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勒比海公主號〞 

『千島湖、英格蘭、阿卡迪亞國家公園賞楓』17天 
《  2020 年經典加拿大及新英格蘭十一天十夜之旅》 

 

 



★ 尊榮的移動城堡。 。 。 
這艘經典非凡的遊輪見證了公主遊輪對創新設計與變革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遊輪上的全新特色設施

包括義式風情的中庭廣場，成人專屬的聖殿成人休憩區®（Sanctuary®），和浪漫愜意的星空露天電影院®

（Movies Under the Stars®）等，深受乘客們的喜愛。 

加勒比海公主號 

基  本  資 料 餐  飲  設 施 

噸  位  數：113,000噸 

下水服務：2004年 04月（2019年5月重新裝修） 

甲板樓層：19層 

船  長  度：290公尺 

船  寬  度：36公尺（不含船橋兩翼） 

船  高  度：59公尺 

總艙房數：1556間 

（陽台艙445間／外艙230間／陽台663間／套房

212間等；含輪椅適用艙房有25間） 

總載客數：3140人 

服務人員：1200位 

承  造  商：義大利 Fincantieri 造船廠 

船  籍：百慕達 

動  力：22.5節（柴油及電動渦輪） 

• 主餐廳：  

棕櫚樹餐廳 Palm Dining Room  

珊瑚餐廳 Coral Dining Room  

海島餐廳 Island Dining Room 

• 特色餐廳：  

皇冠燒烤 Crown Grill（訂位／海鮮牛排） 

莎芭提妮 Sabatini＇s Trattoria（訂位／義式海鮮 

主廚檯餐 Chef‘s Table  

甜筒咖啡廳 Coffee & Cones  

蒸鍋海鮮餐廳 Steamers Seafood 

BBQ燒烤屋 Planks BBQ 

國際點心吧 International Café 

披薩吧 Slice Pizzeria 

葡萄藤 Vines（美酒魚子醬吧）  

三叉戟燒烤 Trident Grill（漢堡＆熱狗） 

環球美食自助餐廳 World Fresh Marketplace  

安  全 

※ 每間艙房以及主要公眾區域，均提供足夠救生衣（含孩童＆特殊需求者）。  

※ 各航次均於啟航前實施有效之救生演練，並於過程中嚴格指導疏散地點、流程等注意事項。  

※ １８艘救生艇／６艘接駁船／２救援船（各承載 120-150 人），和甲板層設置充氣膨脹式救生筏。 

娛  樂  ＆  消  遣 

公主劇院 Princess Theater（主要表演廳，約 705 個座位）  

芙萱夜總會 Club Fusion（高科技多功能表演聽，約 448 個座位）  

探險家酒吧 Explorers Lounge（歌舞表演場區，約 298 個座位）  

舵手酒吧 Wheelhouse Bar（以航海為主題，約 147 個座位）  

天行者夜總會 Skywalkers（迪斯可舞廳，約 169 個座位）  

星空露天電影院 Movies Under the Stars  

另有... 中庭廣場、豪華賭場、免稅商店、藝術品藝廊及拍賣會、相片

沖印館、影音室、圖書館、健身中心、有氧舞蹈教室、醫療中心、環

船運動甲板、蓮花 SPA、造型髮廊、兒童及青少年活 動中心、虛擬

實境模擬高爾夫球場、迷你高爾夫果嶺、網籃綜合球場、結婚禮堂、

雪茄吧、 鋼琴酒吧、網路咖啡廳、六座游泳池、七座渦流水療池...等 



★ 幸福的瞬間～ 永恆的回憶。 。 。 

多元的特色餐飲＆娛樂活動及豪華硬體設施完美打造專屬個人化！  

從健身中心、運動球場＆甲板到蓮花、賭場、天行者夜總會 

★ 驚豔味蕾～ 超乎感官多重饗宴。 。 。 

２４小時美味不斷 頂級的服務＆各類異國精緻美食任您挑選 
 

 

 

  

 

 

想怎麼吃．就怎麼吃 



★ 愛上公主～ 只須一眼瞬間。 。 。 

讓滿天星斗為伴 感受著微風吹拂 

置身於泳池畔，享受美味飲料和爆米花，在巨幅螢幕前觀賞精彩影片或賽事！ 
 

走進這片僅對成人開放的奢享空間，一切的煩惱都將煙消雲散 

享受舒緩身心的按摩，在躺椅上聆聽醉人旋律，享受水療或飲品服務！ 

 

熱鬧的音樂和酷炫的雞尾酒設置為DJ旋轉流行的俱樂部曲調，是一個舞蹈之夜

的理想場所。閃閃發光，超現代和超酷，這個熱點邀請一點點觀星，而五顏六

色的霓虹舞池邀請每個人起床和boogie down！ 
 

 

星空電影院 

聖殿成人休憩區 

天行者夜總會 

 



★ 精彩活動＋ 豐富設施＝ 娛樂無限。 。 。 

震撼的音響效果以及貼心完美的座位分佈 

媲美百老匯的精甚歌舞演出！  
 
 

★ 同行夥伴～ 不再設限。 。 。 

與愛人手牽手漫步甲板欣賞日出或夕陽，在星空下許下彼此一生一世的承諾    

遊輪上不分晝夜地熱鬧著，從白天到晚上與三五好友一同參與多樣性的活動    

在充滿歡樂氛圍的遊輪上，共享天倫之樂，也可將孩童帶往青少年專屬中心    

遊輪集結了飯店、餐飲、各項活動及設施於一身，最適合銀髮族群悠閒慢遊 
 

 

★ 遊輪～ 旅行不再有甜蜜負擔。 。 。 

特殊海域航線（經典靠岸港口）     搭配精選且專業的景區觀光規劃！  

省去舟車勞頓不必要的廢時     港口至景點區平均車程輕鬆悠閒到達！  

完整享擁自主悠閒     無須每日更動行李，讓身心靈～真實感受旅遊！  

關上房門     就如同回到家一樣地自在，精選電影及各國節目或賽事！  

走出房間 玩樂隨即擁有！賭場、劇院、現場演唱、各式精彩活動！ 

甜蜜．共遊 

好友．眾遊 

親子．同遊 

銀髮．漫遊 
 

公主戲院 

海陸通吃．真感受 

睡夢中．持續移動 

旅遊．應有的真諦 
 



★ 精選的景點安排。 。 。 

『紐約』是都會區的核心、以及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是對全球的經濟、商業、金融、媒體、政

