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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預辦登船
根據政府部門相關要求，香港遊輪碼頭出發的所有旅客需在開航日

前完成“網上預辦登船 (Online Check-in）”，並列印出自己的登船證，

開航日憑登船證登船。 如未按要求並需在郵輪碼頭補辦而有所延誤，可

造成無法登船或其他損失由旅客自行承擔。

SIGN IN註冊

Start check-in開始

填寫登船資訊

選擇消費方式

列印登船證SetSail Pass

網上預辦登船網站（皇家加勒比國際官網）

www.RoyalCaribbean.com/booked

登船證示例網上預辦登船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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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check-in

搜索“皇家加勒比”或
“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旅客只能用護照預先辦理網上登船程式

*使用“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登船之旅客需於到達郵輪碼頭後方可辦理登船

*Online Check-in開放時間：

網頁版——開航前30天至開航前一天下午6點

App版——開航前30天至開航日上午11：30

旅客需要綁定信用卡作為船上消費帳戶

無法綁定信用卡的旅客需到達碼頭辦理值船

https://www.royalcaribbean.com/booked


登船準備
所需證件

1. 登船文件：通過網上預辦登船，列印登船證

2. 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永久性居民：

-11歲或以上居民：可以使用“香港特區護照”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1歲以下居民：可以使用“香港特區護照”登船或“香港特區回港證”

外籍在港居住人士：

-所有年齡：使用“本國護照 + 香港居民身份證/其他居留證明”登船

*護照有效期需要在航程結束後仍多於6個月，最終以入境事務處要求為準。

其他證件

未成年人定義：亞洲地區出發的航線中，未成年人定義為，在登船日當天未滿

18歲的旅客。

適用於：當未成年人因各種原因，未與父母/法定監護人同行上船，而與其他受

委託的成年人（隨行監護人）同行上船時，隨行監護人需要提供下列證明文件：

未成年人所需的登船文件

1）《LETTER OF AUTHORIZATION AND STATEMENT 授權聲明信》

2）《THE GUARANTEE OF ACCOMPANYING GUARDIAN 
隨行監護人承諾》

3）未成年人出生證明影印本

詳情見下一頁 3

*旅客只能用護照優先辦理網上登船程式。
*使用"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登船之旅客需於到達郵輪碼頭後方可辦理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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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船準備
開航前30天開始

網上預辦登船

開航前14天

完成疫苗接種 獲得疫苗接種證明

開航前48小時內

獲得核酸檢測陰性報告
完成核酸檢測

完成問卷調查

開航日
登船

註：

1.登船前至少14天前，所有16歲及以上旅客必須完成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完整接種。12-15

歲之旅客需完成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

2.完成疫苗接種是指在出發前的最少14天前已按相關指引完成接種建議的疫苗劑量。完成新冠

疫苗接種後的第14天是由有關人士接種所有建議劑量的新冠疫苗後的次日作第一天起計。例

如，若一名未曾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的人士在2021年8月10日接種建議的最後一劑新冠疫苗，

「第一天」為8月11日，而「第14天」則為8月24日，該人士於8月24日當日開始可被視為

「完成接種疫苗」

3.核酸檢測的樣本採集時間須在登船前的48小時內（參考登船時間為下午1點）完成並且檢測

結果為陰性。例如，登船日為2021年10月24日，則核酸檢測的樣本採集時間須在2021年10

月22日下午1點以後，否則將不會接受。

4.須在香港政府認可的醫療或檢測機構之一進行COVID-19 PCR檢測。PCR核酸檢測，必需使

用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6歲以下的乘客、咽喉或鼻腔曾經接受手術不適合以合併拭子樣

本進行檢測人士，則可採用大便樣本代替拭子樣本進行測試。

在APP中完成

獲得登船證

（参考登船时间为下午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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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航前24小時內



核酸檢測

登船準備

疫苗接種

復必泰或科興的兩針疫苗

參考以下清單中經認證的疫苗品牌及須接種針數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of_recognised_covid19

_vaccines.pdf

不在香港接種

香港各區設流動採樣站

可在此網站查詢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在政府社區檢測中心或私人醫院、診所預約

可在此網站查詢
https://www.communitytest.gov.hk/en/about

16歲及以上12至15歲

復必泰一針疫苗

在香港接種

詳情請參考政府有關資訊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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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of_recognised_covid19_vacc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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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交通
啟德郵輪碼頭

