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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公主號

載客人數：3,560
船員人數：1,346
噸位：142,229
航速：22 海浬

長度：1,083 英呎

全新翻修：2018/12

聲光水影秀 Watercolor Fantasy Show 海上天空步道 The Seawalk®

夜光主廚檯餐 Chef's Table Lumiere 義式中庭廣場 The Piazza 蓮花水療 多功能療癒房 The Enclave at Lotus SPA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名副其實的貴族公主，無與倫比的優雅生活，暢遊最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觀，感受最令人難忘的海上度假

一切都始於海洋勛章
免費贈送的海洋勛章跟美元二十五分硬幣的大小一樣，可以多種方式佩帶：領夾、運動手環、手

鐲或吊墜首飾等。從快速登船，甲板路線指示，到接近艙房時自動打開房門，這是您度過更美好

假期體驗的關鍵。透過船上的互動式螢幕、客艙電視或勛章假期應用程式體驗，享受更多的高科

技數位體驗。

公主遊輪海洋勛章™ Ocean Medallion™
海洋勛章™ 體驗 - 輕鬆便利享受個人化的遊輪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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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公主號 Sky Princess

聖殿成人休憩區 The Sanctuary 海上最大陽台空間 - 星空套房 Sky Suite 秘境泳池 Retreat Pool

星空公主號

載客人數：3,660 
船員人數：1,346 
噸位：144,650
航速：22 海浬

長度：1,083 英呎

首航日期：2019/10

奇緣公主號

載客人數：3,660
船員人數：1,346
噸位：144,650
航速：22 海浬

長度：1,083 英呎

首航日期：2020/06

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鹹狗酒吧 The Salty Dog GastropubTake Five 爵士酒吧 Take Five 維士塔表演廳 Vista Show Lounge

全新旗艦星空公主，首航探索異國領域 - 經典與創新的共存，古雅與現代的融合

全新旗艦奇緣公主，卓越非凡的現代遊輪，首航歐洲擁抱世界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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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純粹日系血統，汪洋上散發耀眼光芒  -  無與倫比的海上度假，遨遊東洋群島

東方傳奇《絲•密》歌舞秀 The Secret SilkKai 海壽司餐廳 Kai Sushi RestaurantIzumi 海上日式浴場 Izumi Japanese Bath

帥哥主廚獨家設計餐廳
SHARE- 柯提斯 . 史東 SHARE by Curtis Stone

鹹狗酒吧 The Salty Dog Gastropub

鑽石公主號

載客人數：2,678
船員人數：1,100
噸位：115,875
航速：22 海浬

長度：952 英呎

全新翻修：2019/02

紅寶石公主號

載客人數：3,084
船員人數：1,200
噸位：113,561
航速：22 海浬

長度：951 英呎

全新翻修：2018/10

紅寶石公主號 Ruby Princess

星空露天電影院 Movies Under the Stars

閃耀海洋的紅色寶石，無法忽視的奢華體驗 - 舒適放鬆、精緻美饌、精彩娛樂，一次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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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博士

