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價目表 

以上價目表為平日出發之售價，暑假 8/18、8/25 依平日價 

加 價 1000；中秋 9/15 依平日價加價 2000 

 
三人房、四人房及升等房型數量有限，請及早提出需求，以 

免艙房向隅。 

上售價為遊輪船票費用，含遊輪靠港稅。 

不含遊輪小費吅計 36 美元。 不含停靠 

點岸上觀光行程。 

 

琉球風情之旅岸上觀光觀光售價：60 美元/每人(請自行於船 

上岸上觀光服務櫃檯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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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至未滿 2 歲之嬰兒，需與大人同住 

3 人 房或 4 人房，方可享此優惠價 17,900 元，此報價不需 

另外支 付岸上觀光費用及小費(岸上觀光行程嬰兒不佔座 

位、不含 餐食)。(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吅併使用) 



沖繩石垣島風情 4 天(FRN13641) 
Day1 基隆→黃金公主號【遊輪 17:00 啟航】 今日搭乘 108,865  

噸的黃金公主號於基隆啟航。 午餐：登船後可享用下午茶簡餐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自選艙房 

Day2 那霸‧日本沖繩 【遊輪 13:30 抵達、遊輪 23: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沖繩。您可自費加購《琉球 
風情之旅》(參考費用：60 元美金)，前往沖繩遊玩的必訪之地， 您也可以自由活動，享受異國探險的樂 
趣。《琉球風情之旅》自費行程預計探訪琉球王國的象徵【首里 

城】，以及經歷多次天災人禍仌屹立至今的世界遺產【守禮門】。稱為「奇蹟大街」的【國際通】大肆採購 

等。 

※加購岸上觀光行程為遊輪公司統一安排，景點或遊覽順序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稍作調整，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您也可安排自由行，享受無拘無束的旅遊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自選艙房 
 

Day3 石垣島 【遊輪 13:00 抵達、遊輪 20: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石垣島。位於那霸西南約四百三十 
公里處的東海上，島內房屋都圍著石牆，「石垣」由此 得名。碧藍海水吸引來的客人絡繹不絕，海面下 
有上百種絢麗多彩的珊瑚，周圍吸引著各式各樣的熱 

帶魚。是充滿著奇妙魅力的熱帶風情島嶼。 

※遊輪抵達後全日自由活動，您可自行搭乘計程車或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各大景點觀光或購物 

※今天會體驗接駁船上下遊輪的特殊經驗，可能需要一些時間等待登船，敬請耐心等候！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自選艙房 

Day4 基隆【遊輪 07:00 抵達】 
今日返抵基隆 早餐：豪華遊輪 住宿：溫暖的家 



獨家優惠 

盛世公主遊輪 出發 

下訂即享遊輪小費 

特殊艙房數有限，請不要錯過 



個人攜帶物品 

● 護照 信用卡船票 

● 雨傘 太陽眼鏡 帽子 防曬油 脣膏乳液 

● 正式服裝 

● 鞋子 (運動鞋正式鞋) 

● 泳衣 

● 盥洗用具 (牙膏 牙刷 刮鬍刀) 

● 藥品 (慢性病 暈船藥感冒藥)請務必隨身攜帶 



登船必備證照及文件 

● 護照正本 從提供船公司輸入旅客基
本資料 

 隆港出境  船  本入出境 à 
 離 

à 基 
 船à 基隆港入境，全程需使用同一本護照。 

à 登 à 日 

● 電子船票 

● 健康申請表 

● 信用卡 

通方式：1.現金—每人 300 元美金 

開 

2.信用卡連結—可授權給多人 



Q & A 

Q：我不會說英文，參加遊輪有限制嗎？ 
 

Q：搭乘遊輪到底會不會暈船呢? 

Q：遊輪的行李有攜帶重量限制嗎?  

Q：黃金公主號有哪些獨家設施呢? 



注意事項 
● 遊輪上插座為美規,電壓 110V(與台灣一樣) 

● 很重要! 在艙房內(包含陽台)嚴格禁止吸菸，一經發現，每次將會被罰款 250 元美金，屢勸不聽者，遊 

輪 公司有權要求旅客離船!!! 

