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奇緣公主號 〞 

珍藏西地中海、直布羅陀１１天 

（巴塞隆納上船，升等陽台艙！） 

                        



★ 尊榮的移動城堡。 。 。 
奇緣公主號℠是我們的第五艘皇家級郵輪，延續了公主郵輪一貫以來的壯觀與豪華，同時加入了自己獨一無二的新

特色。在奇緣公主號上，乘客可享受無與倫比的精緻用餐體驗。郵輪上擁有有史以來最多的泳池和旋渦溫水按摩

泳池。世界級的娛樂場所呈現各種精彩紛呈的表演。還有令人驚嘆的全新星空套房，擁有我們最大的海上陽台，

為乘客提供廣闊的觀景視野。 

 

奇緣公主號 

基  本  資 料 餐  飲  設 施 

噸  位  數：143,700噸 

下水服務：2020年6月 

甲板樓層：18層 

船  長  度：330米 

船  寬  度：47米 

船  高  度：         公尺 

空間比例：32 

總艙房數：         間 

（陽台艙   間／外艙   間／陽台   間／套房   間…

等） 

（含輪椅適用艙房有         間） 

總載客數：3660人 

服務人員：1350位 

承  造  商：義大利 Fincantieri 造船廠 

船  籍：百慕達    

動  力：         節（柴油及電動渦輪） 

• 休閒餐飲 

主餐廳 

環球美食自助餐廳 

阿非列德披薩餐廳 

國際點心吧 

鹹狗燒烤吧 

旋風冰淇淋吧 

Slice披薩吧 

義式冰淇淋 

糕點屋 

Take 5 

吟唱者酒吧 

皇冠海鮮牛排餐廳酒吧 

維士塔表演廳 

邱吉爾雪茄吧 

 

• 休閒餐飲 

尾跡酒吧 

海景酒吧 

中庭酒吧 

The Mix 

貝里尼酒吧* 

公主遊輪演藝咖啡廳 

• 特色餐飲 

沙芭堤妮義麵餐廳* 

皇冠海鮮牛排餐廳 

海景露臺海鮮吧* 

夜光主廚檯餐 

鹹狗酒吧 

LaMer雷諾的法式餐廳 

360餐廳(名稱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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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６艘救生艇／６艘接駁船／２救援船（各承載         人），和甲板層設置充氣膨脹式救生筏。 

娛  樂  ＆  消  遣 

公主劇院        （主要表演廳，約         個座位）  舵手酒吧    （以航海為主題，約         個座位） 

天行者夜總會（迪斯可舞廳，約         個座位）  探險家酒吧（歌舞表演場區，約         個座位）  

星空露天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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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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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高爾夫果嶺結婚禮堂、雪茄吧、鋼琴酒吧、網路咖啡廳、四座游泳池、八座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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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寬敞的Princess Live的親密餐桌上與家人或朋友一起歡聚！和咖啡館一樣，

享受您最喜愛的飲品，隨著各種各樣的現場表演登台。 
 

 

星空電影院 

聖殿成人休憩區 

公主L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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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格拉西亞大道』是巴塞隆納主要大道，位於擴展區的中部，南起加泰隆尼亞廣場，北到大格拉

西亞街。格拉西亞大道也是該市重要的購物區。 
 

 

『奎爾公園』 奎爾先生受到英國花園城市運動 Garden Cities 的影響，想實踐一個將花園包圍人

類生活的都市計畫理念，用以平衡住宅、工業和農業區的比例，當初複製英國社區共享房產模式

的概念，所以也用英文來命名這個社區。 
 

 

 
『直布羅陀巨岩』是位於的直布羅陀境內的巨型石灰岩。該巨岩高達426米，而其北端鄰近直布羅

陀和西班牙的邊境。。 
 

 



『馬賽聖母守望院』守護著馬賽港、馬賽靠海為生漁民的安全，相當於台灣的媽祖— 默娘。 

是19世紀中葉由建築師艾斯佩蘭杜設計，拜占庭樣示的壯麗教堂，矗立在高46公尺的鐘樓上方，

有座金色瑪利亞像，無論白天或晚上非常耀眼迷人。 
 

 

 

『米蘭大教堂』教堂的建築風格十分獨特，上半部分是哥德式的尖塔，據統計共138座，最高的

尖塔高達108.5米，頂端有一尊4.2米的聖母瑪利亞像，上鍍黃金。下半部分是典型的巴洛克式風

格，從上而下滿飾雕塑，極盡繁複精美，是文藝復興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物。 
 

 

 