治、教育和娛樂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國際大都會。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是世界上最大的、參觀人數最多的藝術博物館之一。館藏超過二百萬件藝

術品，整個博物館被劃分為十七個館部。除了主館外，還有位於曼哈頓上城區的修道院博物館分

館，那裡主要展出中世紀的藝術品，以及於2016年3月開放的布勞爾分館，用於展出現當代藝術 

 

 
『哈佛大學』為一所本部坐落於麻薩諸塞州劍橋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學。 

其因歷史、學術影響力、財富等因素而獲評為世上最享負盛名的學府之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81%E7%AB%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1%E5%AF%8C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是美國緬因州芒特迪瑟特島為主加上附近諸島以及本土的史庫迪克半島所

組成的一個國家公園。 

 

 

『布雷頓角高地國家公園』位於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布雷頓角島北部。三分之一的Cabot Trail公路

穿行其間，形成了一道特色的風景。該國家公園成立於1936年，是加拿大第一個位於大西洋沿岸

的國家公園。公園中有26條標記過的徒步旅行路線，其中天際步道線skyline trail最為出名。 
 

 

 

『魁北克水晶瀑布』到瀑布區遠遠地就看見一條白練從天而降，水聲轟隆，白霧瀰漫。遊客可選

擇纜車直達山頂，或選擇瀑布右側的迴旋木梯攀上懸崖。 

 

 



★ 豪華的十一天十夜航次。 。 。 

美國．紐約上船～魁北克省．魁北克市下船 

 

★ 最佳的出發日期。。。。。。2020.09.20(星期日) 

☆報名即贈：報名付訂者～贈送 遊輪＆領隊服務費 ！ 
（10 晚遊輪服務費 US＄145 ＋ 領隊服務費 US＄200，價值約 NT＄10,700 元） 

※早鳥優惠:12月底前報名優惠早鳥1萬元!艙房有限,請速報名! 

※以上為《兩人一室》每位加價，各式艙房等級均有供應～歡迎洽詢） 

※ 本公司保留隨時停止或更改本專案內容及加價內容之權力，一切依公告為主※ 

★ 長  榮  航  空。 。 。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班編號 飛行時間 

去程 19:10 14:55 桃園／紐約 BR32 14時55分 

回程 01:45 04:45 多倫多／桃園 BR35 15時00分 



日期 行程表 

第  一  天 台北  / 紐約 

10/10 

(星期六)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為您辦妥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美國－紐

約，因國際換日線關係，班機於今日晚間抵達紐約甘迺迪機場，辦理通關手續後專車迎

往飯店休息。 

 【紐約 The Big Apple】 

 又名「大蘋果」，是美國人口最多，以及被旅遊雜誌票選為世界十大最佳旅遊城市之

一，還被許多媒體票選為世界上被拍照最多的城市。在商業和金融方面，紐約具有強大

的全球影響力，直接影響著全球的經濟、金融、媒體、政治、教育、娛樂與時尚界。 

早餐：Ｘ 午餐：X 晚餐：X 

住宿：Hilton East Brunswick Hotel & Executive Meeting Center／ Hotel 

Woodbridge at Metropark／ 或同級。 

第  二  天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聯合國大廈、林肯音樂中心、聖派垂克大教堂、第

五大道、華爾街】 

10/11 

(星期日) 

 【大都會博物館】自由女神像–世界遺產 

 又名「自由照耀世界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坐落於美國紐約港的巨型

新古典主義塑像，於1886年落成，是法國送給美國的禮物，左手的冊子上寫有美國獨

立宣言的簽署日期：1776年7月4日，今日特別安排搭乘★渡輪到自由島上欣賞自由女

神雕像，渡輪駛抵自由島的最後3分鐘是欣賞雕像的最佳時機，此時駕駛也會減緩速

度，讓遊客細細欣賞! 

 【第五大道】 

 位於曼哈頓島的中心地帶，南起華盛頓廣場公園，北抵第138街，島上街道以這條大

道為界而分東西。在34街到60街間，被稱為「夢之街」，聚集許多著名的品牌商店，

是高級購物精品街，流行時尚匯聚，吸引無數的名門淑媛、貴族雅痞來此購物。 

 【華爾街 Wall Street】英文“牆街”的音譯。 

 荷蘭統治時，在這裡築過一道防衛牆，荷蘭人被趕走後，拆牆建街因而得名。數不清

的大銀行、信託保險公司和交易所都在這裡駐點，每天成千上萬的白領階級湧進這裡上

班，華爾街以其堅強實力在國際金融業占據顯赫地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聯合國大廈】 

 聯合國總部的所在地，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區東側，這塊領土的所有權不屬於美國以及

任何一國，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塊「國際領土」，大廈前依字母順序懸掛著所有參加聯

合國組織會員國的國旗，十分壯觀。 

 【林肯音樂中心】 

 紐約古典音樂界的中心，是所有藝術家憧憬的舞台，同時也是彙集了劇院、歌劇院、

音樂廳、室外音樂廳的紐約文化中心。其規格之高和藝術影響力在世界藝術殿堂中有著



極高的認知度，全世界的優秀藝術家都以在這裡演出爲榮，京劇大師梅蘭芳也是在這演

出後而聲名遠播。 

 【聖派垂克大教堂】 

 是19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哥德式建築，教堂內有豐富的工藝作品收藏、巧奪天工的木雕

及石匠工藝，突顯出天主教堂的宏偉與莊嚴，華麗雕飾與尖塔的外觀，夾雜於高樓大廈

林立的紐約市，訴說著它的與眾不同。 

 【中央公園】 

 號稱「紐約後花園」，不只是紐約市民的休閒地，更是世界各地旅遊者喜愛的旅遊勝

地，公園四季皆美，春天嫣紅嫩綠、夏天陽光璀璨、秋天楓紅似火、冬天銀白蕭索。精

心打造的如畫美景，成為許多電影的拍攝地，來到這裡，使人不自覺陶醉在這片城市綠

洲中。 

◆入內參觀：大都會博物館 

◎下車參觀：聯合國大廈、林肯音樂中心、聖派垂克大教堂、第五大道、華爾街 

☆特別安排：搭乘渡輪登自由女神像島、馬車遊中央公園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Hilton East Brunswick Hotel & Executive Meeting Center／ Hotel 

