目的预订必须在邮轮出发日期之前的最少 14个工作天提交给星梦邮轮,除非某些项目由于需要

更多准备时间而须更早提出预订请求。 应缴费用必须在邮轮出发日前至少 7个工作天缴付给星梦邮轮。 此

后,星梦邮轮于邮轮出发日期前 5个工作天确认预订。 有关临时预订请求,请参阅本条款及细则第 8(b)段。   

4.已确认的团队收费项目仅属主办人,未经星梦邮轮书面同意,不得转让。 此外,已缴付的费用将在付款时视

为已全额完全赚取,除非本条款及细则另有说明,否则不予退还。   

5.如须预订食品和饮料,报价将以指定的形式列出,任何特殊饮食要求均需要事先以书面形式通知星梦邮轮。   

6.本手册中印刷的照片仅供参考。 本手册中的信息在印刷时是正确的。 星梦邮轮保留出于任何原因随时取

消和/或替换任何信息、价格或程序的唯一和绝对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取消和更改 

7.尽管本条款及细则有任何相反规定,但由于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天灾、台风或海啸事件、战争、类

似战争的敌对行动或罢工、非典型肺炎(SARS)或类似非典型肺炎(SARS)的事件、流行病、公敌的行为、联邦

或州法律、 规则和法规,以及星梦邮轮无法控制的任何其他原因导致星梦邮轮不能够或不可能提供任何团队

收费项目(统称为“不可抗力事件”),届时:(a)已纠缴付之团队收费项目可根据星梦邮轮与主办人之间的书面

协议推迟至另一个日期;或者(b) 星梦邮轮或主办人任何一方可以书面形式取消或终止任何已纠缴付之团队收

费项目,,星梦邮轮则将无利息退还主办人已经支付给星梦邮轮但尚未被应用于团队收费项目或与之相关的任

何费用,且星梦邮轮无须赔偿任何损失或损害。 此后星梦邮轮亦不再对主办人和活动参与者承担任何责任。  

8(a)下列任何事件之一或多项发生,视为构成违约事件: (a) 已预订之场地,主办人若没有出现,或部分出席或

使用(例如,主办人保留场地 2小时但仅使用场地 30分钟); 或 (b) 主办人在非因不可抗力事件的情况下取消

已确认预订的团队收费项目(统称为“违约事件”),星梦邮轮将不退还任何已支付的金额,且若仍有任何应付

余额,主办人应于任何一项违约事件构成时立即支付该余额。 此外,主办人应赔偿并保护星梦邮轮免受星梦邮

轮因违约事件或与之相关引起的任何费用、开支、损失或损害。 在不影响星梦邮轮所享有的任何其他行动或

补救措施的前提下,星梦邮轮有权在主办人的客舱帐户或信用卡上收取上述余额、费用、损失或损害。   

8(b)如果主办人欲对已确认预订的团队收费项目进行修改或提出临时预订请求,则应由星梦邮轮全权酌情决定,

并视供应情况而定。 如果星梦邮轮接受任何修改或临时预订请求,星梦邮轮应将适用的费用计入主办人的客

舱帐户或信用卡。  

9.尽管本条款及细则有任何相反规定,星梦邮轮可全权酌情决定在非因不可抗力事件的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

邮轮操作或行程的变更、团队收费项目缺货或场地时段不可用),随时修改或提供任何已确认预订的替代,主办

人则 可以选择:(a) 接受任何此类修改或替代;或(b)取消并收取其已经支付但尚未适用于团队收费项目的任

何金额的退款,不计算利息。 在主办人选出的任一选项中,星梦邮轮不会对主办人和活动参与者承担任何的赔

偿或责任。 

 

其他 

10.所有团队收费项目均按“原样”提供。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星梦邮轮不会就主办人及/或活动参与

者因由星梦邮轮所提供的任何团队收费项目或与之相关而发生或遭受的任何风险、后果、损失、损害(包括但

不限于间接或后果性损失)、死亡或人身伤害承担责任。  

11. 已确认预订之场地仅限用于确认的预订时段。 主办人应按照确认的预订时间段,并促使所有活动参与者,

准时到达并离开场地,否则将收取额外费用。 主办人可额外缴费预留场地用于排练或准备,视情况而定。 主

办人应在场地预订时段结束时及时将场地恢复原状和清洁状态。 星梦邮轮可就在场地预订时段结束时留在场

地内的任何物品以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自行处置或处理,所有产生的费用由主办人承担。 此外,主办人应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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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并保护星梦邮轮免受星梦邮轮因主办人和/或活动参与者使用场地及主办人未能遵守本条款而产生或遭受的

任何延误、成本、费用、损失或损害。  

12.主办人应在设备出租时段结束时将出租设备以原始状态退回予。 主办人应赔偿并保护星梦邮轮免受星梦

邮轮因主办人和/或活动参与者使用出租设备及主办人未能遵守本条款而产生或遭受的任何延误、成本、费用、

损失或损害。  

13.主办人以活动组织者的身份应负责确保活动参与者遵守由星梦邮轮发布的参与指令及规则和规定。 主办

人应对活动参与者的任何行为、疏忽和不遵守本条款及细则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此外,在不减损主办人在

本条款及细则下所应负的责任的前提下,主办人应自费为其员工、代理商、承包商和代表投保和维护有效针对

邮轮上所发生的人身伤害、死亡或财产损失或损害的索赔之全面公共责任保险和员工薪酬, 以及星梦邮轮所

要求的任何其他的保险。   

14.所有团队收费项目内预约之工作人员(如适用)将在预定时间前 15分钟在活动现场候命。   

15.船上明确禁止商品或服务的商业销售或任何未经授权的商业活动(包括销售,促销,材料分发)。  

16.所有船上装饰都需要事先获得星梦邮轮的书面批准。 在获得星梦邮轮的书面批准后,主办人将自费负责设

置和删除所有装饰。 请注意,装饰不得损坏船上的任何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墙上的胶带标记、地板或设备的损

坏。 如果发生损坏或主办人未能遵守此条款(包括未获得星梦邮轮有关装饰的事先书面批准),星梦邮轮保留

唯一和绝对权利删除任何未经授权的装饰、修复因删除装饰而造成的任何损坏(无论是通过星梦邮轮或主办人

删除装饰), 且主办人应赔偿并偿还星梦邮轮所产生的所有费 ... 

 
所有数据在送印时皆为正确。 星梦邮轮有权随时基于任何理由取消和/或取代 任何数据或任何已安排之停泊

港口/行程/ 价格/活动节目而无须事先通知。所有数据在送印时皆为正确。 星梦邮轮有权随时基于任何理由

取消和/或取代 任何数据或任何已安排之停泊港口/行程/ 价格/活动节目而无须事先通知。 

 

2018 版权©归星梦邮轮所有。保留所有权益。未经星梦邮轮事先书面同意,本宣传册内的任何部分皆不可以任

何形式,例如图像、电子 或活动构思,包括但不限于影印、录像、录音或从储存与检索系统获得数据的方式进

行复制或使用。 图片只供参考。版本 1.0 (2018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