● 上岸離船觀光，務必確認攜帶個人航行卡片，及確認再開船時間，請務必於開船前 1 小時登船！ 

● 不用付費項目： 
1. 每日之主餐廳、自助式餐廳及披薩餐廳內提供之所有餐點，且不限量。(飲料除外) 

2. 健身房、游泳池之使用。 
3. 每晚之歌舞表演及大部份之娛樂活動(若某活動需額外付費將於每日活動表中標示)。 
4. 自助餐廳之咖啡、荼、無酒精飲料。 

自費項目 1.客房內之瓶裝水、酒精飲料 
或罐裝飲料。 
2. 各式酒吧、秀場所提供單點之飲料(依價目表收費,並酌收 15%小費)。 

3. 私人電話費、網路費用。(因海上通訊均透過衛星連線故費用較高) 

4. 衛星電話每分鐘約 4.95 美元。 

5.WIFI 網路費用。 

6. 洗衣、燙衣費用。 

7. 購買照片、紀念品、賓果遊戲。 
8. 按摩、美髮、醫務中心、Spa 水療美容等，需專人服務項目之費用。 

9. 特色餐廳訂位費。每人 25 美元，酒水另付。 

請注意：以上各項標價僅供參考，以船上當時公告價格為準！！ 



2018 盛世公主號 行程介紹 



盛世公主號 

噸數 : 143,700 噸 
載客量 : 3560 人 
服務人 員 : 1346 人 

首航日期:2017 年 

長度：330 公尺 



1.省時省力的渡假方式 
2.老少皆宜 滿足全家 

3.各國美食 24 小時吃不停 

8.價格吅理的假期時光 

愛上遊輪旅遊 
的 8 個理 

由 
4.多樣化的活動 
從早到晚玩不完 

7.優質的休憩空間 
6.隨時享受歡樂的氣氛 5.浪漫的遊輪之旅 



嘉年華遊輪集團 

➢ 嘉年華集團是全世界最大的遊輪集團 

➢ 在倫敦及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 10 個獨立品牌在全世界海域中航行 

➢ 99 艘遊輪服役中, 10 艘新船正陸續建造及下水中 

➢ 公主遊輪在2015 年獲得《旅訊》亞洲版＂讀者之選＂大獎－最佳遊輪公司 







內艙 海景外艙(有窗戶) 陽台艙 

迷你套房 海景套房艙(9.3 坪無陽
台) 

Stay~住在公主~ 



內艙 

內艙 

樓層：5 樓＆8 樓－14 樓 
位置：船尾－船中－船首 
空間：4.5 坪 
簡介：精心配備各類精美高品質設施， 

為您帶來舒適的住宿享受。 



內艙 

第三人、第四人房下拉式上鋪示意圖-2（以內艙為例） 



海景外艙 

樓層：5 樓（Plaza）  

位置：船中－船首 
空間：4.7 坪 

簡介：寬闊明亮的景窗讓您將美妙迷人 
的海上風光盡收眼底。 



陽台艙 

樓層：8 樓－14 樓 位置：船尾－船中－船 
首 
簡介：舒適精美～內部設施一應俱全，讓您在房內盡情領略迷人海景。 



迷你套房 

樓層：8 樓（Emerald）＆9 樓（Dolphin）  

位置：船尾－船中 
簡介：設有柔軟沙發的獨立起居空間，雅緻的浴室有淋浴設備和浴缸。 



海景套房艙 

樓層：6 樓（Fiesta） 

位置：船中空間： 

9.3 坪（無陽台） 

簡介：裝修精美奢華，內部高端設施一 

應俱全，配設寬闊明亮的海景窗。 

海景套房艙(9.3 坪 無陽台) 



閣樓套房艙 

樓層：10 樓（Caribe）  

位置：船中－船尾 

空間：13.2 坪 

簡介：尊享專屬禮遇，起居空間、步入 

式衣帽間等多種設施奢華享受。 



頂級套房艙 

樓層：15 樓（Sun）  

位置：船尾 空間： 

13.8 坪 
簡介：尊享專屬禮遇，起居空間、步入 

式衣帽間等多種設施奢華享受。 



景觀套房艙 

樓層：8 樓－10 樓 

位置：船尾空間： 

14.1 坪 

簡介：尊享專屬禮遇，起居空間、步入 

式衣帽間等多種設施奢華享受。 



尊榮套房艙 

樓層：11 樓（Baja）＆15 樓（Sun） 位 

置：船尾 

空間：16.6 坪 簡介：尊享專屬禮遇，  

起居空間、步入 

式衣帽間等多種設施奢華享受。 



至尊套房艙 

樓層：11 樓（Baja）  

位置：船尾 空間： 

36.9 坪 

簡介：豪華舒適裝修精美奢華，內部高 
端設施一應俱全。您將擁超大的 

私人陽台，更可尊享專屬禮遇。 



家庭套房艙 

樓層：9 樓（Dolphin）  

位置：船首 空間： 

17.0 坪 
簡介：您將獨享柔軟沙發床的獨立起居 

空間、步入式衣帽間等高端設施。 



衛浴設備 

不另提供牙刷、牙膏、刮鬍刀 



公主遊輪的貼心服務 



美食無限供應 

►3 個主餐廳(免費) 