Woodbridge at Metropark／ 或同級 

第  三  天 911 紀念博物館包入場門票-新世貿大樓觀景台包優先門票--帝國大廈- 

時代廣場-登上「加勒比海公主號」紐約 New York City 

10/12 

(星期一) 

 【新世貿一號大樓觀景台】 

 新世貿一號大樓位於舊世貿中心遺址，為九一一襲擊事件遭到損毀後所重建的建築之

一，總樓層共地上94層、地下5層，樓高541米。全新的觀景台位於大樓的100至102樓

之間。遊客置身於此，可以感受到從1,250呎高空中以360度俯瞰紐約市及紐約港的廣

闊景致。此外，遊客還可以乘搭全世界最快的電梯The Sky Pod，體驗在60秒內到達

102樓的極速快感，主觀景台還設置了互動式環狀影像裝置Sky Pulse，在直徑14呎闊的

圓盤上會顯示HD地面即時影像，製造猶如踩在透明玻璃上的錯覺，並展示紐約市從

1600年至今的風景。 

 【加勒比海公主號】的美麗邂逅 

 找出自己喜歡的表情，擺出專屬於您的POSE，讓船上專業攝影師為您留下美麗記憶!

放下行囊，稍做休息後，隨著專業領隊參觀遊輪上各項硬體設施。在全船所有人都參加

救生演習後，遊輪於鳴笛中緩緩離開碼頭。遊輪下午5：00時啟航，開航後，即開始您

前所未有的超級渡假享受，夜晚您可前往拉斯維加斯大型夜總會狂歡，輕歌漫舞，淺酌

一番。展開這令人興奮的美加新英格蘭豪華遊輪之旅。 

（預計 13:00 登船） ↗啟航時間 19:00 

◆入內參觀：911紀念博物館、新世貿大樓觀景台 

☆下車參觀：帝國大廈、時代廣場 



早餐：飯店內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四  天 羅德島州(新港) Newport, Rhode Island (需用接駁船) 

懸崖步道-聽濤山莊-玫瑰園別墅-漁人碼頭 

10/13 

(星期二) 

 今日遊輪抵達美國最小的羅德島州，羅德島雖小但它彷如北歐般的美麗海港景色及聚

集的富豪之多，卻是全美聞名。在新港市您就能欣賞到富豪文化的代表豪宅，其豪華及

美麗擺飾，保證令您嘆為觀止。參觀這些豪宅中代表作[大理石屋]。此屋外觀全由大理

石砌成，內部雕樑畫棟、裝璜之精美，極盡豪華之能事，必能令您大開眼界。 

 新港的海岸線，處處都可見到有如義大利宮殿、法國城堡的豪宅，這些大都是昔日貴

族及商家的別墅，由後人或後來的屋主慷慨捐出，成為博物館。其中，又以擁有70間房

的「The Breakers」豪宅最受歡迎，模仿了16世紀義大利西北部的皇宮風格興建，內部

裝潢如同皇宮般奢華炫麗；光是一個洗澡盆，就是由一塊完整的大理石雕出，4個水龍

頭可以提供冷、熱的雨水和海水。 

↘抵達時間 07:00 ↗啟航時間 17:00 

◎下車參觀：新港豪宅區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海鮮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五  天 麻薩諸塞州 波士頓 Boston, Massachusetts 

哈佛大學-哈佛廣場-波士頓公園-昆西市場 

10/14 

(星期三) 

 今日遊輪抵達波士頓，靠岸後，安排步行參觀。 

 自由之路 

 全長2.5英哩，共16個紀念景點，起點1798年建立的波士頓公園、可看到金頂莊嚴的

麻州議會廳，乃知名設計師Charlec Bulfinch的代表作之一，被稱為太陽系中心的州政

大廈，以獨特的金頂成為波士頓市的標誌；1865-1969年市政府的舊市政廳，目前已改

為餐廳；建於1718年的街角老書舖，變為現今的珠寶店；第一次宣讀獨立宣言的舊議

會廳，其東側路口道路中央原型石板，即為當年「波士頓大屠殺」之地；市民討論獨立

與自由等重大議題的法紐爾集會廳；遊客造訪波士頓必經的昆西市場等… 

※ 貼心提醒：今日行程為步行參觀，建議穿著舒適好走的鞋子 

↘抵達時間 11:00 ↗啟航時間 20:00 

◎下車參觀：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國王禮拜堂、昆西市場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六  天 緬因州 巴爾港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 Bar Harbor, Maine 需用接駁船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環園賞楓公路遊-凱迪拉克山-雷洞-湖泊)- 觀光船捕捉龍蝦及觀

賞海豹-巴爾港燈塔 



10/15 

(星期四) 

 今日遊輪抵達緬因州的巴爾港，緬因州是美國本土最北端、美東新英格蘭最大的一

州，境內處處山川湖泊、峭壁海涯、楓林果樹，自然風光非常秀麗，美麗的市區街道，

就是最佳逛街購物中心。安排前往阿卡迪亞國家公園，於國家公園內享受清新森林浴，

欣賞秋天楓葉的百變風采，緬因峽灣和海岸美景盡收眼底。午餐享用龍蝦大餐後展開更

新鮮有趣的活動。觀光船捕捉龍蝦及觀賞海豹  

 【波士頓龍蝦】 

 波士頓龍蝦的正式名稱為美洲鰲龍蝦，主要產地並不是波士頓而是緬因州，所以美國

人通常叫它「緬因龍蝦」（加拿大人叫它加拿大龍蝦），分布在大西洋的北美洲海岸，

生長環境寒冷。由於生長在乾淨的海水域中，肉質鮮甜、無雜味，以高湯水煮後稍微調

味就非常美味。 

↘抵達時間 07:00 ↗啟航時間 19:00 

◆入內參觀：阿卡迪亞國家公園 

◎下車參觀：巴爾港 

☆特別安排：觀光船捕捉龍蝦及觀賞海豹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龍蝦餐(每人一隻)+白酒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七  天 新伯倫瑞克省 聖約翰 (芬迪灣) Saint John (for the Bay of Fundy)  