邁克爾 . 布魯斯 
Michael Breus

豪華陽台艙
僅適用於皇家
星空及奇緣公主號

比標準陽台艙更加升級的舒

適享受，擁有約 6.6 坪的私

人空間，配有約 1.2 坪的私

人海景陽台。裝潢設計內外

兼修，精美的內部設施一應

俱全，還特別設有一張柔軟

的沙發床， 可滿足三人同行

的入住需求。

標準套房艙
約 12.4 ～ 19 坪私人空間。 

除了豪華舒適、裝修精美且

設施一應俱全的客艙空間，

更可享受設有柔軟沙發床的

獨立起居室、 寬敞的步入式

衣帽間、獨立的淋浴設備及

浴缸等多種奢華設施， 同時

內含約 2.4 ～ 9.4 坪的私人海

景陽台。另外，入住標準套

房，可享一系列套房專屬禮

遇，盡情感受奢華度假。

陽台艙
擁有 6.3 坪的客艙空間，精美

設備一應俱全，同時享有 1.2 

坪的海景陽台更為您帶來獨

享的私人空間，讓您在艙房

內盡情領略迷人海景。

內艙
經濟實惠的最佳選擇，享有

約 4.5 ～ 4.8 坪的客艙空間，

優雅的裝潢設計，配備精美

設施，為您帶來簡約舒適的

住宿享受。

迷你套房艙
享有約 8.5 坪的私人空間，

寬敞舒適，且備有具柔軟沙

發床的獨立起居空間，與溫

馨雅緻的浴室，配有淋浴設

備和浴缸，可充分滿足三

人同行的入住需求。除此之

外，客艙更內含約 1.2 坪的

私人海景陽台。

海景外艙
僅適用於鑽石及

紅寶石公主號

海景外艙面積為 4.5 至 4.8 

坪，寬闊明亮的海景窗讓

您將美妙迷人的海上風光

盡收眼底。一應俱全的各

類精美設施更為您帶來奢

華舒適的住宿享受。

＊照片僅供該房型參考，請依現場艙房實際為準。

公主艙房
旗艦遊輪擁有逾 80% 客艙可享有私人陽台，無

敵海景盡收眼簾。 每間客艙配備有獨家打造的

奢享床墊：由－講求科學與美容覺兼具的“睡

眠博士＂邁克爾•布魯斯 (Dr. Michael Breus) ，其

中奢華棉麻織物床組則專為『公主優質睡眠計

劃』設計，只為打造極致舒適的海上優質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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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光水影秀 Watercolor Fantasy Show（僅適用於皇家、星空及奇緣公主號）

不同主題音樂與燈光噴泉秀，每晚於露天甲板的星空露天電影院節目空檔中呈現。高達 10 公尺的燈光

噴泉帶給您的不僅是華麗水舞，更是獨特的浪漫記憶，邀請賓客盡情參與海上派對。

星空套房 Sky Suite ( 星空及奇緣公主號獨家 )

公主遊輪首創海上最大陽台空間，位於頂層甲板中心位置的星空套房，光陽台面積就達 700 平方英尺（約 20 坪），同時坐擁星空

露天電影院的最佳觀影制高點，提供極致娛樂體驗。全船僅兩間的星空套房提供了 270 度全景，最多可同時入住 5 位賓客，並設有

多種專屬服務與設備，是家庭出遊的最佳選擇。

旗艦特色
皇家、星空及奇緣公主號隸屬公主遊輪旗下旗艦船隻，其特色設施

絕對是賓客不可錯過的享受。不論是想探索海上最驚奇設施，還是

參與各種獨具風格的休閒設施，打造難得獨特的遊輪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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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天空步道 The Seawalk®

（僅適用於皇家、星空及奇緣公主號）

被喻為海上十大新奇特色設施，更被視為海上最夯

打卡點的海上天空步道。懸於海面 39 米、長達 8.5 

公尺的全透明環景廊道，更延伸至船舷之外，如懸

浮於碧海藍天之間，飽覽令人驚歎的美景之餘充分

洗滌身心；當夜幕垂臨，華燈攀延，化身最浪漫的

步道。

公主演藝咖啡廳 Princess LIVE! Cafe 

( 僅適用於星空及奇緣公主號 ) 

首座海上電視轉播廳，彷彿親臨錄影現場，親身參與節

目錄製：如各互動類遊戲、演出及趣味 活動，賓客們可

隨時準備上臺成為海上明星！而星空及奇緣公主號全新

獨家開設的公主演藝咖啡廳，還可享用咖啡師調製的咖

啡、茗茶和美味小點。

公主演藝廳 Princess LIVE!
（僅適用於皇家、星空及奇緣公主號）

蓮花水療與多功能療癒房 The Enclave at Lotus SPA
（僅適用於皇家、星空及奇緣公主號）

榮獲《旅遊週刊》麥哲倫金獎的蓮花水療是最佳放鬆空間，您

可以在此預約服務，享受從頭到腳的滋潤呵護。還可以來場美

容美髮沙龍，或是到多功能療癒房體驗石盤桑拿、芳香淋浴或

是渦流水療池，讓您深沉放鬆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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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入勝的娛樂活動及經典設施
您將在持續一整天的世界級娛樂中感到無限驚奇。不論是想在五大洋最強表演廳的公主劇