『君士坦丁凱旋門』是位於羅馬的一座凱旋門，位於羅馬競技場與帕拉蒂尼山之間。是為了紀念

君士坦丁一世於312年10月28日的米爾維安大橋戰役中大獲全勝而建立的。 

 



★ 豪華的八天七夜航次。 。 。 

西班牙．巴塞隆納上船～羅馬下船（２晚正裝之夜） 

 

★ 最佳的出發日期。。。。。。2020.9.03(星期四) 

☆報名即贈：報名付訂者～贈送 遊輪＆領隊服務費 ！ 
（7 晚遊輪服務費 US＄102 ＋ 領隊服務費 US＄110，價值約 NT＄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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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 

日期 城  市 參 考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北 ／轉機點  ～ 

去程 轉機點/巴塞隆納機場   

回程 巴塞隆納機場／ 轉機點  ～ 

回程 轉機點／ 台北   

※ 航班編號及正確起降時間，將因航空公司排程而調整，實際請以出發前之說明會資料為準 ※ 
 



日期 行程表 

第  一  天 桃園國際機場／轉機點／巴塞隆納機場（西班牙）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西班牙的◆巴賽

羅納，班機於明日抵達，今晚夜宿機上。 

※ 貼心體醒 

參考飛行時間：桃園機場→８小時４０分→杜拜→７小時１０分→巴塞隆納機場 

第一天搭飛機，建議您穿著寬鬆的衣服及舒適的鞋子。 

由於航程關係，請攜帶口罩、眼罩、空水瓶、保暖外套，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出發前，請至本公司參加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 特別說明 

1.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綜合當地實際

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敬

請貴賓們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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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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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歐籍航空的團體機位及部份促銷個人票均無法提前選位，若有機艙位子需求的貴

賓，請補價差，改訂可以選位的FIT個人機票。 

5. 團體船艙均無法選擇樓層及船艙位子，若有特殊船艙需求的貴賓（高樓層、左舷

右舷、相鄰房...等)，請補價差改訂FIT個人船艙。 

6. 如有特殊餐食(不吃牛、海鮮、蛋奶素或嚴格素)，請務必於團體出發日前10天告知 

7. 領隊視行程順暢度可能變動景點參觀順序。因參觀行程多步行，請穿著舒適的鞋

子及衣著。 

8. 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全；遊船行程安排及時間配置，為讓貴賓

都能得到最佳服務品質，如因天候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調整，依碼頭現場公告

為主，敬請見諒。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飛機上或同等級旅館 

第  二  天 巴塞隆納 Barcelona～市區觀光（聖家堂、格拉西亞大道、米拉之家、巴

特婁之家） 

  聖家堂 

原意是贖罪教堂，從1882年動工迄今，原設計藍圖為歌德式教堂，高第接手後改以

20世紀巴塞隆納當地「加泰隆尼亞現代主義」修改，在高第的眾多建築瑰寶中，聖

家堂是最被世人矚目的一座，也是唯一尚未完工便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建築物。 



 格拉西亞大道 

和蘭布拉大道交會於加泰隆尼亞廣場，不僅是巴塞隆納著名的名牌大街，也擁有許

多風格獨具的當代主義建築群，替整條馬路增添許多色彩。 

◎岸上景點：格拉西亞大道、巴特婁之家(外觀)、米拉之家(外觀)。 

☆門票安排：聖家堂。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肋排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4★ Hilton La Mar Hotel 或同等級飯店或同等級旅館 

第  三  天 巴塞隆納 Barcelona～市區觀光（奎爾公園）→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奎爾公園Park Guell 

「建築頑童」高第另一個的傑作，可說是高第最為個性化的鉅作，建築中找不到任

何一條直線，原先欲設計為住宅社區，後因經費不足，故改為公園，因此可說是公

園及住家的複合體，完整呈現高第的幻想世界，更有高第無處不在的創意。 

 遇見奇緣公主號～ 

辦理登船手續後，放下行囊，稍做休息後，隨著領隊參觀體驗遊輪上各項硬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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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貼心提醒 

今天前往碼頭辦理登船手續，碼頭人數眾多，請您耐心等候。 

請將您的行李繫上船艙行李條，遊輪上的工作人員會將您的行李送至您的房間。 

請檢查房間內的設施是否可正常使用，若有問題請告知您的專屬領隊。 

（預計 13:00 登船） ↗啟航時間 22:00 

◎岸上景點：奎爾公園。 

☆門票安排：奎爾公園。 

早餐：飯店內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四  天 海上巡航 

 今天早上沒有 morning call，您可以睡到自然醒，也可以自遊自在的享受早餐時

光。亦可以參與船上各式各樣的活動，或是前往甲板來個日光浴，或是前往水療

池、按摩池好好的舒鬆筋骨。午後時分，您可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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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可錯失參與遊輪上各項免費活動

或設施的機會。入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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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貼心提醒 

本日為海上航行，公主遊輪精選各種表演節目並提供豐富的娛樂空間，各種不同輕鬆



好玩課程，讓您身、心、靈全部徹底放鬆，請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

好時光!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中文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 !  

