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02- 2563-4633
256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侑 宥 02-2571-5838

2018【
太陽公主號】沖繩、
自主遊四天~
2018【太陽公主號】
沖繩、石垣島自主遊四
石垣島自主遊四天
出發日期:07/29
:07/29、08/05、
出發日期:07/29、
08/05、08/12、
08/12、08/19、
08/19、08/26
內艙
NT:24,900
NT:24,900 元起/
元起/人 (含稅、
含稅、不含小費)
不含小費)
陽台艙
NT:29,900 元起/
元起/人 (含稅、
含稅、不含小費)
不含小費)
迷你套房
NT:39,900 元起/
元起/人 (含稅、
含稅、不含小費)
不含小費)
出發日期:09/02
出發日期
:09/02、
:09/02、09/09、
09/09、09/16、
09/16、09/23
內艙
NT:22,900 元起/
元起/人 (含稅、
含稅、不含小費)
不含小費)
陽台艙
NT:27,900 元起/
元起/人 (含稅、
含稅、不含小費)
不含小費)
迷你套房
NT:37,900 元起/
元起/人 (含稅、
含稅、不含小費)
不含小費)
行程特色

(三人房、四人房及昇等房型數量有限，請及早提出需求，以免艙房向隅。)
注意事項: (訂金每人 15000 元)
●以上售價為遊輪船票費用，含遊輪靠港稅。
●不含遊輪小費 (USD／每人／每晚) US$13.5~15.5 不等，依船上公告為準 (請客人於船上自行支付)
‧內艙、遮外、海景外艙及陽台艙：每人每晚 US$13.5 美金
‧迷你套房：每人每晚 US$14.5 美金
‧套房艙：每人每晚 US$15.5 美金
●不含停靠點岸上觀光行程。
●不含全省定點至基隆港接送。

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基 本 資 料
噸 位 數：77,000 噸
重新裝潢：20１６年４月
甲板樓層：15 層
船 長 度：261 公尺
船 寬 度：32.3 公尺
船 高 度：56.4 公尺
總載客數：2,０22 人
服務人員：924 位

總艙房數：1011 間
12 間套房艙(15-21.2 坪)
26 間迷你套房(10.5-15 坪)
372 間陽台艙(5 坪)
193 間外艙(3.8-4.9 坪)
408 間內艙(3.8-4.2 坪)

餐 飲 設 施
◆兩個主餐廳：
馬奎斯 (Marquis Dining Room)
里鎮西 (Regency Dining Room)
◆一個自助餐廳
地平線餐廳 (Horizon Court Buffet)
◆史德林牛排自費餐廳 (Sterling Steakhouse)
◆SHARE 自費餐廳 (SHARE)：
由 TLC「帥哥廚師到我家」知名主廚的柯提斯‧史東獨家打造，為旅客獻上新鮮且創新的烹飪料理，
並獻上柯提斯親自打造的「主廚餐桌」體驗。
◆海壽司單點自費餐廳 (Kai Seafood)
◆國際點心吧 (International Café)：24 小時供應
◆露台燒烤吧 (Terrace Grill)：現製漢堡、熱狗區
◆冰淇淋聖代吧
◆24 小時客房服務

娛 樂 ＆ 消 遣
公主劇院 Princess Theater（主要表演廳）
維士塔夜總會 (Vista Lounge): 現場表演及節目
星空露天電影院 (Movies Under the Stars)
舵手酒吧 (Wheelhouse Bar)
吟唱者酒吧 (Crooners Bar)
流星雨酒吧 (Shooting Stars)
豪華賭場、免稅商店、健身中心及 SPA、聖殿成人休憩區、運動甲板、照相館、兒童/青少年活動中心、
迪斯可舞廳、圖書館、網咖。

行程內容
ＤＡＹ１
ＤＡＹ１ 基隆－
基隆－太陽公主號【
太陽公主號【遊輪 16:00 啟航】
啟航】
今日公主遊輪船隊中７７,０００噸之◆太陽公主號於基隆啟航，您可利用登船前自己遊覽基隆，基隆
市位於台灣的東北角，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為台灣北部重要的國際商港，繁華的港都無論功能及型
態上神似香江風情，猶如一個小香港。隨後登上太陽公主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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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畫小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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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
1.請於登船日當天 12：00～15：00 間，前往 基隆港港務大樓二樓大廳辦理登船手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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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知悉見諒!
3.本次航程未派遣領隊隨團服務，船上所有服務（包含靠岸後於船上購買的岸上觀光套裝行程）皆由太陽公主號遊輪提供。

