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鑽石公主遊輪〞 

『富士山．神戶．姬路城．沖繩環遊之旅』7 天 
《富士山  姬路城  北野異人館  東照宮 國際通 》 

 

 



★ 尊榮的移動城堡。 。 。 
隸屬於全球最大遊輪集團 Carnival Corporation&PLC，成立於1965年被公認為全球遊輪領導者，擁有

17艘世界級遊輪，每年帶領約200萬遊客盡情遊覽世界各個熱門航行目的地～除了獲獎不斷的肯定， 

即1977年美國電視影集「愛之船」播出後，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遊輪，更因此奠定了今日屹立不搖的 

地位，成為遊輪界的巨擘。 
 

鑽石公主號 

基  本  資 料 餐  飲  設 施 

噸  位  數：116,000噸 

下水服務：2004年3月（2014年02月重新裝修） 

甲板樓層：18層 

船  長  度：290 公尺 

船  寬  度：37.5公尺 

船  高  度：62.5公尺 

空間比例：37.2 

總艙房數：1337 間 

（陽台艙377間／外艙212間／陽台522間／套房216間

等） 

（含輪椅適用艙房有27間） 

總載客數：2670人 

服務人員：1100位 

承  造  商：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三菱重工業 

船  籍：百慕達 

動  力：22節（柴油及電動渦輪） 

• 主 餐 廳：  

賽 芙 The Savoy  

維瓦帝 The Vivaldi  

聖塔菲 The Santa Fe  

國 際 International  

太平洋之月 The Pacific Moon   

• 其他特色：  

地平線餐廳（海天閣）Horizon Court  

史德林 Sterling Steakhouse（訂位／海鮮牛排）  

莎芭提妮 Sabatini Trattoria（訂位／義式海鮮） 

海壽司 Kai Sushi（付費／日式料理）  

國際餐廳 International Cafe  

聖代雪糕 Sundaes Ice Cream Bar  

普利哥比薩 Prego Pizzeria  

三叉戟燒烤 Trident Grill（現製漢堡、熱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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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表演廳，約 705 個座位）  舵手酒吧    （以航海為主題，約 147 個座位） 

天行者夜總會（迪斯可舞廳，約 169 個座位）  探險家酒吧（歌舞表演場區，約 298 個座位） 

鑽石公主日式浴場（海上溫泉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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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公主。平面圖線上預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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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裝潢佔地超過 坪嶄新的日式湯浴花園區，包含室內外各式溫泉湯池  

採用石頭和其他天然材料建置而成，完美呈現日本湯浴的寧靜與舒暢氛圍！ 
 

 

星空電影院 

聖殿成人休憩區 

海上日式浴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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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溪園』是觀看梅花、櫻花和紅葉的好地方。 
 

 

『久能山東照宮』是一座位於靜岡縣靜岡市駿河區的神社，主祭神為江戶幕府的創建者德川家康  
 

 

 
『瀨長島』-網紅最新IG打卡景點。沖繩必到景點。 
 

 



『富士山』是日本一座橫跨靜岡縣和山梨縣的活火山，位於東京西南方約80公里處，主峰海拔

3776公尺，2002年8月，經日本國土地理院重新測量後，為3775.63公尺，是日本國內的最高峰 
 

 

『姬路城』姬路城是一座位於日本兵庫縣姬路市的城堡，為該市主體象徵。由於其白色的外牆，

也被稱為白鷺城。 
 

 

  

『國際通』是沖繩縣那霸市縣廳前交差點至安里三叉路之間的一段約1.6公里的大街。該大街是那

霸市最繁華的商業街。 

 



★ 豐富的美食饗宴。 。 。 
◎  於橫濱安排《日式風味料理》＆《日式壽喜燒風味》 

◎  在京都欣賞古風日本之餘，另安排《京都～豆腐日式料理》 

 

★ 豪華的六天五夜航次。 。 。 

日本．橫濱上船～基隆港下船 (最便捷的旅遊行程) 

 

★★ 最佳的出發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９（星期三） 

☆報名付訂者即贈： 遊輪＆領隊服務費 ！ 

 （5 晚遊輪服務費 US＄ 70+領隊服務費 US70，價值約 NT＄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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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議航班。 。 。 

