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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皇家加勒比遊輪-海洋航行者號 VOYAGER OF THE SEAS】 

新加坡‧檳城‧普吉島 5 天 
03/18 出發 【陽台艙(二人一室)】 團費 NT:39,500 元/人 

◎【團費包含】: 

1.新加坡來回機票、機場稅、靠港稅 

2.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號陽台艙艙房(兩人一室)之每人費用 

3.遊輪靠岸後岸上觀光費用 

4.領隊及遊輪服務費 

 

◎【團費不含】: 

證照、私人所有消費費用如飲料、酒精、洗衣、美容、購物等 
溫馨提醒: 

1. 因遊輪艙房訂位狀況變化大，如參加此團型的旅客須先收遊輪作業金 NT:10,000/人+航空

公司機票訂金 NT:5000 元/人= 訂金共 15000 元/人，待艙房狀態都確認 OK 後作業金直接

轉訂金。反之，如果艙房客滿則作業金全額退還。 

2. 遊輪船艙住宿為陽台艙兩人一室，單人報名或指定單人房須補單人房價差，單人房差請洽您的業

務人員。 

3.參加遊輪行程有宴會國際正式場合，請攜帶一套正式服裝。 

 

 
創立於西元 1969 年的皇家加勒比遊輪公司 Royal Caribbean Cruises Ltd.是全世界陣容最大、服務

最好的遊輪公司之一，旗下有二個品牌；皇家加勒比海國際 Royal Caribbean Int’l 及精緻遊輪

Celebrity Cruises 已連續數年榮獲世界遊輪評價及美食等多項大獎。 

 



【海洋航行者號 Voyager of the seas 檔案】 

‧排水量:137,276 頓 

‧長/寬度:310 米/48 米 

‧甲板層數:14 層 

‧最高航速:24 節 

‧載客量:3,114 人 

‧總房間數:1,557 間 

‧船員人數:1,181 人 

主要設施:餐廳、酒吧、座游泳池、SPA、健身中心、中央大廳、夜總會、兒童遊樂中心、購物中心… 

豪華遊輪如移動中的城堡，讓您能在航程中安穩入眠，醒來即可抵達另一城市，時間加倍、享受加倍、

歡樂加倍!讓您體驗高貴而不貴、慢活又樂活的海上旅程! 

海洋水手號是一艘集冒險與放鬆於一身的遊輪，一系列的設計讓每位乘客都能在假期中找到您所想的

享受。您可以在海面上登上攀岩牆或籃球場揮灑汗水也可以在 Vitality 海上水療中心感受寧靜禪

意。 

您更不可錯過皇家大道上感受遊行，舞蹈及免稅購物體驗樂趣，餐飲部分:免費的主題餐以三層歐式

歌劇院為主體設計裝飾奢華中透著優雅。當您在這裡用餐時便可感受到濃郁的歐式風情 





 
艙房介紹 

 



 

客房面積：264 平方英尺，約 24 平方米 

容納人數：2-3 人 

所屬樓層：6,7,9,10 樓 

客房簡介：套房有落地式滑動玻璃門直達私人陽台，兩張單人床可轉換為一張大床，寬大的壁櫥空間，

有帶浴缸和淋浴的私人浴室，以及一個獨立的生活區書桌，沙發。每個艙房有專屬平面液晶電視，恆

溫控制空調，寬帶上網，直撥電話，收音機，迷你酒吧，個人保險箱，24 小時客房服務。 

特別套房設施：快速交付行李，豪華床墊和枕頭，升級洗浴用品。一些客艙配有沙發床，以容納第三

位客人。 

 

 

 
 

 



 



參考航班  正確航班 以出發日期實際訂出訂到為主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飛行時間 

第 1 天 08:20 13:05 桃園/新加坡 中華航空 CI753 4 小時 35 分 

第 5 天 14:05 18:45 新加坡/桃園 中華航空 CI754 4 小時 55 分 

行程內容  表含門票 ◎表下車參觀 未標示者表行車經過 

第一天 桃園機場/新加坡機場 - 前往濱海灣新加坡遊輪中心 搭乘遊輪 (車程約 40 分鐘) 

◎最晚須於 14:30-15:00 前 完成報到登船◎ 

海洋航行者遊輪 VOYAGER OF THE SEAS【遊輪 16:30 離港】 
早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東南亞最美麗的花園城市-新加坡。它是東南亞治安最

好的國際都會城市，不但匯集了世界各國的美食佳餚，更是一處免稅的購物天堂，新加坡這繽紛的城

市，已經展開雙手準備擁抱著您，可別錯過這難得的機會喔!! 