卡爾頓砲塔公園-芬迪灣-聖約翰市區觀光：【市立公園】、【維多利亞式建築的古

屋】、【聖喬治教堂】 

10/16 

(星期五) 

 今日遊輪抵達新伯倫瑞克省(New Brunswick) 省份中的最大城市為聖約翰（Saint 

John）市。「英法混血」的新伯倫瑞克省(New Brunswick)具有英國與法國阿卡迪亞移

民的文化，加上擁有海洋以及大自然風光，是體驗賞鯨、泛舟、海釣、潛水、帆船之旅

等輕度探險活動以及阿卡迪亞文化的最佳省份。聖約翰市內有眾多美麗的自然景觀，如

全球最高潮汐的芬地灣；加拿大最長、最強勁的水流逆轉瀑布等；劃分芬地灣內最高和

最低潮位置的好望角。市內沿途，兩旁有著楓樹、溪流等田野景色，秋季時一片火紅襯

著流水、原野、藍天，景色宜人。 

PS.芬迪灣：因潮水漲退的時間難以預料，無法保證您ㄧ定有機會看到此奇景，煩請見諒 

↘抵達時間 07:00 ↗啟航時間 16:00 

◎下車參觀：卡爾頓砲塔國家歷史古蹟、芬迪灣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八  天 新斯科細亞省 哈里法克斯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世界文化遺產」盧嫩堡-馬洪灣-燈塔-港口自由活動觀光 

10/17 

(星期六) 

 【盧嫩堡】 

 盧嫩堡建於1753年，是英國在北美規劃的殖民地居住區。幾個世紀以來，保存著完

好的原始佈局和完整的外觀，城市整體結構呈長方形，模仿英國本土的城市規劃結構。



盧嫩堡古鎮保存著400多間色彩亮麗、保存完好的住宅，小鎮風景如畫。1995年更被例

為世界文化遺產。 

 市中心的精華區全都在港區，故港口亦是我們走訪的重點。過去歷史上是英國殖民城

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載運火藥的補給船爆炸，全城一夕間化為平地，一半居民死

亡，是僅次於核彈的不幸事件。沿途有觀光客市場、渡船頭、古董鐘樓、市政中心、聖

保羅大教堂、公車總站、帆船碼頭、公園等，還有大西洋海岸博物館，是鐵達尼號影迷

必訪之地。鐵達尼號郵輪沉沒點距此不遠，當年海上救難，也是由此派出大批船艇出

海。另外清秀佳人作者蒙哥馬利女士，在大學時代也曾在港區附近居住。港口附近的八

角星型要塞是當年英軍對抗法軍的軍事堡壘，位于哈利法克斯的城堡山上，建于1825

年，是北美最大的石頭要塞之一，城堡內有新斯科舍博物館和兵器軍械博物館。 

↘抵達時間 09:00 ↗啟航時間 18:00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九  天 新斯科細亞省 西妮 (維德角島) Sydney, Nova Scotia 

布雷頓角高地國家公園(卡伯特賞楓公路旅遊) 

10/18 

(星期日) 

 【卡伯特公路】 

 卡伯特公路是布雷頓角高地國家公園的招牌行車路線，亦被孤獨星球(Loney Planet)

定世界上最美的公路之一。一望無際的弧形公路經過多個風景優美的景點如高山、海

岸、古樸的城鎮。而秋天的景色特別漂亮，很多自駕遊及登山人仕專程來看秋天及日落

的景色。卡伯特公路全長298 公里，因為沿途有很多風景如畫的景點，所以一天內不能

走完全程。此行程約130公里帶領團友體驗這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公路旅遊。 

↘抵達時間 09:00 ↗啟航時間 18:00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十  天 愛德華王子島 夏洛特鎮 Charlottetown, Prince Edward Island 

10/19 

(星期一) 

 愛德華王子島 

 於一萬年前開始有人居住。當時水位較低，本島與北美大陸相連；水位於五千年前開

始上升，這片土地也成為一個島嶼。 

 米克馬克人（Mi'kmaq）為本島的第一原住民部族，並將本島稱為「Epekwitk」，

意即「停留在海浪之上」；歐洲人將該名發音成「Abegweit」。 

 愛德華王子島省的經濟以農業為主，農業人口佔全省總人口的 60% 以上，比例為全

國最高；全省 90% 的面積為可耕地，也是全國最高的。農產品中以馬鈴薯為主。同時

本省漁業也很發達。環島有曲折的海岸線和港口，沿海盛產龍蝦、牡蠣、扇貝和貝殼類

海鮮。魚類中尤以金槍魚著稱，所以愛德華王子島又有「金槍魚之都」的美稱。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6:00 

◎岸上景點：特羅姆瑟、北極大教堂、北極水族館、斯托爾斯泰納山。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十一天 海上巡遊 Cruising （悠閒時光＆豪華饗宴） 

10/20 

(星期二) 

 遊輪繼續航行，各團友可盡享船上各類豪華設施。 

 今天您一點都不會無聊，建議參閱『每日中文活動表』， 選擇喜歡的活動參加或盡情

享受精緻美饌、下午茶或前往酒吧喝杯飲料，聽聽音樂、聊聊天。也可逛逛精品名店享

受海上購物樂趣，或前往體驗海上賭場小賭一下。 

 入夜後別忘了前往『公主劇院』欣賞精彩的歌舞表演，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

您不虛此行！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十二天 魁北克省 魁北克市 Quebec City, Quebec 

聖安妮峽谷賞楓-聖亞納聖殿-魁北克水晶瀑布-「世界文化遺產」魁北克老城-芳堤

娜城堡-達費林平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小尚普蘭購物街-農產品市場 

10/21 

(星期三) 

