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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提升婚禮氣派‧自選項目表
Optional List to Upgrade Your Wedding Event in Guam
提升婚禮氣派，增添慶祝活動及行程，延續喜悅心情，留下更多難忘回憶。
為摯愛雙親及密友安排特備節目、預定華麗晚膳及拉斯維加斯歌舞魔術秀，
打造富夢幻又多采多姿的世紀婚禮之旅！
自選婚禮配套服務
項目名稱

人數

價格$

內容
提供豐富 4 道菜晚膳，包括湯、沙拉、主菜﹝龍蝦尾／牛

Deluxe Dinner Plan
豪華套票

7000
6

﹝套票內為小童坐席每位 -700﹞
追加每位成人 1180 // 小童 380

扒／健康素菜﹞、小巧甜品、茶或咖啡
欣賞 著名沙堡劇場安排的拉斯維加斯歌舞魔術秀，融合中西文
化的精彩表演
酒店至沙堡劇場接送服務
安排標準區座位﹝只限第一場 – 用膳：6pm 表演：7:30pm﹞

提供豐富 4 道菜晚膳﹝同上﹞
Sand
Castle

VIP Dinner Plan
貴賓套票

６

沙堡劇場

9900

欣賞 著名沙堡劇場安排的拉斯維加斯歌舞魔術秀﹝同上﹞

﹝套票內為小童坐席每位 -960﹞

酒店至沙堡劇場接送服務﹝同上﹞

追加每位成人 1660 // 小童 560

安排貴賓尊區座位，像名人般享受有限的 VIP 贵宾坐席
﹝只限第一場 – 用膳：6pm 表演：7:30pm﹞

逢星期三
最多 30 人晚膳、提供兩個時段選擇

及日休館
Private Dinner &
Show Plan
私人派對套票

﹝10﹞13200／﹝20﹞25800
10／
20

﹝套票內為小童坐席每位 -700﹞
追加每位成人 1330 // 小童 520

於私人宴會廳享用豐富 4 道菜晚膳﹝同上﹞
用餐後前往會場欣賞 沙堡劇場拉斯維加斯歌舞魔術秀﹝同上﹞
酒店至沙堡劇場接送服務﹝同上﹞
第一場 – 用膳：6pm 表演：7:30pm
第二場– 用膳：7:30pm 表演：9:30pm

SandCastle
Limousine Transfer
Arrangement

－

每車來回程 1380

最多 5 人一車

私人專車接送

Big Sunset Dinner Cruise
夕陽船河連晚膳

5500
10

﹝套票內為小童坐席每位 -160﹞
追加每位成人 560 // 小童 380

提供夕陽海上之旅
享用自助晚餐連開放式飲品區﹝啤酒、酒、不含酒精飲品﹞
船上活動，如釣魚
酒店至碼頭接送服務
最多 8 人
提供夕陽海上之旅﹝同上﹞

Big Sunset Dinner Cruise – VIP
貴賓 - 夕陽船河連晚膳

6

5500

享用自助晚餐連開放式飲品區﹝同上﹞

﹝套票內為小童坐席每位 -350﹞

船上活動﹝同上﹞

追加每位成人 920 // 小童 520

酒店至碼頭接送服務﹝同上﹞
於船艙上層 2nd Deck 安排貴賓尊區座位，最多２枱﹝每枱
４人﹞。

5% // 由 Travel Resources Limited 經營﹝旅行社牌照：352634﹞// 更新日期：2014 年 2 月 12 日 // WCUA-GUMW14-Optional (31Dec)

Big Sunset Dinner Cruise &
SandCastle Spectacular Show
夕陽船河連晚膳及沙堡劇場表演

提供夕陽海上之旅及自助晚餐連飲品區﹝同上﹞
6

船上活動、酒店至碼頭接送服務﹝同上﹞

待定

欣賞 著名沙堡劇場安排的拉斯維加斯歌舞魔術秀，融合中西文
化的精彩表演

7500
ABC Dolphin Tour
+ SandCastle Causal Dinner Plan
ABC 俱樂部連追蹤海豚之旅 及

﹝套票內為小童坐席每位 -620﹞
6

沙堡劇場悠閒套票

追加每位成人 1250 // 小童 520

ABC 俱樂部活動包括：乘坐遊艇出海觀賞海豚、暢玩香蕉
船、海中心浮潛、釣魚等及各類沙灘活動，於沙灘享用午
餐及來回酒店接送．﹝規條：恕不接受小童參與香蕉船。
恕不接受以下人士報名，包括受酒精影響、心臟衰弱、身
體受傷如頸背肩手臂等、孕婦﹞