位址：九龍承豐路33號（入口位於祥業街）

小巴：綠色專線小巴86號
行駛路線：往返啟德郵輪碼頭至九龍灣港鐵站（德福花園）
運營時間：每天6：40-23：00（第一班小巴於6：40由德福花園開出）
車費：每程5.5港元
車程：約10分鐘

巴士：九巴5R
行駛路線：穿梭運行於郵輪碼頭、牛頭角港鐵站、觀塘港鐵站
運營時間：11：00-19：00（只限週六、日及假期，其他時間不運營）
車費：每程6.7港元
車程：約30分鐘

渡輪
除陸路交通外，旅客也可選擇從港島的北角碼頭或西灣河碼頭搭乘渡輪暢遊維港，抵達觀塘
碼頭後轉乘計程車，車程約10分鐘，即可到達啟德郵輪碼頭。

計程車
啟德郵輪碼頭前設有計程車上下客區，方便旅客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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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託運

• 建議攜帶輕便行李，重量上限為90kg。

• 如有大件行李需要託運，可在辦理登船後列印登

船證同時列印行李條，按照文件上的虛線對折並

按照要求綁定在需要託運的行李箱上 。

託運流程

禁帶物品

除海關與邊檢規定的違禁品外，還包括以下物品：

新鮮水果、肉類、乳製品，需要充電的保健理療物品如瘦身帶、理療帶

高頻無線電對講機設備

任何已啟封的食物及液體（如有嬰兒可攜帶一些嬰兒用品及食品，電熱溫奶器除外）

旅客在登船日允許隨身攜帶：

非酒精飲料單瓶不超500毫升，每房上限 12 瓶；

單瓶不超750毫升的葡萄酒或香檳；每房上限2瓶；

所有飲品均不可託運

酒水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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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最遲於啟航前 2小時到達啟德郵輪碼頭，在辦理登船後前往行李託運區 (啟德碼

頭底層的旅遊巴士落客泊位 1-20）託運行李，把列印好的行李條掛在託運行李上。

託運前請先從行李提取證件及必需品，將已掛好行李條的行李交給工作人員即可，

行李會直接送達房間。

• 如您未提前列印並綁定行李條，請將您的房間號碼告知現場工作人員，現場工作

人員會為您綁上行李條 。

• 行李會在 20：00 之前送到，一般會放置在房門一側，如未收到請速與遊輪總服務

台聯繫。

• 請切勿託運任何易碎及貴重物品，及其他不符合託運規格，包裝或含物品不適於

託運的行李。 根據海關要求，若行李中有需向海關申報的物品，請先向海關辦理

申報手續后，再辦理託運手續。

行李條示例



1.旅客完成預訂後，需於登船前完成「網上預辦登船」手續並列印相關確認文件作為

登船證明。

2. 請旅客在規定時段內到達碼頭，前往行李託運區（啟德碼頭底層的旅遊巴士落客泊

位1-20）託運行李（需附網上辦理登船行李條）。

3. 託運行李後，且体温低於38℃，由「行李大堂A」內的扶手電梯或外側的升降機到

達碼頭2樓「登船大堂A」。

4. 進入「登船大堂A」後，準備好所需證件、疫苗與核酸證明，前往櫃檯辦理登船手

續及拍攝保安相片。 如有相關新冠癥狀，將會被安排複檢。

5. 辦理登船手續後， 旅客持本人證件及登船證，依次排隊通過安檢、香港入境處、

海關及衛生署的出境檢查。

6. 完成登船程序。

到港登船流程

優先登船

• 以下旅客可享受優先登船通道：

• 預訂 的旅客

• 坐輪椅旅客與坐嬰兒車嬰幼兒旅客（均允許一名成年旅客陪同）

登船流程

所需文件

疫苗接種記錄（所有16歲或以上皇家加勒比旅客必須於出發前最少14日完成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
12-15歲之旅客則需根據特區政府最新指引完成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所有旅客亦須於登船前48小時內收到COVID-19核酸檢驗陰性報告）