院欣賞百老匯級的各式演出或原創歌舞秀，還是參與各種娛樂十足的活動與節目。公主遊

輪均能滿足您的慾望。

公主商店 The Shops of Princess
與中庭廣場 The Piazza
華麗宏偉的中庭廣場，擁有超乎想像的海

上免稅精品空間。由世界知名精品連番進

駐，提供精錶及珠寶、名牌香水與化妝品、

各式禮品及公主遊輪專屬紀念品。除此之

外，中庭不間斷的音樂演出、娛樂節目，

隨時等著賓客參與。賓客也可以前往坐落

附近的精緻餐廳或酒吧，感受豐富獨特的

船上體驗。

公主劇院 Princess Theater
被譽為五大洋最強表演廳，聲光娛樂享受上也全面升級，獨家與受

好萊塢、奧斯卡大獎肯定的夢幻團隊，聯手打造全新原創大秀，每

晚獻映海上精彩節目，以最為精心編排的演出、精美服飾，和精湛

海上多媒體舞台技術為賓客帶來身臨其境的非凡體驗。

星空露天電影院 Movies Under the Stars®
公主遊輪首創的經典設施。您可以在頂層甲板上愜意欣賞好萊塢強檔、

娛樂大秀及現場球賽轉播等精彩節目，享受巨型螢幕與環繞音效的震

撼。夜間也能在躺椅蓋著毛毯，仰望點點星空，品嚐免費爆米花，感受

寧靜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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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賭場 Grand Casino
提供各種廣受歡迎的賭博遊戲，包括 21 點、俄羅斯輪

盤、加勒比海寶藏撲克、擲骰子等。還有種類繁多的吃

角子老虎及電動撲克，及獎金豐厚的賓果遊戲。

被喻為最佳家庭遊輪的公主遊輪，

除了可以享受難得的親子時光，孩

子們可以體驗公主遊輪與 Discovery 
探 索 頻 道 探 索 頻 道 獨 家 合 作 的

Discover 探索營，以及和加利福尼

亞科學中心以及來自世界頂尖學府

麻省理工大學和史丹佛大學，共同

推出的「海上探索之旅」體驗活動，讓出遊旅憶更多了育

教意義。參與特別為玩樂、歡聚、創造及探索所設計的活

動。不論是室內外活動、藝術與創作、電影或主題晚會，

每位孩子都可以找到符合自己興趣的活動。

● 動物主題樹屋（3-7 歲）
●  野外主題小屋（8-12 歲）

●  海灘主題小屋（13-17 歲）

聖殿成人休憩區 The Sanctuary ( 需付費 )

公主遊輪獨創，是專對成人開放、兒童止步的奢享空間，在

此可享受無人打擾的午後時光。也可嘗試蓮花水療，由船上

金牌美容師提供頂級水療服務，享受從頭到腳的滋潤呵護。

此外星空公主號的聖殿成人休憩區提供了全新現代風格設計，

私人小屋也比其他船隊多了兩倍，讓人可以徹底放鬆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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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饕最愛 新鮮美味
公主遊輪全船約 20間餐廳和酒吧，隨時提供豐富的國際風味美食及本地特色

佳餚。作為全球珍饈大師，公主遊輪連續多年榮膺《美食與美酒》『美食愛好

者最佳遊輪』稱號！

│頂級金牌主廚美饌│

雷諾的法式餐酒館 *
Bistro Sur La Mer by Emmanuel Renaut
( 僅星空及奇緣公主號提供 )

公主遊輪與法國米其林三星主廚艾曼紐爾 •

雷諾 (Emmanuel Renaut) 獨家合作。位於中庭

廣場，宛如置身於歐洲街頭的法式小酒館內，

盡享地道法式佳餚，品嚐主廚融合前衛創新

元素，將每道料理化為匠心獨具的藝術作品。

SHARE* — 柯提斯 . 史東 SHARE by Curtis Stone
( 僅紅寶石公主號提供 )