 上午航抵北美洲唯一築有舊圍牆的城市—魁北克，一直以其古老的魅力為傲，是北美

洲法國文化的搖籃，在1985年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城市。 

 【聖安妮峽谷】 

 聖安妮峽谷高低落差達75公尺，比尼加拉瀑布高出15公尺。峽谷每到秋季，滿山滿

谷的楓紅，是欣賞「楓」景的最佳選擇，因此有著楓紅峽谷的美譽。公園內有3座吊

橋，最高的吊橋距離溪谷60公尺高，在秋季楓葉轉黃時節流水量最大，多年來仍保留著

原始的風貌。接著造訪◎聖安妮教堂，其周邊的楓紅美景將令您讚嘆！隨後搭乘★纜車

前往遊覽美麗的◎蒙特倫西瀑布公園，參觀落差大於尼加拉瀑布1.5倍的蒙特倫西瀑布

Montmorency  Falls，該瀑布楓樹環繞、美不勝收！ 

 中午返回遊輪午餐，餐後安排外觀建於17世紀的◎芳堤納克城堡飯店，接著沿著飯店

前的◎都伏林步道Terrasse Dufferinn散步，眺望聖羅倫斯河對岸的李維Levis市。 

 【芳堤娜城堡】也稱芳堤娜古堡酒店 

 於1893年落成，座落於加拿大魁北克市聖勞倫斯河北岸，是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

建於19世紀末的一系列古堡大飯店之一。是個非常有歷史價值的古堡飯店、亦被喻為是

世界被拍最多次的城堡飯店。 

※ 特別安排 

搭乘★纜車至下城，造訪◎皇家廣場及◎小香普蘭區Petit Champlain，最有歐洲風味，

古趣盎然的街景，彷若回到二百年前法國殖民時期的繁華，從舊城的聖路易門向外延伸

的一條大道兩旁成排都是楓樹，沿街有很多咖啡館、酒吧和高雅餐廳，充滿羅曼蒂克的

氣息。 

↘抵達時間 09:00  

◆入內參觀：聖安妮峽谷、蒙特倫西瀑布公園 

◎下車參觀：聖安妮教堂 

☆特別安排：瀑布纜車、下城纜車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加勒比海公主號Caribbean Princess（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十三天 魁北克省 魁北克市 Quebec City, Quebec 

魁北克-(253km)蒙特婁 

10/22 

(星期四) 

 依依不捨離船後，續驅車前往魁北克省第一大城，素有「北美小巴黎」之稱的◎蒙特

婁Montreal，參觀加拿大第一個生態觀察中心，位於聖海倫Sainte-Helene島上的★生

物園Biosphere，擷取對地球大氣層的靈感而設計出特別的網狀圓球外觀造型，使得生

物園成為常出現在蒙特婁畫冊上的景點之一，登上頂樓可眺望蒙特婁市景。接著前往◎

奧林匹克公園Olympi Park，包括了奧林匹克體育館Stadium、蒙特婁塔Montreal 

Tower、自然生態博物館Biodome、蒙特婁植物園Botanical Garden等，佔地相當遼

闊，是1976年的夏季奧運會場。★蒙特婁植物園是世界三大植物園之一，其中還有中國

庭園和日本庭園。參觀面積約3000坪的★自然生態館Biodome，分為四個展示區，大

約有將近一萬種的動植物棲息在內。附近有一座距離地面傾斜45度的◎蒙特婁塔

Montreal Tower更是大家取景留念之處。續參觀耗費46年於1829年重建完成的★聖母

大教堂Notre-Dame Basilica，是北美最大的天主教教堂。新哥德式的建築，內部胡桃

木的裝飾雕刻，和光輝耀眼的彩繪玻璃窗戶，讓人一走進教堂就感受到他的莊嚴，寶藍

色的天花板和金黃色的星星，更增添了教堂的華貴。 

↘抵達時間 07:00 （預計09:00離船） 

◆入內參觀：生物園Biosphere、蒙特婁植物園、自然生態館Biodome、聖母大教堂 

◎下車參觀：奧林匹克公園Olympi Park、蒙特婁塔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套餐 

住宿：  或同級飯店。 

第十四天 蒙特婁-(292km)京士頓(千島群島) 

10/23 

(星期五) 

 

早餐後沿著聖羅倫斯河畔前往位於安大略湖北岸，聖勞倫斯河口附近的◎京士頓

Kingston小城，曾經是十九世紀時加拿大首都，也是安大略省最古老城市。安排搭乘★

千島群島觀光船，欣賞美麗的楓紅美景。千島群島（Thousand Islands）位於聖羅倫斯

河與安大略湖的交匯處，全長80公里，是公認聖羅倫斯河最美的一段，河中散落了一千

八百多座分屬於美、加兩國的小島，其中不乏富豪或藝文界名人的私人豪邸，搭乘遊艇

巡航其間，只見古堡豪宅與碧水藍天互相輝映，旖旎風光盡收眼底，每屆賞楓季節，豔

麗的紅楓將各座小島點綴得燦爛繽紛，「楓」景特別醉人。今晚夜宿安大略湖畔的度假

飯店。 。 

◎下車參觀：  

☆特別安排：千島湖觀光船  

早餐：飯店內 午餐： 西式料理 晚餐： 中式料理 

住宿：4★京士頓三角洲湖濱飯店Delta Kingston Waterfront Hotel或同級   

第十五天 京士頓-(83km)貝爾維爾-(270km)多倫多  

10/24 

(星期六) 

 

「◎楓葉大道(401公路)」前往風景優美，歷史悠久，素有「安大略最佳居住地」之稱的◎

貝爾維爾市Belleville。造訪漢斯維爾Huntsville的◎Lion´s Lookout展望台，觀賞滿山滿

谷的紅楓與湖景融為讓人久久不捨離去的綺麗景色。秋天造訪加拿大，最不可錯過的，莫

過公路景色，暖暖的陽光把楓樹全沾上了一層金箔，滿山頭的黃綠橙紅紫，公路兩旁赭、



紅、橘、紫、黃，各種表達秋意的顏色都等不及奔放出來，接連不斷的橘紅色秋景，讓人

目不暇給，真正展現所謂「楓葉王國」的氣勢。 

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倫多Toronto，是一座融合了各國文化菁萃的世界之都，音樂、藝

