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属免签海岛·A330 宽体客机·座位舒适·中文空乘·免费 23KG 行李托运·免费餐食

香港航空·全国联运·每班必派中文领队·护照+机票即可前往·无需港澳通行证即可香港逗留



AY 行程：接送机+北部观光+军舰岛上岛+军舰岛 BBQ++五星定制晚餐+超值优惠礼券

特别声明：自行离团的贵宾从离团开始，视为自动自愿放弃赠送行程和我司一切责任保险，将不再享有任何赠送项目，

无任何补偿，且在自行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故我司均不承担任何责任，也将不再受理任何相关投诉问题处理。

香港-塞班 HX076 17:15-00:15+1

早餐：自理 中餐：自理 晚餐：航机 住宿：塞班岛酒店

请于出发当日约 14：00 在香港机场指定地点集合（集合时间及地点以出团通知书为准），由专业中文领队协助办理

离境手续后乘搭客机飞往美国塞班。

塞班岛北部观光+团队午餐

早餐：酒店内 中餐：团队午餐 晚餐：自理 住宿：塞班岛酒店

凌晨抵达塞班，地接导游接机，乘坐旅游巴士前往酒店入住休息。

早餐后安排北部环岛观光(时间：约 2 小时)，行程包括：万岁崖、日军最后司令部、鸟岛(百鸟天堂)、蓝洞(世界第二

驰名潜水点)。观光结束后，返回市区享受团队午餐。

※万岁崖※ 位于塞班岛最北部的一处峭壁。1944 年美军攻击马里亚纳诸岛上的日军基地，日军退到岛的北端，不愿投降，

逼迫老幼妇孺一起到万岁崖边，高呼万岁后，集体跳入崖中自杀。船程约 45 分钟，深度约 18-30 米，一年当中只有很

短的时间适宜在这里潜水，此潜点最大的特色是陡直深渊的大深度峭壁地形。

※日军最后司令部※ 位于塞班岛北端，又名巴那迪洛，二次大战时日军的司令部就位在山崖下方的洞穴中，最后弹尽援

绝的日军终究抵挡不住美军的攻击，日军总司令在此切腹自杀，双方都伤亡惨烈。

※鸟岛※ 位于塞班岛的北部，由石灰岩构成，因栖息众多的鸟类而得名。岛屿虽然不大，但给鸟类提供了充分的生存空

间，岛上有着上百种的鸟类栖息。涨潮时，鸟岛就像是一座海上孤岛，退潮时和本岛相连，阳光照射下整座岛闪闪发亮。

※蓝洞※这里是被《潜水人》杂志评为世界第二的洞穴潜水点，由于常年受到海水的侵蚀，这里形成的天然洞穴，而由于

岩石的阴影投射，这里吸引了更多的水下生物，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热带鱼、海龟、魔鬼鱼、海豚、水母、海胆……海底

的世界比陆地还要精彩斑斓。



畅游军舰岛+军舰岛 BBQ

早餐：酒店内 中餐：军舰岛 BBQ 晚餐：自理 住宿：塞班岛酒店

早餐后于指定时间在酒店前台集合前往码头，乘船前往军舰岛（09:40-16:00），约 15 分钟船程即可抵达。

※军舰岛（Managaha Island）※ 位于塞班岛西侧中部外海的小岛，在查莫洛语中，Mana-gaha 指的是珍珠之意。

这个有如琉璃海上的绿色城堡，四周环绕着细柔的白色沙滩，被澄净清澈的海水轻柔地拥抱着的小岛，像极了一颗跳出

海面的绿色珍珠，让人爱不释手。整个岛只需 20 到 30 分钟左右便可环绕岛屿一周，因岛上残留着太平洋战争时日军的

残舰与战机而得名。军舰岛是塞班岛最热门的浮潜及游泳地点，潜点不深，可见到各种无脊椎动物、蝶鱼、粗皮鲷等珍

贵鱼类，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岛上参加各自丰富的水上自费活动，如香蕉船，拖伞，水上摩托艇等。