帥哥主廚柯提斯 . 史東 (Curtis Stone) 親自設計的特色概念餐廳，以

「相信美食如同旅行，能將人們團聚在一起」，致力創造令人難忘

回憶，而為獻上新鮮且極具創新的烹飪料理。除此之外，柯提斯親

自打造的「主廚餐桌」體驗將帶來前所未有的旅行美食饗宴。

夜光主廚檯餐 * Chef's Table Lumiere
( 僅皇家、星空及奇緣公主號提供 )

每航次限量 24 個尊貴名額，體驗無與倫比的感官盛宴—從大開

眼界的「廚房之旅」、浪漫的香檳祝酒、主廚精心設計的豪華饗

宴，到虎睛石桌檯，在光幕繚繞的氛圍下用餐，無一不讓客人感

受到美味、優雅與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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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主餐廳 Main Dining Room
公主遊輪晚宴主餐廳，一律提供正統五道式饗宴，不需額外支付

任何費用，輕鬆擁有尊榮用餐體驗，品味絕倫的佳餚珍饈，在優

雅怡人的環境中得到最新鮮、最精緻的佳餚，遠遠超越最挑剔味

蕾的期待。

鹹狗燒烤吧 *Salty Dog Grill &
鹹狗酒吧 * The Salty Dog Gastropub
( 僅適用星空、奇緣及紅寶石公主號 )

由鮮味漢堡的創始主廚合作開發，將多樣的小酒食，創新成

更受歡迎的酒吧美食體驗，還可品嚐到多款不同的啤酒、威

士忌與雞尾酒。

皇冠海鮮牛排餐廳 * Crown Grill
（鑽石公主號不提供）

上等美味牛排與新鮮海鮮佳餚，搭配洋溢濃郁紐約風情的餐

廳風格，不可錯過的海陸天堂，一次滿足。還可以在此尊享

特選葡萄酒、烈酒精選及其他飲品，在 Live 演唱下感受微醺，

享受美好的悠閒時光。

莎芭堤妮義麵餐廳 * Sabatini's Italian Trattoria
( 僅星空及奇緣公主號提供 )

以義大利鄉村風格的現代裝潢打造，推出專為公主遊輪製作的

義大利麵選擇，藉由主廚家鄉 - 貝加莫的義國北部風味做為靈

感，獨特的手工麵食課程，每日新鮮烹製，邀請賓客前來盡情

品嚐。

Kai 海壽司餐廳 *
Kai Sushi Restaurant 
( 僅鑽石公主號提供 )

善用當次到訪港口的新鮮漁貨，由國

際一流壽司師傅坐鎮，品嚐精緻的日

式美食：單點壽司、烏龍麵和刺身，

及多種清酒自由選擇。

＊需額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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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薩吧  Pizza Bar ( 僅鑽石及紅寶石公主號提供 )

切片新鮮出爐的手拍披薩。

旋風冰淇淋吧  Swirls
提供香甜誘人的杯裝或蛋捲冰淇淋。

24 小時免費客艙送餐服務
24hr Room Service
全天候提供客艙送餐服務，只需撥打客艙電話的「客

艙送餐服務」即可。若想在客艙享用歐式早餐，請

填寫客艙早餐卡並在晚上就寢前將此卡懸掛客艙門

外。亦可透過客艙送餐服務享用新鮮現做的 12 吋披

薩，每次送餐將象徵性收取美金 $3.00 的送餐服務

費，該費用將計入您的船上帳戶。

阿非列德披薩餐廳 Alfredo's Pizzeria
( 僅皇家、星空及奇緣公主號提供 ) 

濃濃義式風格的餐廳，是以享譽全球的公主遊輪廚

師長阿非列德•馬爾齊命名，環境優雅，以現點現

做的新鮮烘烤披薩而聞名，被喻為【海上最佳披

薩】。豐富的各式口味，貼心的單人份量更能滿足

不同需求，常常造成一位難求的排隊景象。開放式

製作空間，在品嚐美食的同時欣賞技藝精湛的大廚

們精彩的披薩製作過程。

國際點心吧 International Cafe
與咖啡飲品 * ( 鑽石公主號不提供 ) 