術、時尚、飲食、戲劇無不蓬勃發展，整座城市不但充滿活力，又能與優美的自然景觀相

互調和。塔高553.33米，世界第五高在此俯瞰多倫多市區景觀，感受高空的刺激，搭乘高

速的玻璃電梯升上塔頂約需58秒，還有一個專為遊客觀景而設置的塔樓，稱之為「太空甲

板」。 

◎下車參觀：  

☆特別安排：西恩塔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 DELTA HOTELS BY MARRIOTT TORONTO AIRPORT  或  HILTON GARDEN 

INN TORONTO AIRPORT  或同級旅館 

第十六天 多倫多-台北 

10/25 

(星期日) 

加拿大楓景如畫山水再美，無奈終須離別，那壯麗的高山峽谷、連綿紅葉依傍著瑩澈眩

目湖水的田野，再再讓旅人回味讚嘆不已。帶著滿滿的回憶與感動。班機於今日清晨起

飛，在意猶未盡的心情下返回台北。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第十七天 台北 

10/26 

(星期一) 

結束難忘的加拿大東岸楓紅深度之旅，於今日返抵小別數日的溫暖的家門。 

早餐：X 午餐： X 晚餐：X 

住宿：  

住宿：甜蜜的家。 

【本公司保有因航空公司及遊輪公司及國外當地旅行社之更動而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以上行程及參考航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 航程路線參考。 。 。 

 



★ 船艙圖示參考。 。 。 

客艙以一貫的高標準打造寬敞精緻空間，內裝精美奢華，優質設備一應俱全，愜意且溫馨，讓

您在海上感受豪華酒店般的舒適，配以貼心服務為您打造一段難忘之旅。 

內艙 ／ Interior（約 4.5 坪，精心配備各類精美高檔設施，為您帶來舒適的住宿享受 

 

陽台艙／ Balcony（約 6.5 坪，寬敞舒適精美奢華，內部設施一應俱全，並設有私人陽台 

 

迷你套房／Mini-Suite（約 9 坪，設有柔軟沙發床的獨立起居空間，溫馨雅緻的浴室配有浴缸 

 

 

 



【團費包含】： 

1. 全程國際線經濟艙來回機票。 

2. 遊輪住宿為兩人一室陽台艙。 

3. 含兩地機場稅、燃油費、遊輪靠港稅。 

4. 旅遊責任險：五百萬旅約責任險及二十萬意外傷害醫療險。（投保年齡保額限制：旅遊責任險投保年齡限制如

下：未滿15歲及70歲(足歲)以上人士，保額限制為新台幣200萬元整）。若旅客想獲得更多保險的保障，可自行投保

旅行平安保險或旅遊綜合保險。 

5. 含全程岸上觀光及行程安排中的餐食、住宿、景點門票。（詳細內容請參考行程） 

6. 全程領隊小費美元200元。 

7. 全程遊輪服務費（USD/每人/每晚）USD$14.5~16.5不等，依船上公告為準。 

＊陽台艙、外艙、陽台艙之船上遊輪服務費：11天10夜航程，USD$14.5 x 9晚，每人約美金145元。 

＊迷你套房之陽台艙之船上遊輪服務費：11天10夜航程，USD$15.5 x 9晚，每人約美金155元。 

＊套房之陽台艙之船上遊輪服務費：11天10夜航程，USD$16.5 x 9晚，每人約美金165元。 

 

 

【團費不含】： 

1. 不含私人消費：如行李超重費、礦泉水、飲料汽水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2. 不含行程表上未標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 不含日本國際觀光旅客稅(請客人於船上自行支付)。(本行程無此費用) 

4. 不含機場與居住地間之接駁交通等費用。(本行程內含。因屬贈送，不坐車亦不退費，敬請見諒) 

5. 不含特殊禦寒裝備之租金費用。 

6. 不含個人新辦護照工本費用與簽證申請費。 

 

【注意事項】： 

1.遊輪住宿為兩人一室陽台艙。 

2.遊輪的艙房每個人都要算佔床，以出發日計算，滿6個月以上的嬰兒方可登船。  

3.根據遊輪公司的規定：『禁止在行程中懷孕滿24周的婦女登船』。。 

4.遊輪艙房都以二人一室為主，如欲需求三人艙房或四人艙房，歡迎來電洽詢。 

5.保留團位後，請於三天內繳交訂金及護照影本，訂金每人新台幣30000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開票或限期確認船

艙，請於報名的隔日繳交訂金及護照影本，始完成報名手續。  

6.根據遊輪協議書，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拒因素或基於旅客安全考量，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行程中

登船、抵/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更。若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輪公司及本公司不負任何退款和賠償責

任。  

7.請簽署遊輪協議書及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8.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航班及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之權利。 

 

  

出團備註  

★★ 團體住房權益小叮嚀★★ 

1.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數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 

2. 單人房為一人房（Single for Single use），非雙人房供一人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單人房較雙人

房小，請旅客諒察。 

3. 三人一室通常為雙人房加一床，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2歲以下）才能加床，一大二小或二大一小合住，加床大

多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彈簧床，空間有限加上三人份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住宿三人一室。 

4.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百威旅遊將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

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5. 為遵守消防法規，年滿12歲者，不可加床三人（含以上）室。2~12歲小孩皆需佔床，2歲以下嬰兒可不佔床，請

旅客配合飯店規定。 

6. 日本飯店的房間多數大小不一，倘部分標準房獲飯店善意升等，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諒察。 

7. 行程之確認飯店，本公司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 

 

★★ 注意事項&建議★★ 

1.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

費用。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

或退回剩餘訂金。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 

2.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航班及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之權利。 



3. 附加【遊輪航行合約書條款】因受限於國際遊輪船位預訂時付款條件、取消、變更及退款等規定極為嚴格，就觀

光局所規定之國外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中，第十三條有關《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之條規款定，「雙方同意就

本定型化契約第十三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之內容，另簽立「遊輪航行合約書」取代之，並視為