隨後我們將帶著無比興奮與愉快的心情登上待已久的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假期海洋航行者號

VOYAGER OF THE SEAS，之後您即可完全沉浸於為您精心策畫的歡樂海洋假期中，隨後前往濱海灣新

加坡遊輪中心搭乘豪華遊輪，緩緩啟航駛向大海。 

皇家加勒比海國際遊輪集團，是世界第二大的遊輪集團，有著最多前所未有的創新設施，與最大的個

人單位空間比例，是您闔家出遊的理想選擇。 

【您不可不知】 

不用舟車勞頓，更不用天天打包行李跟搬運行李，一覺醒來就到了新的國家或新的景點，在旅行過程

中，時時沉浸在優美的氛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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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更以好客及熱情不拘，贏得台灣旅客的芳心，越來越多人一旦體驗過

就從此愛上。 

 

早餐:溫暖的家+機上餐食    午餐:特別安排- 車上小點心     晚餐:遊輪上 VOYAGER OF THE SEAS

住宿: 皇家加勒比遊輪海洋航行者號 VOYAGER OF THE SEAS (陽台艙 二人一室) 

 

第二天 檳城 PENANG(馬來西亞)【遊輪 14:30 靠港、22:00 離港】 
今日遊輪抵達首府檳城，又稱’’喬治亞市’’或’’喬治城’’，檳城市東方城市中最如詩如畫及

最浪漫的城市之一。它位於馬來西亞到西北的海岸邊。檳城這名字，乃取自當年遍佈在該島上的檳榔

樹而來的。檳城，於 1786 年時被英國殖民政府開發為遠東最早的商業中心，今日的檳城，已經是一

個反應東西方獨特情懷的熙熙攘攘之都會了。檳城的某些地區還保有過去非常古老及典雅的足跡，例

如:狹窄的街道、三輪車、廟宇及業者辛勤搬運貨物等景象，這些似乎是屬於被遺忘的時代之景象。

檳城亦是新、舊貨品的購物天堂。旅客可在此購得價廉物美的貨品。舉凡各類照相機、各種類的電子

及電器產品、服裝、峇迪布料、紀念品、古文物及玩具飾品等，皆可以很低廉的價格買到。檳城島也

以其美食聞名於本區域。食物種類從娘惹美食到小檔口油飯、炒粿條(河粉)及檳城叻沙等，其食物風

味和其他州屬有很大的差別。抵達後，世界文化遺產之旅◎檳城和諧街【小印度區、觀音亭、甲必丹

吉寧回教堂】馬來西亞由三大種族(馬來人、華人、印度人)所組成，而在喬治城內我們將帶著您觀察

他們是如何和諧共融的生活再一起。小印度區:這裡周圍環繞著濃厚的印度香料味道、印度音樂還有

各式各樣當地土產及傳統服飾販賣，令您感覺猶如置身於印度。觀音亭:是由 1800 年代最早民到檳城

的華裔所建，是一座檳城最古老的華人廟宇。甲必丹古寧回教堂 KapitanKelingMosuqe:這是由最早

移民到檳城的印度回教徒所建的回教堂。回教堂著名的洋蔥頭屋頂在艷陽下閃爍，內部充滿幾何形裝

飾圖樣，搭配金色的裝飾看起來十分高雅。◎【三輪車遊古城】◎【喬治城魔鏡壁畫】在古蹟上面的

壁畫及裝置藝術，檳城整座老城搖身變成一個藝術大畫廊，參觀來自立陶宛的畫家恩尼斯(Ernest 

Zacharevic)的五幅壁畫，主題包括:姊弟共騎、功夫女孩、爬牆小孩、追風小子...等。恩尼斯是一

名年輕藝術家，他在 2010 年來檳城背包旅行後愛上這個地方，並陸續發飆藝術作品，壁畫特別之處

在於融合社區與建材特色，透過畫筆來呈現別有意義的壁畫，追風少年原本是幅小孩在騎摩托車的壁

畫，早前曾遭人惡搞，在壁畫後方畫上恐龍，彷彿恐龍要吃掉騎摩托車的小孩。 ◎【殖民風市政廳】

在舊關仔角海邊的大草場旁，聳立著兩棟殖民地時期的政府大樓，左邊靠萊特街的較 TownHall，始



建於 1880 年；右邊靠海的叫 CityHall，是市議會裡的新樓，完成於 1903 年。CityHall 整座大樓有

純白色的外牆、希臘柯林斯式的樑柱、又大又高的格子窗，非常華麗美觀。這裡也是檳城最早啟用電

燈與電風扇的建築，在當時來說可謂是走在時代的尖端。(此景點將欣賞外觀不入內)。◎【康華麗斯

古堡】(外觀)此地乃是 1786 年來特最初上岸地點；這座城堡原先是採用木製材料，後來英國人將其

改建成一座石堡。(此景點將欣賞外觀不入內)◎【姓氏橋水上人家】檳城曾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政