早餐：
早餐：X

午餐：
午餐：登船後可享用下午茶簡餐

晚餐：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
住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ＤＡＹ2
ＤＡＹ2

那霸‧
那霸‧日本沖繩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遊輪 12:30
12:30 抵達、
抵達、22:00
22:00 起航】
起航】

今日遊輪抵達琉球群島中最大島沖繩島的首府【那霸市】。
【那霸市】位於沖繩島南部西海岸，琉球列島上最大的城市，現為沖繩縣的政治、經濟中樞。由於近
年來的沖繩地區旅遊事業發達，位於市區的國際通大街及市郊的首里城成為那霸最有名的景點。那霸
市原來是作琉球王朝時代的首都──首里的外港而繁榮起來的城市，它與中國和東南亞之間的交流
也很頻繁。首里城、沖繩臨濟宗的總寺院園覺寺遺址、琉球王玉陵墓等處都能夠讓人領略到琉球王朝
時代的風貌。
今天遊輪抵達後自由活動，您可自行搭乘計程車或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那霸市各大景點。
今日您可自費加購《琉球風情之旅》，前住沖繩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以下為加購之行程內容)
◆首里城：建造於 14 世紀末的首里城，為琉球歷代國王居住的城都，同時也是琉球王國的政治中心，
200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日本第 11 座世界文化遺產。古色古香的城牆及清幽的庭園造景，
讓人彷彿走進時光的隧道，感受昔日琉球文化與優美景色，從位在丘陵上的城牆望出，中國東海、那
霸市區盡收眼底。
◆守禮門：是首里城的正門，為沖繩的象徵，是日本 2,000 日圓紙幣的幣面風景。以中國的牌坊原
型，混合了中國唐代建築的風格和琉球的傳統手法，紅瓦白泥的對比、兩層突出的屋頂，使用琉球紅
瓦所建成，為當時中國皇帝派使節前來冊封而建造。
◆國際通：位於那霸市中心，是那霸市中心最繁華的地帶，長達 1.6 公里的大街兩旁有各大百貨公司、
美食餐廳、精品服飾、大型購物中心及各類娛樂場林立，最新流行資訊及商品也包羅萬象，保證讓您
滿載而歸！國際通大道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受到毀滅性打擊 ，戰後卻以驚人的速度復興和發展，因此
有「奇蹟大街」之稱，而從國際大街的中央處向南延伸的市場大街，有牧志公營市場。在有那霸市民
的廚房之稱的市場裏，洋溢著熱氣和活力。
（此岸上觀光加購行程，為公主遊輪公司統一安排，景點或遊覽順序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稍作調整，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並感謝您的知悉。）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
住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ＤＡＹ3
ＤＡＹ3

石垣島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遊輪 12:00
12:00 抵達、
抵達、20:00
20:00 起航】
起航】

今日抵達沖繩縣僅次於本島和西表島的第三大島【石垣島】
【石垣島】面積共有兩百二十二平方公里，海岸線全長為一百四十公里，位於那霸西南約四百三十公
里處的東海上。石垣島為八重諸島的主島，且位於八重山諸島的中心，這裏集中了該地區80%的人口，
是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和交通中心。這裡碧藍海水的吸引來觀光的客人絡繹不絕，現已成為體驗沖繩
南方島嶼熱帶風情的中心地，是一座充滿著奇妙魅力的觀光勝地。
今天遊輪抵達後自由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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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豪華遊輪
午餐
：豪華遊輪
晚餐
：豪華遊輪
住宿：
住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ＤＡＹ4
ＤＡＹ4 基隆【
基隆【遊輪 07:00 抵達】
抵達】
今日，太陽公主號返抵基隆，結束五天四夜愉快的遊輪海上假期，返回闊別多日的甜蜜家園。
★貼心提醒★
今日返停基隆港，因人數眾多，將由遊輪公司安排下船梯次及順序，船上服務人員會協助您辦理離船手續，請耐心等候及
配合。

早餐：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
午餐：X

晚餐：
晚餐：X

住宿：
住宿：甜蜜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