10*登船證列印本如有遺失，船上提供列印服務，每張收費3美元



房間房卡
• 房間均是由兩張單人床組成大床，可聯繫客房服務員或通

過撥打“0”與前台服務員（有中文服務）聯繫幫您組分

床鋪。（部分套房除外）

• 三/四人房的房間第三/四人的床是在牆壁上的摺疊床或者

沙發床，客房服務員會在您就寢前準備好。

• 房間內插頭為美式插座，普通“兩眼扁插”可直接使用，

如有其它需要請自行攜帶轉換器。（為安全起見，房間內

一律禁用拖把和電熨斗）

• 房間內提供洗髮露、沐浴露和洗手皂。 請自備牙刷牙膏、

淋浴拖鞋、梳子、剃鬚刀等個人用品。

• 房間內有電熱水壺、小冰箱、吹風機、電話、保險箱，電

視還具有查看船上消費帳單功能。

房卡會提前放置在房間門口的信箱中，同房旅客每人一張

遊輪房卡/SeaPass Card（也稱”船卡”）功能介紹：

• 鑰匙功能：進入房間開門。

• 身份證明：上下船須刷卡識別身份。

• 船上消費：除賭場外，其他船上消費均需要刷此船卡。

• 救生演習集合地點也將出現在此船卡上。

• 旅客登船後請勿隨意自行調換房間，以免造成消費帳單混亂，引起任何損失。

• 敬請隨身攜帶船卡，做到卡不離身；一旦遺失船卡，須第一時間前往客戶服

務中心報失並補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 為了安全起見，船卡上僅顯示房間號碼，並不顯示樓層，敬請留意。

關於房間

關於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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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船離港流程

優先下船

• 以下旅客可享受優先登船通道：

• 預訂 的旅客

• 坐輪椅旅客與坐嬰兒車嬰幼兒旅客（均允許一名成年旅客陪同）

下船離港流程

1）最後一個航行日當晚，旅客填好行李條在指定時段將託運的行李放

置房間外。（特別注意證件原件和船卡必須隨身攜帶不可託運）。

2）完成香港政府的網上健康申報(https://www.chp.gov.hk/hdf)，獲

得二維碼，在檢驗檢疫處提供。

3）旅客下船後經棧橋直接進入航站樓1樓，出示提前完成好的健康申

報二維碼，通過入境檢驗檢疫，然後乘電梯到達二樓後依次排隊通過

邊檢。

4）通過邊檢後乘坐電梯下到G樓行李大廳領取託運行李，排隊通過海

關檢查後出航站樓。

5）旅客從航站樓出來後按照地面指示：乘坐計程車至出口處排隊候車；

乘坐私家小客車至2樓停車場；旅遊巴士轉乘至旅遊巴士停泊點A或B。

6）整個離船過程中如果體溫超過37.5°C，將由衛生署進行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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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光譜號 非凡遊輪

船

上

活

動

每

日

指

南

取得方式：

房間內每天都會有客房服務員送《每日指南》，請注意查收。

4樓客戶服務中心免費提供《每日指南》，供旅客自取。

下載皇家App，手機隨時查看《每日指南》更加方便快捷。

每日指南

Royal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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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提供便攜的一站式全家行前規劃，打造超凡海上假期，您可在出行前就預定好

船上各種娛樂活動，免除登船後排隊或無位可定的煩惱。 客人通過皇家行前訂預定

的所有產品無需提前付費，將在登船後通過您綁定的船卡自動扣費。

在線網站預定：www.pcprcl.com             電話預定：852-6969-0717



船

上

通

訊

非

凡

網

絡

於茫茫大海上盡享高速網絡服務，讓您與世界時刻保持暢通連接：網上

瀏覽、收發電子郵件、查看股票行情；隨時與親友們語音和視像通話等，

時刻分享旅程的精彩。

打開 “設定” 選擇
“Wi-Fi“ 

在Wi-Fi清單中搜索

「WiFi-Guest-

Spectrum」點擊並

連接

系統將自動跳轉至

Wi-Fi連接頁面，並

點擊「訪問互聯網」

（安卓使用者在任

意瀏覽器中輸入」

login.com」即可進

入登錄頁面）

請選擇您認為合適自

己的上網套餐，點擊

"購買網络套餐"

設置您的使用者名

及密碼。接受使用

條款後，點擊 "下一

步"

進入帳號頁面，點擊

"創建互聯網帳戶"

系統將跳轉至自動

連接頁面，點擊 “開

始吧” 即刻暢遊互聯

網

若您已通過皇家行前預

訂購買VOOM套餐，創

建帳號後即可看到您所

購買的套餐，點擊 “激

活網络“ 確認您的套餐

並點擊 ”開始”，網絡即

可成功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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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上