从军舰岛搭乘船回到码头，送往酒店后自由活动。

※为确保安全，建议参与海上项目的小孩身高为 1.2 米以上，年龄 8 岁以上，具体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评定为准。

自由活动+五星酒店定制晚餐

早餐：酒店内 中餐：自理 晚餐：五星酒店定制晚餐 住宿：5 天团无住宿，6 天团含住宿

睡到自然醒，自由活动。或者参加推荐自费行程。

温馨提示：当天塞班当地时间 12：00 前退房，行李可寄存在酒店前台。（5 天团期需要退房，6 天团期无需退房）

塞班-香港 HX077 01:50-05:15

早餐：航机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无

前一晚酒店集合，由导游安排前往塞班国际机场的柜台由领队协助办理登机手续，乘坐香港航空直航飞返香港，行

程结束，抵达香港后自行安排回国内交通。

***五天团期行程完结，六天团期请继续以下行程***

自由活动

早餐：酒店内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 自理

睡到自然醒，自由活动。或参加推荐自费行程。

温馨提示：当天塞班当地时间 12：00 前退房，行李可寄存在酒店前台。

晚上 21：30 左右在酒店前台集合出去塞班国际机场（具体集合时间以当地导游通知为准）



塞班-香港 HX077 01:50-05:15

早餐：航机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无

前一晚酒店集合，由导游安排前往塞班国际机场的柜台由领队协助办理登机手续，乘坐香港航空直航飞返香港，行

程结束，抵达香港后自行安排回国内交通。

以上行程仅做参考，行程顺序具体以当地导游实际安排为准！

费用包含

1. 香港往返塞班的经济舱机票及税金；

2. 酒店住宿每人占半房安排，如单出一人，请补齐房差；

3. 行程中所含餐食和景点；

4. 酒店往返塞班机场接送机服务；

5. 赠送项目不参加不退费。

费用不含

1. 国内往返联运机票费用；

2. 自由活动时间一切费用；

3. 个人旅游意外险；

4. 增值税专用发票；

5. 费用不含小费 5 天 200/人，6 天 250/人。

报名须知

1. 行程可能因航班等因素做相应调整，故仅作参考;

2. 行程中所注明的景点游览时间为大致时间，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旅游时间及根据游客的喜好适当延长； 导游也可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行程中所列出的活动以及景点内容;

3. 团体机票指定日期来回，不可更改日期及不可延期停留；

4. 报名时请提交游客本人自出发之日起有效期 7 个月以上护照首页复印件或扫描件；

5. 我公司保留因航空公司、酒店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调整价格的权利；

6. 如因航班时间的变动,涉及到国内行程的机票或酒店,我司不承担责任；

7. 为免误机影响您的行程，敬请您自行安排好时间提前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候机，建议您至少提前 3 个小时到达机场，中途的转机时

间紧促，请自行把握好转机时间；

8. 另说明，任何航班因为各种无法预知的不可抗力因素或航空公司方 原因引起的航班时间调整，我们会在收到航空公司消息后第

一时间通知您，因此造成的损失由航空公司按照其规定负责赔偿，与本社无关;

9. 拒绝怀有身孕的游客在入境塞班。在出境机场一经发现孕妇，将会拒绝其登机，所有团费不予退回。如在入境塞班时一经发现孕

妇会被拒绝入境，并将会被塞班移民局遣送回国，在滞留塞班移民局期间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及回程机票费都将由游客本人承担。