國泰航空 CX 

日期 城  市 參 考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北 ／ 東京 國泰航空（CX451） 12:55～17:25 

回程 基隆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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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東京－橫濱（港灣區五星飯店） 

 今日收拾起行囊，帶著愉快又興奮的心情來到機場，想想在機上看它個幾部電影，再

小睡一會兒～ 我們將飛往日本首都「東京」，是全球四大城市之一。 

今日於傍晚抵達，準備好隨即而來的遊輪之旅了嗎！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日式料理或飯店內晚餐 

住宿：橫濱洲際酒店 或 橫濱皇家花園 或 橫濱灣東急 或同等級飯店。 

第  二  天 橫濱－三溪園（古典日式庭園）－紅磚瓦屋倉庫群－遊輪碼頭 

（鑽石公主號） 

 在1859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率領黑船抵達橫濱，開啟了橫濱港面向世界的大

門， 該城從此成長為擁有367萬以上人口的日本第二大城市，外國文化的湧入後陸續發

展為一座具有獨特魅力的國際大都市，您可漫步在美麗的海濱山下公園，或站在港未來

21區前一覽壯觀的夜景，這裡的一切必將讓您難忘。 

 橫濱港 

僅次於東京及大阪的日本第三大城市，人口數位居全日本第二，東臨東京灣，南與橫須

賀相連，北接川崎市，經常被視為東京的外港，於1859年成為自由貿易港。 

 三溪園 

是十九世紀日本的一位絲綢巨商原三溪，建造的一座秀麗古典日式庭園，佔地18萬平方

公尺，是觀看梅花、櫻花和紅葉的好地方，週圍還有橫笛廟、東慶寺、松風閣、歸春閣

及聽秋閣等日式建築。 

 紅磚瓦屋倉庫群 

是橫濱市的「活化歷史文物」，這座荷蘭式的紅磚屋建成近百年，以前是一座大型倉

庫， 現改建成一個集購物及文化於一身的商場。 

 鑽石公主遊輪 

別忘了擺個好姿勢讓專業攝影師為您留下美麗記憶，準備啟航前往最美不勝收的景點～ 

放鬆心情遠離塵囂的真實感受，搭乘遊輪旅行將會囊括更多不同的旅遊體驗！ 

 

◎岸上景點：紅磚瓦屋倉庫群、橫濱港。 

☆門票安排：三溪園。 

（預計 13:00 登船） ↗啟航時間 17:00 

※貼心叮嚀：今日首次登船後，將由當團專業領隊於適當時間，帶您導覽全船主要設施及相

關活動說明，如主要餐廳、豪華賭場、遊泳池及渦流水療池、健身中心、醫療中心、藝術品

藝廊及相片沖印館、各項戶外活動設施、各式酒吧及該處白天時相關活動   等，讓您在第一

時間即能充分了解！而船上每日活動，請參考我們特別為您準備的『中文每日活動表』重

點整理～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日式壽喜燒風味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鑽石公主遊輪（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三  天 靜岡～清水Shimizu （日本坪纜車 & 東照宮 & 眺望富士山） 

  富士山 

富士山為日本第一高峰，橫跨靜岡縣和山梨縣的一座睡火山,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

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13年6月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日本坪展望台(遠眺富士山美景) 

富士山是代表日本的第一名山，早在以前人們總是以各式各樣的形式表現富士山的美

麗。因為週邊一帶有著大自然的寶庫被關注，一年中又多次在此進行戶外體育運動、泡

溫泉、欣賞自然景觀等，無論您是從遠方眺望富士山或是一步一步的登上山，都可以看

到富士山不同的面貌。  

 久能山東照宮 (搭乘纜車) 

這是一座位於靜岡市駿河區的神社，主祭神為江戶幕府的創建者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晚

年居住於駿河，1616年逝世後，其子德川秀忠遵照父親遺言將他葬於久能山並建造神

社祭拜，但之後又遷葬至日光東照宮；自落成之後，大多數建物均保存至今，僅有五重

塔因廢佛毀釋運動而遭到拆毀，現已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抵達時間 06:00 ↗啟航時間 15:00 