(領隊會於前一晚將翻譯好的每日中文行程表發送至各位貴賓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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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五  天 直布羅陀Gibraltar（大英國協）（直布羅陀巨岩、歐羅巴角、歐洲聖母教堂、

皇家直布羅陀郵局） 

  歐羅巴角 

歐羅巴角位於直布羅陀最南端，同時也是歐洲大陸緯度最靠南的幾個海角之一。 

這裡視野極佳，向西可以眺望到屬於西班牙的土地，南面海峽對岸則是遼闊的非洲。 

 直布羅陀巨岩 

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地標性景觀，現在成立了“上巨岩自然保護區”(Upper Rock 

Nature Reserve)。它的最高點海拔426米，裡面擁有歐洲唯一的野生猴子種群－200

多隻直布羅陀獼猴、摩爾人城堡和神秘的迷宮隧道。 

 歐洲聖母教堂 

位於歐羅巴角附近，是一座天主教堂，擁有一座高聳的方形塔樓。它在歷史上曾是一

座清真寺，並曾作為燈塔使用過。 

 皇家直布羅陀郵局 

於主街北段西側，從1886年開始辦理郵政業務。2005年，郵局增加了“皇家”首

碼，是目前世界上英國海外領地中唯一帶有此頭銜的郵局。 

↘抵達時間 07:00 ↗啟航時間 17:00 

◎岸上景點：歐羅巴角、歐洲聖母教堂、皇家直布羅陀郵局。 

☆門票安排：直布羅陀巨岩。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直布羅陀風味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六  天 海上巡航（悠閒時光＆豪華饗宴） 

  海上假期 

最可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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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前往甲板上的原木跑道慢跑、散步；迎

接晨曦，來個日光浴；也可前往健身房、水療養顏美容中心、按摩池，好好舒鬆筋骨 

 Show Time! 公主劇院 

晚晚都上演著不同的表演節目，內容包羅萬象如歌舞秀、魔術、模仿秀、雜耍等。動

人的歌聲、精湛的舞藝，極盡奢華的卡司陣容，加上高科技的舞台聲光音效，讓您一

堵媲美百老匯的精采表演。 

Work Out Time!遊輪上提供許多精心挑選的活動課程，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是您運



動的最佳首選，完善設施及專業的指導員，讓您在使用上更得心應手；選擇在遊輪甲

板上慢跑，一覽無遺的美麗海景是您在一般慢跑中絕對體驗不到的樂趣，快換上運動

服裝，一同來趟甲板慢跑之旅！ 

※ 特別叮嚀：進入健身房或有氧教室請務必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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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七  天 馬賽Marseille→ 艾克斯‧普羅旺斯→ 馬賽Marseille（聖母守望院、舊

港）（法國） 

  馬賽聖母守望院 

位於馬賽的至高點，屬於新拜占庭建築風格，建於1148年。聖母守望院是馬賽人的

精神支柱，守護著馬賽港，守護著馬賽靠海為生漁民的安全，相當於台灣的媽祖。  

 艾克斯‧普羅旺斯 

此地是天才畫家保羅塞尚的出生地，在這座古城內，不但有都會的風情，也有藝術

的氣息。沿著兩側由法國梧桐樹聯成的米拉波林蔭大道漫步，找到塞尚常造訪的

「兩個男孩咖啡館」，若時間允許，來杯咖啡享受普羅旺斯的驕陽，體驗法式浪漫

風情。 

 馬賽舊港 

舊港北側為舊河岸（Quai des Berges），岸邊林立著咖啡館、餐廳和飯店，在這裡

可以欣賞港灣風光。您可以輕鬆地走在寬闊街道，感受現代歐洲的悠閒氣氛，兩側

櫛比鱗次的建築建於18~19世紀，也是不可錯過的風景。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7:00 

◎岸上景點：米拉波大道、聖母守望院、馬賽舊港。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八  天 熱那亞Genova→米蘭Milano（米蘭大教堂、大教堂廣場、艾曼紐二世迴