﹝提升要沙堡劇場豪華套票每位成人

沙堡劇場安排指定悠閒餐﹝美國漢堡配薯條或肉醬義大利

450 // 小童 150﹞

面與蒜香烤麵包 、湯及租品﹞，還有拉斯維加斯歌舞魔術
秀﹝悠閒區坐位 /第一場 – 用膳：6pm 表演：
7:30pm﹞，不包飲品及接送
亞特蘭提斯號潛水艇是關島唯一，全世界為數不多的高度
環保的觀光型潛水艇，它帶您潛入 30 公尺深的水底觀賞

Atlantis with Capricciosa Lunch
& Chamorro village transfer

各式熱帶魚及五彩斑斕的珊瑚礁，過程中不時會碰到潛水
的人們， 大家揮手打個招呼．﹝小童身高需滿 92 公分﹞

亞特蘭提斯 + 午餐 + 查莫洛村夜
5280﹝大小同價﹞

市遊
6
只限星期三

追加每位成人 880 //

Capricciosa – 包括沙拉、冰紅茶、主餐為培根白醬、番茄

小童 520﹝不包午餐 480﹞

肉醬、墨魚醬、海鮮口味四選一

費用不包括導遊費

查莫洛村夜市

小童身高需滿 92 公分

逢星期三傍晚時分舉行，讓旅客品嚐查莫洛傳統美食、欣
賞查莫洛舞蹈及購買有特色紀念品
沿途欣賞關島南部美麗風景，途經關島太平洋戰爭博物館，瞭
解二次大戰有關美、日間的慘烈戰事，還有 ASAN 太平洋戰爭

由亞特蘭提斯改為南部觀光行程
只限星期三

紀念公園 (1994 年美軍在此浴血搶灘反攻)、西班牙古橋、色

3380﹝大小同價﹞
6

費用不包括導遊費

地灣瞭望臺 CETTI BAY （觀賞關最高的 LAM LAM

追加每位成人 580 //
小童 480﹝不包午餐 400﹞

MOUNTAIN）、索萊達要塞/尤馬塔克村落，西班牙所建的古
堡也是麥哲倫發現關島登陸的地點，風光明媚，馬利索村落
MERIZO OVERLOOK 關島保護公園－卡瑪琳女神，也是關島最
南方的地點、熊岩等．



所有價格均以美金為單位，若有調整，以時價為準．



小孩價適用於 2-12 歲，2 歲以下免費﹝特別註明除外﹞．



需於訂購酒店套票時一併說明參加以上活動方可享此折扣優惠．



活動受規條限制，服務範圍或受天氣影響而有所改變，以導遊及供應商當



折扣優惠不適用於 Capital, Aqua Suites 及 Westin 酒店﹝需以原價訂購﹞．

時之決議為準．

備註：
 訂位時需繳付不設退款之套票全費。
 套票發出後，將不接受任何更改或取消。
 活動確定後，如有任何更改或取消將收取費用如下：
a. 出發前 46 個工作天或以上

套票之 50%

b. 出發前 45 個工作天內 / 缺席 / 縮短行程

套票全費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合乎自己需要的旅遊保險。
 套票受其他細則及條款限制。套票價目及細則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查詢及報名：2870 8722 │ info@wedding-centre.com.hk │ www.guam-holidays.com
www.facebook.com/WeddingCentre.HK 香港德輔道中 25-27 號安樂園大廈 4 樓 402 室

5% // 由 Travel Resources Limited 經營﹝旅行社牌照：352634﹞// 更新日期：2014 年 2 月 12 日 // WCUA-GUMW14-Optional (31D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