琳瑯滿目的口袋餅、馬芬、蛋糕與各式輕食鹹點的

玻璃冰箱，24 小時全天候不間斷提供各類餐點，還

有許多不同茶飲、義大利特調和其它特製咖啡等。

在深夜隨時滿足胃的需求（飲品需另外收費）。

地平線自助餐廳 Horizon Court
環球美食自助餐廳 World Fresh Marketplace
不論是地平線自助餐廳還是環球美食自助餐廳，皆坐擁於海天之間。提

供來自世界各地的美味。餐檯上從傳統中式料理到地中海菜式；從特色

義大利麵到五彩農場沙拉、水 果及冷盤，驚艷您的味蕾。更有各種 「東

西合併」小食等。其中的烘焙坊更專為各式經典麵包、西點等。

輕鬆滿足味蕾

葡萄藤酒吧 * Vines
多達 30 多種精選葡萄酒（按杯提供）和多種品酒套餐組合。享

用馥郁美酒的同時佐以新鮮精緻的小食，帶給您更加完美的味

覺盛宴。

＊需額外收費

公主
獨家



13

金卡
享有禮遇
只需完成首趟公主遊輪航

程即正式成為金卡會員，

並於航程結束前收取客艙

信箱中的專屬感謝信函，

取得，信函頂端顯示的個

人專屬會員編號（Captain"s 
Circle Number) ，未來只需於

每次預訂時登錄會員編號，

即能累積航程，享受不同

級別的專屬禮遇。

● 公主遊輪「護照」及景點收

藏票＊ 
● 會員專享的迎賓活動 *，例如

雞尾酒會
● 公主遊輪會員櫃檯．免費遊

輪照相比賽
●  黃金會員徽章

紅寶石卡
享有禮遇
展開第 4 次航程，或完成

30 天航程後再次搭乘任一

航次，即晉升為紅寶石會

員。

●  享有黃金卡會員所有優惠
● 購買船上回憶 DVD
《Reflections》，享有九折優惠
●  紅寶石會員徽章

白金卡
享有禮遇
展開第 6 次航程，或完成

50 天航程後再次搭乘任一

航次，即晉升為白金卡會

員。

●  享有紅寶石卡會員所有優惠
● 白金會員下船專用交誼廳
●   優先登船服務
●  白金會員徽章
●  船上 WiFi 抵用金

菁英卡
享有禮遇
展開第 16 次航程，或完成

150 天航程後再次搭乘任一

航次，即晉升為菁英卡會

員。

● 享有白金卡會員所有優惠
● 免費專業衣物清潔／自助洗

衣／擦鞋服務
● 免費品嚐葡萄藤紅酒（憑據

特殊活動之邀請函）
● 免費單次艙房迷你吧飲品

（可替換單瓶葡萄酒或兩張

咖啡卡）（以客艙為單位）
● 免費享用豪華配酒點心（需

事先要求）
● 免費享用艙房傳統下午茶

（需事先要求）
● 菁英折扣（精品店消費九折

優惠）
● 艙房用品升級服務
● 優先接駁船登船服務
● 優先離船服務
● 菁英會員徽章

搭乘次數達 21次或以上之
菁英卡會員，額外可享 
● 忠誠會員船上消費金（以家

庭為單位）
● 忠誠會員專屬活動 *

注意事項
● 每次預訂航程，請提供正確的公主遊輪會員號碼。 
● 公主會員權益適用於未成年賓客。但未滿 18 歲的賓客不適用公主禮遇酒類飲品。

＊公主遊輪保有會員權益修改之權利。

成為專屬公主會員
搭乘過公主遊輪的旅客，快點拿出你的專屬會

員號碼向公主遊輪查詢你的等級，別讓你的權

益睡著了！ 

公主遊輪專屬酬賓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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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洲的北方國度，銀白色裝飾的世界，在這裡，穿梭在山川冰河之間，欣賞大自然令人嘆為觀止的巧奪天工，看見野