塞班岛旅游注意事项

 位置：塞班岛为北马利安纳群岛首府，地属美国领土，东临太平洋，西临菲律宾海；

 气候：当地全年如夏，属热带海洋气候，非常适宜旅游，全年温差不大，平均气温在 28 度左右；

 雨季：7-10 月降雨量充沛，每场雨时间短，只有 5-10 分钟，气候凉爽；

 时间：塞班当地时间与北京时间有两小时时差，塞班时间比北京时间早 2 小时；

 语言：当地通用英语；

 货币：美金；

 电压：酒店电压为 110 伏，须自备变压器和插头转换器（美式插头）；



 必备：入境塞班需携带 1000 美金/人，以备抽查，如若因个人原因导致无法入境，责任自负；

 药品：自备常用药品，如感冒、肠胃、晕车船、邦迪等药品（药品须有包装，并配有中英文注释）；

 饮水：当地自来水为海水过滤，必须煮开后方可饮用。建议客人在当地买矿泉水来饮用,详情请向当地导游咨询；

 通讯：开通国际漫游中国移动用户可在塞班当地使用（拨当地可直拨：2.99/分钟；漫游地接听：2.99/分钟；拨国内＋86 加号码：

2.99/分钟；发移动用户短信可直接输入手机号：1.99/条）；中国联通手机也可使用。以上资费标准仅供参考，实际所产生的费

用按各移动供应商最终收费为准。如客人需于国内联系，可购买当地 Verizon 电话卡（相当于国内 IP 卡），$5 含 83 分钟话费；

 衣着：沙滩装，休闲装为主，拖鞋，沙滩鞋，游泳衣等（飞机和船上空调比较冷，可以准备一件外套。）由于塞班属热带气候，

紫外线非常厉害，请带好防晒霜、太阳眼镜、太阳帽等遮阳工具；

 所有游客都必须在入境前 7 天内，请登录 https://i736.cbp.dhs.gov，在线填写好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签证豁免信息表

（I-736#）,并且打印签字随身携带至塞班移民局。另海关申报表航空公司会在飞机上派发。

 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签证豁免信息表（I-736#）所有空格都必须填写正确。在填写第八项时请注意：

 1）申请过美国签证的，但已过期失效的；

 2）所有原先申请过美国签证而被拒签的；

 3）曾经获得过美国签证而在签证有效期内没有入境美国的；

 4）申请过任何美国移民签证或非移民签证而被拒签的；

 以上各项都属于申请过美国移民或非移民签证，如有申请都必须填写“是”这一栏。并请属实正确填写各类相关空格。所有空

格在都必须按照真实情况填写，一旦出现因游客填写的情况不属实而被拒绝入境导致被遣返回国的，所有在塞班期间发生费用及

回程机票都由游客本人自行承担。

 塞班岛免签入境天数 45 天是指最多可入境天数为 45 天而不是肯定可以在塞班逗留 45 天，移民局一般视机票往返时间来指定入

境天数。游客必须按照机票往返程的日期按时入境和返回；

 表格填写前请认真阅读表格填写要求：黑色方框内的文字说明；

 凡持有有效美国签证的游客不需要填写（I-736#）表格，但是在入境塞班时必须向移民局官员出示美国签证；

行李托运问题

 机场出发：请根据出团通知上确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方集合；

持护照及机票行程单到指定办票柜台自行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规定如下：

 托运行李：每人限托运普通行李一件，单件总边长不超过 158 厘米，单件重量不超过 20 公斤；

另加一件体育用品行李，例如高尔夫球具，冲浪板等，单件重量不超过 15 公斤；体育用品行李不可替换为普通行李；

如遇超标，超重，超件行李，航空公司概不托运，无一例外；

 手提行李：旅客可携带除随身背包外一件手提行李；

手提行李规尺寸不超过 22 厘米 X35 厘米 X55 厘米，重量不超过 7 公斤；

手提背包不应超过 30 厘米 X35 厘米 X5 厘米；

如遇超标，超重，超件行李，航空公司概不接收，无一例外；

儿童随行家庭，可携带儿童推车，在登机口交付托运；

航班出发前 3 个小时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航班出发前 1 个小时结束办理登机手续，登机时间为航班起飞前 1 个小时。