本定型化契約之一部；兩者解釋上有衝突之部分，均以「遊輪航行合約書」為準。」 

遊輪行程之訂位變更、取消及罰則： 

◎團體出發前76天以上取消者，沒收全額訂金為新台幣30,000元； 

◎團體出發前75-58天取消者，取消費為全額團費之20%； 

◎團體出發前57-30天取消者，取消費為全額團費之50%； 

◎團體出發前29-16天取消者，取消費為全額團費之75%； 

◎團體出發前15天（含15天內）取消者，取消費為全額團費之100%。 

4. 根據遊輪公司的規定：訂船艙需要使用護照上的正確名字，一經訂位完成後，不得更改任何名字。如欲更改，需

要取消並重新訂位，如此便有取消費產生。請各位貴賓在報名繳訂金的時候，請一併繳交正確的護照影本。 

5. 根據【遊輪航行合約書條款】，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拒因素或基於旅客安全考量，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

下，對行程中登船、抵/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更。若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輪公司及本公司不負任何

退款和賠償責任。 

6. 根據遊輪公司的規定：『禁止在行程中懷孕滿24周的婦女登船』。 

7. 本行程使用團體機位，不可延長天數、更改來回程日期及航班時間；所示之航班時間，航空公司/機型/時間可能

會有所變動。正確航班時間，以團體出發前航空公司公告為主。【特別說明】團體旅遊所採用的一律為團體機票

（含燃油附加稅），機票一經開票後，是不能更改也無法辦理退票，此點基於航空公司之規定，敬請見諒。 

8. 遊輪旅遊行程中，每天遊輪的開航時間都是準時的，且遊輪是不等人的，故旅客如果在團體集合時未能準時到

達，請恕領隊無法在原地等候旅客，而之後旅客所衍生的所有費用（交通費、住宿費...等）請旅客自行負擔。 

9. 成團人數：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6人以上(含)；出發前四十天如未達基本成團人數，可改其它出發日期或退還

已付訂金。 

10. 如逢表列飯店客滿時，將會以同等級飯店取代。 

11. 本商品所搭乘之班機與行程內容，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12.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旅行業之因素，部份景點可能會受影響；故於行程參觀內容不減之原則下，本公司得

依航空公司班機及旅館確認之實際情形及團體行進之交通狀況酌情參考調整順序，敬請貴賓們諒解！ 

13. 旅途中若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14.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15. 請於班機起飛兩個半小時前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16. 領隊將於機場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機手續後發還護照於團員，及協助辦理行李托運，行李不得經

由他人(非機場作業人員及航空公司地勤人員)代辦或整理托運行李。 

17. 為顧及消費者旅遊安全，並為維護團體旅遊品質與行程順暢，本行程恕無法接受行動不便或年滿70歲以上之貴

賓單獨報名；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70歲以上之貴賓欲參與本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位以上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

或友人一同參團，且經雙方確認後，確實並無不適於參加本團體行程之虞者，方可接受報名，感謝您的配合。 

18.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請

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19.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

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

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

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 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如有特殊飲食請於出發前10天告訴相關作業人

員，本公司將盡力協助貴賓達成需求，但機上特殊餐食須以航空公司確認之結果為準。 

20. 團體旅行中安排在中國餐廳用餐時，因國外各大城市之中國餐廳，受限於材料來源、當地飲食民情及廚師素

質，實無法與國內相比較。若無法盡善盡美盡如您意，尚請見諒！ 

21. 日本的人民均習慣生飲自來水，因此陸地上的餐廳及旅館房間不會提供瓶裝礦泉水，也少有熱水提供。敬請了

解。在遊輪上，艙房內禁止使用所有非遊輪公司提供的電器用品，故如需要冷/熱開水，請自備容器，可前往遊輪上

的自助餐廳取用。 

22. 遊輪上的早餐，可以到主餐廳或是自助餐廳享用豐盛的早點，或是選用艙房服務，在房間內享受兩人的世界。 

23. 遊輪上精緻的午、晚餐，無論是主菜或是開胃菜、甜點，皆可隨心所欲。每天的菜色都有不同的變化。 

24. 在遊輪旅遊時，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亦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 

25. 陸地房間清潔費：每人每天美金1元，請置於枕頭上（以床計算）。 

26. 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美金1元（請直接給予幫您拿行李的服務員）。 

27. 其他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28. 遊輪的艙房每個人都要算佔床，以出發日計算，滿6個月以上的嬰兒方可登船。 

29. 遊輪艙房都以二人一室為主，如欲需求三人艙房或四人艙房，歡迎來電洽詢。 

 



★★公主遊輪旅遊常見問題★★ 

1. 遊輪上所有消費皆以美金計價，繳交的船艙費中，包括哪些遊輪上的服務項目？ 通常一般船艙費中包括船艙住

宿費、遊輪航行交通費、所有餐廳之餐點提供（但不含單點飲料費及訂位餐廳）、船上的娛樂表演活動及遊樂設

施。此外，船艙費中並不包括個人醫療費用、小費，及私人消費的項目，如酒類及非酒類飲料、洗衣費、電話費、

沖洗相片、SPA、美容、艙房內所提供之瓶裝礦泉水飲料等費用，都是您個人須自行負擔的範圍。 

 

2. 航程中，該攜帶什麼樣的衣物？ 

參加遊輪假期通常基本應該準備的衣物有三種：在船上全天可穿著輕便的服裝或運動服。 

白天岸上觀光行程或自由活動時所準備的旅遊服裝（請依季節溫度變化準備） 

每天船上晚餐的服裝準備建議：＊非正式服裝之夜男士可穿著有領子的襯衫或休閒便服（勿著短褲、拖鞋），女士

可穿著褲裝或洋裝。＊正式服裝之夜（包括船長歡迎酒會、主題晚宴和船長惜別晚宴）女士穿著晚禮服或裙裝，男

士應穿著晚禮服或正式西裝打領帶。 進入健身房時，必需穿著軟底運動鞋以及舒適的衣服，基於健康及安全考量，

如不遵守穿著原則，將被拒絕進入；另外，泳衣也請自備。 

＊每天之氣候預測及服裝建議請參照每日行程表＊ 

 

