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藍寶石公主號～香港輕鬆遊三日 

出發日：104 年 4 月 25 日 

 

艙房等級 &售價明細表 
四人一室 

(每人價格) 

三人一室 

(每人價格) 

二人一室 

(每人價格) 

每房需付滿 

2 位大人價格 

內  艙 (約 4.84 坪) 24,900 25,900 26,900 
遮蔽外艙 (約 5.14 坪) 25,900 26,900 27,900 
海景外艙 (約 5.44 坪) 26,900 27,900 28,900 

陽台艙 (約 6.65 坪含陽台) 28,900 29,900 30,900 

迷你套房艙 (約 9.98 坪含陽台) 38,900 39,900 40,900 
●售價為遊輪船票費用，含遊輪靠港稅。 

●不含遊輪小費 22 美元及領隊、司機、導遊小費共 24 美元，合計 NT 1,400。 

●不含停靠點岸上觀光行程。 

●此行程包含香港電子港簽，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取得香港電子港簽，敬請自備有效台胞證進港，造成不便

敬請見諒並感謝您的知悉。 

●若台灣至香港單程機票自理 , 可以扣團費 4000 元(含機場稅)。 

＊嬰兒特別優惠價 (嬰兒住宿所有艙房皆可享此優惠報價) :以出發日計算，年滿 6 個月以上嬰兒方可登

船，如隨行有年滿 6 個月至 2 歲之嬰兒，嬰兒報價為 NT 12,900，此報價不需另外支付小費。 (此嬰兒

需與大人同住 3 人房或 4 人房，方可享此優惠；此優惠方案不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 

搭乘公主遊輪公司所屬之藍寶石公主號浪漫豪華遊輪。藍寶石公主號：2004 年 6 月 13 日下水，2012 年

1 月重新整修，由 Nancy Murkowski (前阿拉斯加洲第一夫人)命名● 噸位：116,000 噸● 長度：952 英

尺（290.4 米）● 寬度:158 英尺（48.2 米;含船橋兩翼）/123 英呎≒37.5 公尺 (37.5 米;不含船橋兩翼) ● 

吃水度 28 英尺（8.5 米） ● 航行速度：22 節● 18 層甲板 ● 14 部客用電梯● 共能搭乘 2,670 名

遊客● 來自全球各地共 1,100 名船員 ●有 5 個游泳池 ●8 個水療池。 藍寶石公主號是一艘適合健身

和娛樂的遊船，這座漂浮的渡假地以其完全創新的服務也成為您公主遊輪公司巡遊渡假的一個旅遊景

觀，是什麼令其如此特別？ 



 

 

 

 



 

 

 

日 期 星期 出發地點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達日期 抵達時間

2015/04/25 六  高雄    CI 933  0740  香港  2015/04/25 0910  

2015/04/25 六  香港  豪華郵輪  藍寶石公主號 1800  基隆  2015/04/27 0700  

※以上為本行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語與飛行時間為準 

 

第一天 4/25(六)   台北 (台中.高雄)／香港 HONG KONG －香港啟德遊輪碼頭－藍寶石公主號【遊輪

18:00 啟航】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萬象之都－香港。 抵達香港後，

搭車前往香港啟德遊輪碼頭，搭乘公主遊輪船隊中１１６０００噸之◆藍寶石公主號。隨後登上藍寶石

公主號，在全船所有人都參加救生演習後，遊輪鳴笛緩緩離開碼頭，啟航駛向大海。(登船後您可前往

14 樓自助餐廳享用下午茶簡餐，因辦理登船手續導致用餐時間較晚，敬請見諒並感謝您的知悉!) 【您

不可不知】不用舟車勞頓，更不用天天打包行李，一覺醒來就到了新的國家或新的景點，在旅行過程中，

時時沈浸在優美的氛圍中，更有著陸地所沒有的海洋浪漫及冒險感，這就是全世界旅人最嚮往的遊輪旅

遊。公主遊輪上以浪漫優雅的風格，提供最精緻的美食及精采娛樂，便利的華語服務更讓您享受海上假

期無國界，一旦體驗過就從此愛上這獨一無二的悠閒旅行方式。 



 

餐 食：早餐： X 午餐： 下午茶簡餐 晚餐： 遊輪上 

住 宿： 藍寶石公主號 內側艙房 

 