廊、史卡拉歌劇院）→熱那亞（義大利） 

  【包含門票】米蘭大教堂 

是全世界最大的哥德式教堂，由白色的大理石建成，雄偉、典雅且舉世無雙。每座

塔上都有一座雕像、最高的尖塔上有鍍金的小聖母瑪利亞銅像，她是這個城市的守

護者，在附近逛街漫步，抬頭就可看到見。 

 艾曼紐二世迴廊 

兩條玻璃拱頂走廊交會於中部的八角形空間，這個長廊頂部覆蓋著拱形玻璃和鑄鐵

屋頂，這種建築方式是19世紀流行的設計。該長廊連接大教堂廣場和史卡拉廣場。

著名的義法精品都在此設有分店；長廊旁的上百年咖啡店，和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的

咖啡店一樣有名氣。 



↘抵達時間 07:00 ↗啟航時間 21:00 

◎岸上景點：米蘭大教堂廣場、艾曼紐二世迴廊、史卡拉歌劇院（外觀）。 

☆門票安排：米蘭大教堂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 :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九 天 利佛諾Livorno→佛羅倫斯Florence（聖母百花大教堂、天堂之門、領主廣場、老

橋、米開朗基羅廣場）→利佛諾（義大利） 

  聖母百花大教堂（外觀） 

巨大建築群分為三部份：教堂本身、洗禮堂與鐘塔。百花大教堂的規模反映出13世

紀末翡冷翠的富裕程度及市民們的野心，由大建築師布魯內雷斯基於1434年所立起

的紅色八角形，內外兩層的大圓頂，至今仍是此城最高、最醒目的地標。 

 領主廣場 

這裡是翡冷翠最美麗的廣場，也被稱為「露天的美術館」，耳畔潺潺水聲的來源是

海神噴泉，白色大理石的海神四周，被各種青銅造型的仙子與牧神包圍，象徵統治

此城的大公爵伸展海權之決心。 

 老橋 

橫跨亞諾河上的維奇歐橋，義大利文「古老」之意，故又名老橋。老橋因洪水的多

次破壞於1345年重建。橋上的店鋪最初為肉鋪，現今多半是珠寶店和紀念品販賣

店。老橋也被認為是義大利現存最古老的石造封閉拱肩圓弧拱橋。天主聖三橋與恩

澤橋皆位於老橋附近。 

↘抵達時間07:00 ↗啟航時間19:00 

◎岸上景點：聖母百花大教堂外觀（外觀）、天堂之門、領主廣場、老橋、米開朗基羅廣場。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 翡冷翠牛排餐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十  天 奇維塔偉基亞Civitavecchia（義大利）→羅馬市區觀光（羅馬競技場、

君士坦丁凱旋門）→羅馬機場／轉機點 

  【世界遺產】羅馬競技場（外觀） 

曾是造就英雄之地，驍勇善戰的神鬼戰士在這裡受盡榮光，如今外觀雖已略顯斑駁，

但穿過古羅馬拱型門廊，每踏上一階石磚，竄流入心的悸動彷彿如臨千古現場，當駐

足於高處看台，視野放入橢圓主鬥場，喉間早已壓抑不住的震撼，瞬時直湧而上，感

動立現！ 

↘抵達時間 05:00 （預計 07:00 離船） 

◎岸上景點：羅馬競技場（外觀）、君士坦丁凱旋門。 

※ 特別說明 

1. 領隊視行程順暢度可能變動景點參觀順序。因參觀行程多步行，請穿著舒適的鞋



子及衣著。 

2. 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全；遊船行程安排及時間配置，為讓貴賓

都能得到最佳服務品質，如因天候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調整，依碼頭現場公告

為主，敬請見諒。 

• 退稅說明： 離境歐洲時領隊將會協助辦理退稅手續，確保所有團員的退稅權益，

但領隊並無決斷退稅成功與否之權利，所以旅途中領隊說明辦理退稅流程時，請

仔細留意講解，在收集退稅單據時亦務必要保留齊全，所有單據缺一不可，如單

據缺少、蓋章不齊、郵遞中單據遺失或因其他原因海關拒絕蓋章證明導致退稅失

敗，領隊並無負責之義務，敬請知悉。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  :  為辦理登機手續， 

今天午餐敬請自費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飛機上 

第十一天 轉機點／桃園國際機場 

 返途：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帶著滿滿的旅行回憶，結束難忘的地中海遊

輪11天之旅。 

※ 特別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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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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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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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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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7夜航程，USD$14.5 x 7晚，每人約美金102元。 

＊迷你套房之陽台艙之船上遊輪服務費：8天7夜航程，USD$15.5 x 7晚，每人約美金109元。 

＊套房之陽台艙之船上遊輪服務費：8天7夜航程，USD$16.5 x 7晚，每人約美金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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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