餐

飲

非

凡

美

食

免費餐廳

主餐廳 Main Dining Room

帆船美食廣場 Windjammer

索倫托披薩屋 Sorrento's

270咖啡吧 The Cafe @ Two70

熱狗屋 Seaplex Doghouse

戲水餐廳 Splashaway Cafe

金鑽尊享餐廳 Gold Dining

银鑽臻享餐廳 Silver Dining

收費餐廳與酒吧

大董 Wonderland by Dadong

奧利弗義大利餐廳 Jamie's Italian

西式扒房 Chop’s Grille

泉·日本餐廳 Izumi Japanese Cuisine

鐵板燒 Teppanyaki

川谷薈 Sichuan Red

海涵火鍋 The Hot Pot

咖與茶道Leaf and Bean - Tea & Coffee Shop

L記甜品 LA PATISSERIE

主廚餐廳 Chef's Table

悅音廳酒吧 Music Hall Bar

270酒吧 TWO70° Bar

機械人酒吧 Bionic Bar

思古諾酒吧 Schooner Bar

精緻酒廊 Vintages

星空吧 Sky Bar

北極星酒吧 North Star Bar

池畔酒吧 Pool Bar

陽光雅苑酒吧 Sunshine Bar

金鑽尊享酒廊 Gold Lounge

銀鑽臻享酒廊 Silver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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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上

娛

樂

非

凡

演

出

光譜奇俠

魅舞今昔

演出場地 演出節目 所在位置

皇家大劇院
《光譜奇俠》
《魅舞今昔》

4、5樓船頭

270度景觀廳 《絲綢之路》 5樓船尾

絲綢之路 16



碰碰車：充滿活力，老少皆宜

南極球：彈床與VR體驗（收費）

船

上

娛

樂

非

凡

運

動

北極星：榮獲吉尼斯世界紀錄稱號「最高
海上觀景台」（收費）

甲板衝浪：12 米長的模擬器上，體驗海
上類比衝浪

甲板跳傘：模擬失重跳傘（收費）



海

上

歷

奇

超

凡

童

趣

即將成年的孩子們可以和他們

的朋友們一起共進青少年晚餐，

參加主題派對，唱卡拉OK，在

青少年活動區或者在Fuel舞廳

舞上一曲。

在豐富多彩的託管所，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會細心照看小朋友，引導他們參加

我們特別設計的活動。

手工製作和科學探索，會使航行增添智趣，孩

子們還可以在才藝秀和趣味奧運會中成為明星。

手工製作和科學探索，會使航行增添智趣，孩子們還可以在才藝秀和趣味奧運

會中成為明星。

少年們白天可以參加泳池派對、角色挑戰、運動錦

標賽，夜晚可以享受電影之旅，主題派對和開放的

麥克風比賽。

屢獲殊榮的海上歷奇，是皇家加勒比的明星產品，海外專業教育團隊潛心
開發的「美式夏令營」概念將滿足6個月-17歲兒童及青少年的喜好和需求，
可以讓父母放心的享受遊輪假期。

海洋寶貝（6個月-3歲）

航海者（3歲-5歲）

吹泡泡、海盜派對之夜、故事時間等樂趣活動。

家長可以通過行程表和尋呼機來和員工保持聯

繫。

探險者（6歲-8歲）

航行者（9歲-11歲）

領航者（12歲-14歲）

青少年中心（15-1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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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以英語為主，但我們來自全球多國的船員總共能說二十多種語言，四樓
服務台有中文服務。

船

上

消

費

便

捷

結

算

船卡綁定信用卡：船上可使用 Visa、Mastercard、American Express 、

Diners Club、JCB信用卡（注：持卡人必須在此航次上）。

如選擇使用美元現金作為旅客和同伴的船上消費支付方式，每位旅客需在其船

卡帳戶內預存不少於150美元的消費抵押金。

了

解

更

多

非

凡

遊

輪

語言

船上提供洗衣服務，旅客可在房間內查看洗衣單或與客房服務員聯絡。
洗衣

醫療室位於2樓，負責處理緊急和一般的醫療工作， 接受醫療的旅客需要額外
支付醫療費用，費用以美元計算。

醫療

除配備國際法規規定的救生設備外，海洋光譜號遊輪在所有泳池區還配有專
業救生員。

安全設施

4樓服務總台請直撥 0 ，房間之間請直撥房號即可。 旅客也可由客房中直撥電
話回家，船上用衛星通訊收費由撥號起以每分鐘 7.95 美元計算（僅供參考，以實際收
費為準），費用會直接列入帳單。

電話

吸煙只限於船上指定的吸煙區，請勿在公共區及房間內吸煙，否則將收到高
額美元罰款單。

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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