生動物與自然交響的樂章，一吐一納之間都身在純淨的人間仙境，擁抱遼闊無垠的彼方。

阿拉斯加 Alaska

棉田豪冰河│朱諾市內包含 1500

英哩的冰河區，其中遊客較常抵達

的棉田豪冰河，自 1910 年紀錄後，

因溫室效應退縮了 2.8 公里，是為

後退冰川。站在此地，禮敬大自然

的力量，感嘆人類在地球上是多麼

的渺小。

學院府冰河峽灣│學院府冰河峽灣是

聯合國國際文教基金會所列保護河川

之一，在觀賞冰川壯麗的同時，也能

看到野生動物出沒，飛鳥翱翔風景如

畫，讓人徜徉在威廉王子灣北端的學

院府冰河峽灣，享受自然之美。

羅伯山纜車│來到這裡，許多人選擇羅伯

山纜車一路攀升到 609 公尺的山上，俯瞰

遊輪碼頭，遠眺朱諾山與道格拉斯島圍成

的朱諾谷地全景，登高望遠，令人心曠神

怡，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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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奈利國家公園│ Denali 在原住

民語中意思是「很高」，在 600

萬英畝的公園中，除了遠眺群

山、冰川延綿的自然景色，活潑

可愛的野生生物也不可或缺，尤

其能親身體驗寒帶的生態，更是

難能可貴的機會。

豪華觀景火車│舒適、豪華、圓頂 180 度的透明車廂，搭

上美食餐車，觀景火車絕對是鐵道迷和老少咸宜的最佳遊覽

體驗方式，觀賞秀麗風景時一邊享受世界級服務品質，就是

最享受的歡樂假期時光。

麥肯利山度假小木屋│入住公主遊輪的度假小木屋，在餐

廳、酒吧飽餐一頓，再到紀念品店收藏珍貴回憶，距離國家

公園不遠，也可前往瞭望台，在如詩如畫的環境中遊憩，為

阿拉斯加之旅留下美好的住宿體驗。

海陸套裝行程公主獨家

遊輪
景觀
火車

陸地
小木屋

體驗在地生活北上至阿拉斯加│● 遇見正宗的阿拉斯加人、
● 鮮美多汁的海鮮、● 當地文化與擁抱小狗

品嚐專家料理的新鮮當地海鮮。與雪橇幼犬相依相偎。聆聽

自然學家和說書人帶來的精彩故事。公主遊輪提供在《旅遊

週刊 (Travel Weekly)》獲獎無數的方案「北上至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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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1  桃園國際機場／西雅圖國際機場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

華客機飛往美國西岸大城西雅圖。抵達後，辦理入關手續，

隨即前往飯店休息。【西雅圖】位於美國華盛頓州，擁有

翡翠城市美譽，美國西岸三大城之一，多次被列為全美

最適合居住的城市。每個轉角幾乎都被咖啡店佔據的西雅

圖，走在路上都可以聞到咖啡的香醇，在每間咖啡店裡都

是精心挑選的音樂，調和咖啡的特有氣氛。

Day 02  西雅圖→【拓荒者廣場、派克市場、第一
家星巴克】公主遊輪【遊輪 16:30 啟航】

【西雅圖】多次被列為全美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拓荒者廣場：是西雅圖最古老的街區。居民日常生活中最

喜歡到派克市場尋寶：美國最老的農夫市場，以販售當地

出產的農作物聞名，觀賞神奇飛魚秀，也是一大賣點，現

場氣氛熱鬧不已。星巴克第一家店：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

珍藏原始美人魚 Logo，找尋星巴克最初的味道。爾後前往

遊輪碼頭，隨即登上公主遊輪船隊中之大型豪華遊輪－紅

寶石公主號（116,000 噸），當全船所有人都參加救生演

習後，豪華遊輪於鳴笛中緩緩離開碼頭，這是和豪華遊輪

親密接觸的開始。隨即展開阿拉斯加冰河灣豪華之旅。

Day 03  內灣巡遊（歡樂滿點－船上生活）

最悠閒自在的遊輪旅遊體驗，全日航行於海上悠閒時光，

遊輪將沿加拿大沿海，航行於群島羅列的內灣，在飽覽內

灣美麗景致之餘，還可前往甲板上跑道慢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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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後別忘了前往公主劇院，欣

賞海上百老匯歌舞秀，一堵精湛的舞藝華麗表演秀。今晚

的重頭戲之一船長晚宴香檳瀑布晚會【特別推薦】，也許

您一輩子都不曾參加過，由幾百個香檳酒杯堆疊，各國貴

賓穿著代表自己國家的服飾，燕尾服、晚禮服、和服紛紛

出籠，輪番登高倒香檳接受拍照，留下一生中難得的回憶 !