第二天 4/26(日)    公主遊輪假期藍寶石公主號海上巡遊 

最悠閒、最自在的遊輪旅遊體驗，莫過於全日航行於海上的悠閒時光。公主遊輪熱情地敞開雙手，

歡迎您的熱烈參與。前往甲板上的原木跑道慢跑、散步；迎接晨曦，來個日光浴；也可至健身房、水療

美容中心、按摩池，好好舒鬆筋骨。今天您一點都不會無聊，建議您先仔細參閱『每日中文活動表』，

自由選擇喜歡的活動一起同樂，千萬不要錯過各項免費的精采活動或設施，如生動有趣的舞蹈課程、浪

漫熱情的現場音樂演奏；或前往海上賭場小賭怡情、試試手氣；參加有趣的賓果遊戲、團體競賽等。盡

情享受道地的義大利風味美饌、精緻下午茶。您也可逛逛精品免稅店，享受海上購物樂趣。入夜，別忘

了前往劇院欣賞精彩的歌舞表演，三五好友齊聚一堂至酒吧小酌談心，或到各大小夜總會來場瘋狂熱

舞，享受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您不虛此行。 

 

餐 食：早餐： 遊輪上 午餐： 遊輪上 晚餐： 遊輪上 

住 宿： 藍寶石公主號 內側艙房 

 

第三天 4/27(一)    基隆 KEELUNG (臺灣) 【遊輪 07:00 抵達】  

今日，藍寶石公主號返抵基隆，結束三天二夜愉快的遊輪海上假期，返回闊別多日的甜蜜家園。  

 

餐 食：早餐： 遊輪上 午餐： X 晚餐： X 

住 宿：甜蜜的家  

 

【貼心安排】 

＊為了方便各位貴賓前往基隆碼頭登船，只要報名此航程，特別提供定時、定點之來回接駁巴士服 

務，北中南皆有固定班次往返。（確切集合時間、地點由行前說明會當日告知） 



＊如貴賓您無法配合於以上定時、定點搭乘巴士，您可自行前往基隆登船，恕無法退費，敬請見 

諒並感謝貴賓您的知悉。 

【貼心提醒】 

1.如需提供遊輪艙等升級，請於報名時告知業務人員，出發後恕無法變更。 

2.行程順序將視航班、飯店而做調整，正確行程、航班及旅館依行前說明會資料為準。 

3.海上假期應準備三種服裝：白天的便裝、晚間正式服裝、上岸觀光遊玩的便服。 

4.遊輪上將舉行各種精彩的娛樂節目及高級社交活動，乘客之服裝標準也因活動性質而有所配合。例如：船長的

歡迎酒會及特定的豪華晚宴等，所有乘客皆需穿著正式晚禮服參加(女士請穿著洋裝，男士請穿深色西裝打領帶及

深色襪子，建議您至少準備一套正式晚禮服。 

5.您所參加的是豪華遊輪旅遊系列之一，因此遊輪上進餐時亦有服裝規定，早餐與午餐您可穿著休閒服裝、短褲

與 T 恤皆可(請勿著泳裝、赤足或打赤膊入餐廳)。除了特定的豪華晚宴須穿著正式晚禮服外，晚餐時請著便服(請

勿穿著短褲、拖鞋與 T 恤等)。 

特別說明 1：為考量旅客自身之旅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旅遊權益，年滿 70 歲以上及行動不便者之貴賓須

有同行家人或友人，方始接受報名，不便之處，尚祈鑑諒。 

特別說明 2：遊輪公司不接受於遊輪啟航時或航程任一時間內以下旅客登船 

 ＊懷孕達 24 週的孕婦 

 ＊嬰兒需年滿 6 個月以上 

＊未滿 18 歲的旅客不可單獨登船，需由已滿 18 歲之成人陪同 

＊身心障礙乘客必須可以自我照顧或請由可提供所有協助的另一名乘客陪伴共同出遊參加航程，必須服用的藥

物都必須自行攜帶妥當，便能適時提供必要的幫助。 

遊輪上配備醫務室及醫務人員，乘客如果在搭乘遊輪期間因病需要醫治，船公司將酌收合理醫藥費。 

上述為遊輪公司之登船規定，敬請包涵。 

特別說明 3：有關遊輪相關特別協議規定，請參考本行程內之行程規定。 

 注 意 事 項 ： 

※行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不可抗拒之現象（天候不佳），本公司保有變更 

  行程之權利。 

※行程班機時間及降落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說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狀況不同，若有更改，敬請見諒。 
※行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留調整之權利，以團體出發前說明資料為準。 

 

                       中鋼福利大樓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路 07-2158999  中龍福利大樓分機:2328.2326   103.10.24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