 根据美国政府的安检要求，所有旅客必须在登机口接受包括针对手提行李在内的二次安检，超过 30 毫升的液体，膏状物，粉末

物将禁止上飞机。需提前做好通知、沟通工作，提醒旅客登机前不要购买任何饮料。另从香港飞往塞班的航班禁止携带免税品，

请每位旅客配合；

 所有出境规定请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执行。中国公民需持公民因私护照出境， 中国公民持因公护照

的需持有政府外事办公室出具的出境证明方可出境，持香港护照游客需提供香港居民身份证明，并持本人填写的 I-736#表格（关

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CNMI)签证豁免信息表）入境塞班；

塞班机场注意事项

 进入塞班机场，先过移民局，再提行李过海关，海关检查严格（可能会开箱检查，希望游客配合），海关不可携带肉制品、奶制

品、新鲜水果等，其他食品须有中英文注释，每人可携带一条香烟，500ml 低度酒类。

 携带超过一万元以上美金必须申报。

 返程时，不能携带任何贝壳、珊瑚类物品，塞班海关将严格查收并罚款。刀具、酒类、打火机、液体类、凝状类物品（如：牙膏、

睫毛膏、香水、风油精等）必须托运，行李不能上锁。具体行李托运规定条款，以塞班机场及海关规定为准。

https://i736.cbp.dhs.gov


塞班岛参考自费项目表

观光项目
参考售价（美金/每人）

成人 儿童

南部观光（禁断岛、卡梅尔大教堂、坦克沙滩等） 30 25

丛林观光（最高峰、鳄鱼头海滩、圣母洞、土著农场等） 35 30

南部+丛林 55 45

小飞机往返天宁一日游 180 180

水上项目 成人 儿童

军舰岛三合一（拖拽伞+香蕉船+海底漫步/潜水） 130 130

军舰岛海岸浮浅（含工具）【跑男同款】 35 35

水上摩托（双人） 50 50

海底漫步 70 70

Sea Touch 触摸海洋 60 45

站立式独木舟 65 60

美人鱼号观光潜水艇 85 50

蓝洞浮潜+拍照 45 45

拖钓 525 525

垂钓 75 65

体验潜水（1 岸潜-KANOA)或体验潜水（1 船潜)，不含拍照 70 70

高级潜水执照培训班/潜水执照训练班，不含拍照 500 不建议

陆地项目 成人 儿童

ATV（驾驶全地形四轮越野车探险）-（单人） 50 不建议

ATV（驾驶全地形四轮越野车探险）-（双人） 70 不建议

UTV 极限越野车（最高峰探险，需要国内驾照）跑男同款 85 85

骑行看日出 55 55

赏星空 20 20

空中项目 成人 儿童

高空跳伞（2400 米/3000 米/3600 米/4200 米） 289/329/369/409 不建议

跳伞 DVD 刻录全程照片&高清视频 160 不建议

滑翔机一岛游（塞班） 180 180

滑翔机两岛游（塞班+军舰岛） 185 185

滑翔机三岛游（塞班+军舰岛+天宁岛） 195 195

体验滑翔机驾驶/体验滑翔机观光乘客 180/90 180/90

特色餐及特色活动 成人 儿童

悦泰第一晚餐秀（半自助式烧烤）（跑男爆款） 58 29

夕阳游船晚餐 65 50

悦泰海鲜自助晚餐（跑男爆款） 40 25

托尼龙虾套餐（鲜嫩乳猪肋排+安格斯牛肉+沙拉+例汤 1 份） 75 75

托尼龙虾套餐（鲜嫩乳猪肋排+时令新鲜海鱼+沙拉+例汤 1 份） 65 65

Tony Romas'经典猪排餐（午餐） 20 20

Tony Romas' 特色晚餐 35 35

哈发代海边 BBQ 晚餐 39 19

增值项目 成人 儿童

WIFI 租赁-3 天/4 天/5 天 30/38/46 30/38/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