府對住在陸地的華人課以重稅，若繳不起稅就要搬離，因而衍生華人在海上建起高腳屋，各碼頭散居

著不同籍貫和姓氏的華人，久而久之，同姓氏同宗族的人將特定的馬頭據為己有，以橋樑作為分界，

就形成了現在的「姓氏橋」。 

◎由於下船旅客眾多，請耐心等候。 

◎起航前的一個半小時或 2 小時前會送回港口準備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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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馬來西亞風味 

住宿:皇家加勒比遊輪海洋航行者號 VOYAGER OF THE SEAS (陽台艙 二人一室) 

 

第三天 普吉島 PHUKET(泰國)【遊輪 09:00 靠港、20:00 離港】 
今日遊輪抵達陽光、沙灘、比基尼為代表的泰國綠珍珠─普吉島，潔白的沙灘、藍天、碧海、叢林、

主題樂園讓您處處充滿歡樂驚喜。長久以來是歐美人士最愛的度假天堂。隨後展開普吉◎【神仙半島】

距市區 18 公里的鵬帖海岬，泰語的意思為「上帝的岬角」，因觀景台上供俸了一尊◎【四面佛】，所

以當地人也稱它為神仙半島。沒有水泥叢林阻擋視野，每每進入傍晚時分，就是觀看落日餘暉美景的

最佳地點，也是當地人情侶約會的好地方。◎【古城尋訪】不在巴東海邊遊人聚集的新興商業街區，

而是在古老的普吉城鎮中。走進唐人街，只見牌樓式建築鱗次櫛比，夾道而立。雖沒有曼谷唐人街的

繁華景況，卻也商鋪、民宅密集，多了一份整潔與平靜，見證島上華人社會的發展與變化。★【開心

農場 SAFARI】【騎大象】乘坐大象跋山涉水悠遊在叢林之中。【田野牛車】乘坐牛車暢遊田野間，感

受泰國農家樂。【叢林吉普車】參觀當地人們如何採集橡膠及橡膠製造過程；【猴子學校】之可愛逗趣

的猴子明星精彩表演，【芭東新時代購物廣場】2007 年 3 月份才開幕的芭東新時代購物廣場，讓大家

在此血拚一下。 

 

◎抵達普吉島外海海域，下錨在海上，利用船上接駁船接駁至普吉島芭東海灘碼頭；因為上下接駁船

的安全考量，下船流程較長，敬請務必耐心等待。 

◎由於下船旅客眾多，請耐心等候。 

◎起航前的一個半小時或 2 小時前會送回港口準備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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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輪上                午餐:泰國風味               晚餐:遊輪上 

住宿:皇家加勒比遊輪海洋航行者號 VOYAGER OF THE SEAS (陽台艙 二人一室) 

 

第四天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假期海洋航行者遊輪  海上巡遊 
今日豪華遊輪緩緩航行，盛大的宴會將在海上舉行，從早晨到午夜連續不斷供應的各式美味大菜，讓

您享盡口福，船上除了酒、菸要自行購買，其他的食物、大菜、自助餐及正餐時的大部分非酒精飲料

都免費供應，讓您吃飽吃好。您永遠不會忘記海上游的精美膳食，也不會忘記大海晶瑩透徹的海水，

乃人生又一個新體驗，您可於船上恣意享受和風陽光，沉浸於兩人的甜蜜世界，您可在豪華巨輪上輕

鬆愉快的享受現代化的遊樂設施、大劇院、夜總會、歌舞廳、酒吧、游泳池、健身房、賭場、兒童樂

園、美容院、免稅商店街等。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皇家加勒比遊輪海洋航行者號 VOYAGER OF THE SEAS (陽台艙 二人一室) 



 

第五天 新加坡【遊輪 08:00 靠港】-新加坡(魚尾獅公園‧濱海藝術中心) - 新加坡機

場/桃園機場 
今日皇家加勒比遊輪海洋航行者號 VOYAGER OF THE SEAS 遊輪抵達新加坡，隨後帶您前往◎【魚尾獅

公園‧濱海藝術中心】8.6 公尺高、70 噸重的魚尾獅於 92 年四月底搬至福爾頓旁的河畔新地點，魚

尾獅的新居以水為主題，配上燈光效果，營造出魚尾獅浮力在碧波之上的生動壯觀的視覺效果。隨後

帶您展開與眾不同的文化藝術之旅。參觀斥資六億新幣興建的「濱海藝術中心」，滿足所有藝術愛好

者的期望，做到真正屬於大眾的藝術中心，92 年才落成的藝術中心，無疑是新加坡最熱門的話題，

其獨特的造型，也已成為新加坡的新地標，優越的地理位置，絕對是旅客不可錯過的造訪地點。 爾

後前往新加坡機場，結束愉快的遊輪之旅，搭機返回闊別多日的甜蜜家園。 

★貼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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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輪上        午餐:特別安排-招待贈送 肉骨茶 +機上餐食    晚餐 X 溫暖的家 