◎岸上景點：日本坪展望台、東照宮。 

☆門票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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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遊輪 （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四  天 神戶KOBE（明石大橋海漩渦 & 姬路城 & 北野藝人館 & 摩賽克購物中心） 

  明石大橋海漩渦 

鳴門漩渦:名列世界3大海潮之一。在鳴門市孫崎與淡路島之間，僅1300公尺的海峽中，

潮水漲退使漩渦應運而生。漩渦上則有連接四國、淡路島，全長1629公尺之斜張橋—

—鳴門大橋之雄姿。在千疊敷展望台可以近距離欣賞大鳴門橋，是鳴門公園內最具有人

氣的景點  

 姬路城公園 

姬路城大天守經過五十年一次大修，於2015年3月27日再度開放。因為其美麗的白色漆

城牆，型態優美，彷彿展翅的白鷺而被稱白鷺城。和日本許多其它的城堡不同，姬路城

從未因戰爭、地震或火災而毀損，而以原貌留存至今。此城堡不但是國寶，1993年被

登錄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更是日本三大名城與日本三大連立式平山城之建

築，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北野異人館 

具有歐洲風味的建築及街道，建築有著優美地雕飾與曲線，這裡的街道相當時髦而漂



亮，此區在過去曾是外國人所居住的地區，路旁林立的咖啡座在不經意之間，也形成了

一份獨特的異國情調。 

 神戶MOSAIC購物中心  

結合吃喝玩樂的複合型購物商城，在這裏除了有很多各式商店＆美食餐廳，還可以欣賞

神戶港夜景，其中像是麵包超人博物館、搭摩天輪或是神戶港遊船也都是馬賽克廣場這

裏很受歡迎的設施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8:00 

◎ 岸上景點：明石大橋海漩渦、 姬路城、 北野藝人館、 摩賽克購物中心。 

☆特別企劃：姬路城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鑽石公主遊輪 （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五  天 海上巡航 AT SEA（悠閒時光＆豪華饗宴） 

 今日航行於海上，遊輪上歡樂氣氛總是讓人情不自禁地參與各項豐富活動。在飽覽美

麗景致之餘，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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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您一點都不會無聊，

建議您可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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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前往體驗海上賭場小賭一下或參加有趣的賓果遊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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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別叮嚀 

今日全日航行於海上，煩請優先參照由我們特別提供的『中文每日活動表重點整理』～來

計畫您一整日海上的精彩生活！領隊同時將協助規劃一系列相關建議活動，出了房門不知

道去哪？快來集合跟領隊一同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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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遊輪 （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六  天 沖繩 OKINAWA（瀨長島 & 國際通） 

  瀨長島： 

位於沖繩縣豊見城市，是一個本島以橋連接的小島。瀨長島島上擁有溫泉飯店，和一塊

集結著各式各樣小店的白色觀景台，遠遠看去有地中海的風情。近距離欣賞小島上空劃

過的飛機，靜靜品味美麗的夕陽，夕陽沉沒於沖繩的海洋美景，總是吸引絡繹不絕的旅

客及當地居民。 

 國際通大街 

全長約二公里，有四家百貨店、三條通大型購物區，集合世界各式各樣的民藝品店，珊

瑚貝殼館、咖啡廳、電腦電器展示販賣館等，讓您盡興的逛街購物。 



↘抵達時間 07:00 ↗啟航時間 15:00 

◎ 岸上景點：國際通。 

☆門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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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遊輪 （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第  七  天 基隆港 

 今日，鑽石公主號返抵基隆，結束七天六夜愉快的遊輪海上假期，返回闊別多日的甜蜜家

園。 

【注意事項】 

1. 以上行程及參考航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2.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遊輪公司、飛行航班及交通工具旅

行方式之權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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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時間 09:00 （預計１０：００離船） 

◎岸上景點：X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X 晚餐：X 

住宿：鑽石公主遊輪 （兩人一室／陽台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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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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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5夜航程，USD$14.5 x 5晚，每人約美金73元。 

＊迷你套房之陽台艙之船上遊輪服務費：6天5夜航程，USD$15.5 x 5晚，每人約美金78元。 

＊套房之陽台艙之船上遊輪服務費：6天5夜航程，USD$16.5 x 5晚，每人約美金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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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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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