3. 遊輪上夜晚有那些活動可以參加？ 

通隨著夜晚來臨，精彩的船上生活才正要開始哩！有百老匯秀、夜總會現場表演、DISCO、酒吧、電影等，並有新朋

友的歡樂聚會。大多數的船上設有賭場，以及許多特別活動，如船長的雞尾酒會、旅客的才藝表演、午夜自助餐

等。夜晚的時光，您想到玩到多晚都可以，甚至可以通宵玩到迎接海上壯觀的日出。 

 

4. 單獨一人參加時，在船上是否會覺得太寂寞？ 

對單獨旅行的人而言，遊輪行程是最理想的，因為在航程中，很容易結交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事實上，大多數

的船上都有為單身的人特別安排宴會，旅客可以隨時參加。當然，單人房另有價格計算方式。 若沒有上岸觀光，在

船上我要做什麼！ 在海上航行時，您將感覺比其他的旅遊方式都更加自由而且多彩多姿！ 

**遊輪就像是一座海上的渡假勝地，旅客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像躺在泳池畔的躺椅上，呼吸海上新鮮空氣、曬

太陽、讀好幾本書，或觀賞多變的景觀。您可以參加運動課程、舞蹈課程、遊戲比賽，或其他的教學活動及甲板活

動，如練習網球與高爾夫球、投籃球、游泳、享受三溫暖、到健身房運動、欣賞電影、聽場演講、玩橋牌等，這些

都是船上的每日活動。肚量龐大的郵輪裡，絕對有發現不完的新奇事物等著您去探索。 

 

5. 如果您有兒童隨行，船上有那些活動安排可提供給兒童使用，設施有哪些? 

遊輪行程非常適合全家一起歡樂出遊。除了有適合大人的娛樂活動外，對於兒童的節目安排也很精彩！ 

船上有提供兒童專用遊樂場，由專人帶領遊戲安排！但是請父母們特別注意，不要讓小朋友在甲板上、交誼廳上或

舞池中毫無節制的玩耍，以免影響別人，尤其是晚上更要特別注意安全。 

6. 遊輪上的消費支付使用公主遊輪船卡(遊輪上所有消費皆以美金計價)。每位旅客登船時會收到個人專用的公主遊

輪船卡，在整個航程中，該卡將是您的身份證明（上下船時請隨身攜帶公主遊輪船卡，以便身份查驗），您可用公

主遊輪船卡支付一切消費。部分消費需加15%手續費。※ 請隨身攜帶公主遊輪船卡，以免遺失。 

◎信用卡：請於登船報到櫃台辦理信用卡授權(VISA / VISA ELECTRON / 萬事達卡 / 美國運通卡) ，在航程結束前

午夜，您會收到消費帳單及明細，核對無誤即可下船，您的一切費用將自動從您的信用卡上扣除，相當方便。 

◎現金：您也可使用現金（美元）結帳，如您選擇現金付款則必須於登船報到櫃台支付美金300元保證金/每人（如

果不用信用卡授權，也不付美金300元保證金，將無法登船），此將用於支付遊輪上之消費實支實付，航程結束前一

天，請您自行於遊輪公司規定之現金結帳地點或客戶服務櫃台，結清您所有消費帳款。 

 

★★護照及出入境說明★★ 

1.《依國際慣例規定，護照有效期限，應持有滿半年以上效期 (以入境當地時間為準)，始可入境其它國家》。 

2. 若您是軍人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OO年 OO月 OO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OO號

核准】。 

3. 若您是役男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OO年 OO月 

OO日前一次有效 OO縣市公所】 

4. 若您是接近役齡者→出國必須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章。 

 

5.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賓擁有雙重國籍或 持他國護照，須

使用同一本護照出入境，並攜帶持有之雙國護照，且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請務必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6. 更詳細之內容請參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 搭機規定及行李托運規定★★ 

1. 每一件託運行李重量不超過30公斤，且三邊總和不超過158公分；行李超重部份則需另加收費用(以機場計價為



主)。 

2. 旅客攜帶上機的隨身行李內，裝有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之容器，其體積不可超過100毫升(100 c.c.)，還需

裝於不超過1公升(1000 c.c.)且可重複密封之透明塑膠袋內。 

3. 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奶粉(牛奶)、嬰兒食品、藥品、糖尿病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

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經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並獲得同意後，可不受前項規定的限制。 

4. 出境或過境(轉機)旅客在機場管制區或前段航程於機艙內購買或取得前述物品可隨身上機，但需包裝於經籤封防

止調包及顯示有效購買證明之塑膠袋內。 

5. 為使安檢線之X光檢查儀有效，前述之塑膠袋應與其他手提行李、外套或手提電腦分開通過X光檢查。 

6. 關於孕婦的搭機：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孕婦搭乘指引（IATA medical guideline 3rd edition），基於安全

考量，航空公司不受理生產後未滿14天之產婦登機。某些國家對孕婦入境有特別規定，建議出發前洽詢該入境國之

辦事處相關事宜。 

 

★★緊急求助電話★★ 

1.外交部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服務專線：自國外撥打回國須自付國際電話費用，撥打方式為（當地國國際電話冠碼）

+886-800-085-095；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專線」電話800-0885-0885(諧音「您幫幫我、您幫幫我」) 

2. 交通部觀光局緊急聯絡電話0800-211-734、（02）2349-1691（上班時間）、（02）2749-4400（非上班時間） 

 

★★ 疾病檢役需知★★ 

1. 出國前可上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國際疫情資訊，若前往流行病疫區時，請於出國前4至6週至「旅遊醫學門診」由

醫師評估接種疫苗或服用藥物之需求；旅途中或返國途中如出現發燒、嘔吐、腹瀉、皮膚出疹、黃疸等症狀時，請

於返國時向機場檢疫人員通報；因傳染病有潛伏期，如回國後出現上述不適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近期旅

遊史，做為診斷及治療之參考。 

2. 關於國際疫情、防治措施及全國旅遊醫學門診相關資訊，請參閱該局全球資訊網「入出境健康管理」專區查詢，

或1922（國外可撥+886-800-001922）防疫專線洽詢。 

 

 

貼心報價:新台幣            -元(陽台艙) 

 

1.12/31日前報名,早鳥優惠10000元。 

2.全包式旅遊 :船艙小費、導遊小費、台中-桃園機場專車定點

接送服務、岸上觀光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