住宿:甜蜜的家 

 

備註: 

1.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將盡量忠於原行程，但如因班機及船班之變動或其他特殊狀況或遇不

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將保持變更行程之權利，並以出團說明會資料為主，敬請見諒。 

2. 報名繳定後，國外旅遊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請依以下條款辦理。 

 

附加條款: 

報名後要求取消或為聯絡不參加者依實際情形收取已代墊付之簽證工本費及手續費外，此航程遊輪訂

位暨取消辦法，請依照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取消規定如下: 

 

◎團體出發前 75 天取消者，取消費為 0； 

◎團體出發前 74-64 天取消者，取消費為 NT:10,000 元； 

◎團體出發前 63-43 天取消者，取消費為團費之 50%； 

◎團體出發前 42-15 天取消者，取消費為團費之 75%； 

◎團體出發前 14 天以下取消者，取消費為團費之 100%； 

 

遊輪更名費用規定如下: 

◎團體出發前 15 天以內更換登船名單者，更名費用為 NT3,000(每人)。 

 (機票則為開票前可更換。如已開票，須更換名單，則有退票手續費，票差稅差另外補) 
1.一間艙房僅可改一位旅客名字。 

2.但如遇特殊狀況下，則無論提前多少天數都不接受買方旅行社變更名單﹙如遊輪艙房客滿﹚，依遊輪公司為主，敬請留意。 

 

為考量嬰兒、18 歲以下未成年小孩、21 歲以下乘客及孕婦安全，嬰兒及孕婦特殊登船規定如下： 

◎嬰兒：以登船日為基準，嬰兒登船生日需滿 6個月以上方可登船。 

◎18 歲以下未成年小孩：所以年齡未滿 18 歲、且未與父母同行的乘客，訂位時必須提供由父母或一

方法定監護人（年滿 21 歲或以上）簽署的委任書，授權該年齡未滿 18 歲乘客與其它家庭同行。 
 

祖父母或其它親屬不可代表乘客之父母。陪同未成年乘客參加遊輪假期的成人，若非該未成年乘客之

父母或合法監護人，必須出示該未成年乘客的有效護照和簽證（或經認證的出生證明文件副本），以

及由父母其中一方或合法監護人所簽署之委任書或公證函正本。 

 

 



委任書： 

該委任書必須授權該成人乘客於特定遊輪行程陪同該未成年乘客，並須授權該成人乘客監督未成年乘

客，並於該未成年乘客於航程中若需進行相關醫療行為時，因不造成醫療延誤而由醫師提出的診治同

意書之允許權利。 

此付費之委任書可經由律師、法務官、公證人或授權為主宣誓書人進行宣誓的律師公證。若此項證明

文件未及提出，該未成年乘客將不被允許登船或參加遊輪行程。注意：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公司不接

受學生團體預定。 

◎21 歲以下乘客：未滿 21 歲乘客訂位時，必須與乙位成人同住乙間艙房（此成人必須是其父母，或

年滿 21 歲的法定監護人）。父親或母親，或年滿 21 歲的法定監護人必須陪同年齡未滿 21 歲的乘客參

加遊輪行程，並且必須住宿同一間艙房或相鄰/相通的艙房。年齡未滿 21 歲的乘客唯一能夠不與乙位

年滿 21 歲乘客同住艙房的情況，唯有當其父母其中一方參加同一行程，或是該艙房乘客為合法已婚

者。以上相關證明文件必須提出。皇家加勒比海國際遊輪公司將斟酌實際情況以決定是否開放此項規

則。 

◎孕婦：以登船日為基準，孕婦懷孕需少於 24 週以內方可登船。 

◎身心障礙乘客必須可以自我照護或請由可提供所有協助的另一名乘客陪伴共同出遊參加航程，必須

服用藥物都必須自行攜帶妥當，便能適時提供必要的幫助。遊輪上配置醫務室及醫療人員，乘客如果

搭乘遊輪期間因病需要醫治，船公司將斟酌收合理醫藥費。 

◎吸菸乘客特別注意事項：為維護全體乘客之舒適旅程，本遊輪為指定"禁菸船"，然為考量吸菸旅客

之需求，酒吧、娛樂廳及左側室外甲板均設有吸菸區，敬請吸菸乘客於指定吸煙區。 

皇家加勒比遊輪旅遊常見問題如下：（遊輪上所有消費皆以美金計算） 

繳交的船艙費用，包括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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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位付費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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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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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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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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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建議請參照每日行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