►24 小時自助餐廳(免費) 

►國際點心吧 24 小時(免費) 

►聖代吧、披薩吧、速食吧（免費） 

►莎芭提妮義大利海鮮餐廳（訂位費美金 25 元/人） 

►皇冠海鮮牛排餐廳（訂位費美金 25 元/人） 



免費) 

與晚宴 (中文菜單) 

廳 專人服務 道式午餐與晚 

宴(無限量供應) 

精緻小菜 

香燉湯品 
健康沙拉 

豐盛主菜 

美味甜點 

( 

午餐 

主餐 

五 

● 

● 

● 

● 

● 



主餐廳(免費) 









24 小時自助餐廳(免費) 

遊輪用餐時間 (十四樓自助餐廳) 

● 簡式早餐 05:00 – 06:00 

● 早餐 06:00 – 11:30 

● 午餐 11:30 – 15:30 

● 點心時間 15:30 – 17:30 

● 晚餐 17:30 – 24:00 

● 宵夜 24:00 – 04:00 



24 小時國際點心吧(免費) 



付費訂位餐廳 

❖ Sabatini’s 莎芭堤妮餐廳 ($25.00) 

➢ Each evening (5:30pm-10:00pm) 

❖ Crown Grill 皇冠海鮮牛排餐廳 ($25.00) 

➢ Each evening (5:30pm-10:00pm) 



付費飲料 

● 船上付費飲料 (+15% 服務費) 

○ 雞尾酒 (US$4.95 +) 

○ 啤酒 (US$3.95~US$6.25 +) 

○ 義大利式咖啡 (US$1.50~US$2.50+) 

○ 酒精飲料 (紅酒 白酒 威士忌酒+) 

○ 罐裝汽水 (US$1.95+) 

○ 瓶裝礦泉水 (0.5ltr US$2.00+) 



24 小時不停歇：從早玩到晚 

享受頂級的遊輪之夜 體驗豐 

富趣味的公主之旅 

 
---船上活動介紹 







隨心所欲，開啟美好的一天 

陽光環狀甲板，  
體驗在海上慢跑 



專業有氧瑜珈教學 



健身房－搭配無敵海景 



泳池放鬆 



海上學院：提供超過 40 種課程 

材料需付費 



品酒課程 

品酒教學（須付費） 



賞畫與藝術拍賣 



運動設施 



青少年俱樂部(13-17 歲) 



公主遊輪提供專屬的兒童俱樂部 (3-12 歲)與青少年俱樂部 (13-17 歲)，俱樂部有專業的照護人員提供專為兒少設計 

的 各式精彩活動。兒少俱樂部的開放時間為早上 8 點或 9 點，到晚上 10 點，且不需要額外付費，夜間托育從晚上 

10 點到 凌晨一點，兒童照護需額外付費，青少年則不需要。詳細開放時間與節目 內容可在登船後詢問工作人員。 

兒童俱樂部 



圖書館與網路室 

網路室需付費 



專業 SPA（需付費） 



精品免稅店 



大廳表演 



豪華賭場 



香檳瀑布晚宴 



聖殿成人休憩區－在遊輪上也能綠意盎然 

需付費 (太平洋、海洋公主號無此設施) 

家 特 



容納 700 人，表演媲美百老匯 

最佳視覺享受－公主劇院 



最佳視覺享受－露天星空電影院 

獨家戶外大螢幕影院，播放 3~6 月內熱門電影。 可 

在軟墊躺椅上享用免費無限爆米花與烤餅乾 



遊輪上的服裝 

● 白天 : 休閒服 
● 晚上 (17:30pm 至深夜) : 

○ 吅宜便裝 

(正式餐廳不可穿著 短褲 拖鞋 背心) 

女士-裙裝/連身洋裝.長褲 
男士-長褲及開領衫 

○ 至少一天需穿著正式服裝 



恣意揮霍一天，享受與親友、愛人的美好時光，航向新的旅程 



船上聯絡方式 

● 國際碼：中華電信撥 002;或撥任何其他電信公司之國際碼。 

● 海洋碼：海洋碼已全部統一為 870。 

● 船上聯絡電話： 

中文船名 船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黃金公主 Golden Princes 331-040-510 331-040-514 

● 撥打方式： 
台灣撥打至Golden Princess 會由船上人員為您轉接 : 

TEL: 002 → 870-331-04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