凱契根

維多利亞

西雅圖

朱諾

史凱威

冰河灣國家公園

美國

加拿大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冰河灣國家公園+西雅圖 11天 (內灣 )

紅寶石公主號

冰河灣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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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4  朱諾 . 黃金打造的首府城

 【遊輪 11:00 抵達 ; 22:00 啟航】

以萬年冰川聞名於世、最風景優美的首都， 【朱諾】州府，

想來小鎮除了搭飛機就只能靠遊輪。棉田豪冰河：棉田豪

冰河是內灣航道最容易到達的冰河，美麗的藍色景致讓人

充滿驚喜，冰河為典型的後退冰川。來到此，沿著步道走

到冰河觀景台遠眺棉田豪冰河將驚艷其不同的美麗風采。

【特別推薦】橢圓形冰河遊客中心及紅狗沙龍

Day 05  史凱威 . 阿拉斯加公路終點站
【遊輪 07:00 抵達 ; 20:15 啟航】

位於內灣航道最北端淘金小鎮，【史凱威】在 1898 年克

朗代克淘金潮期間，為最繁榮的淘金古鎮之一，現今仍完

好地保存在拓荒時代的精神，走在史凱威的木製步道上還

可感受到百年前的懷舊味道，更不要錯過古舊的火車站。

紅蔥沙龍：在刻意設的酒吧空間、當年鶯鶯燕燕的圖片、

穿著當時服裝的酒保女郎、迷亂的音樂，絲毫不因時空的

變換而有所更改！二萬片百年浮木裝飾的北極兄弟館：建

築的外立面由木棍和樹枝組成。而這個地方的歷史更令人

驚嘆。克朗岱克淘金國家公園旅客服務中心：是深索這黃

金歲月的起點，中心內有影片供人觀賞。

Day 06  世界遺產 . 冰河灣國家公園巡航（體驗震
撼的感動）【遊輪06:00抵達～15:00啟航】

不容錯過壯觀冰河景致 航道唯一國家公園。【冰河灣國家

公園】最偉大的自然奇景，面積約 330 萬英畝、擁有 18

處冰河、12 個海岸冰河地形，每日限定二艘大型遊輪進入

冰河灣國家公園，別忘了找個好位子，靜靜欣賞千年冰河

峭壁，瞬時間垂直的冰崖崩裂而下的冰山，一陣如雷的隆

隆響聲後突然間脫離了冰河，直衝入藍色海洋間激起冰河

裡的所有生物，如飛鳥、海豹爭相追逐冰裂所激起的魚群，

形成了陽光下晶瑩剔透的奇特天然冰雕，比起原先想像的

靜謐來得熱鬧豐富，難得一見的冰河曠世美景令人畢生難

忘。

Day 07  凱契根 . 世界鮭魚之都

 【遊輪 07:00 抵達 ; 13:00 啟航】

今日抵達最如詩如畫的水岸城市，【凱契根】有阿拉斯加

第一城的美譽，傍山面海，山腰上雲霧飄渺，整個城市看

來煙雨迷濛別具獨特風情。小溪街：沿著唐卡士大道而建，

許多商家和住家懸浮在水面上或緊挨著山坡而建，19 世紀

末期風格的建築，漆著不同顏色的木造房舍古意盎然，形

成特殊海濱社區風光。原住民圖騰柱：每一根圖騰皆有其

深遠的涵義與獨特象徵，是世界上最多圖騰的城市。

Day 08  維多利亞【遊輪 19:00 抵達 ; 23:59 啟航】

花園城市之稱 • 維多利亞，被評為“加拿大最浪漫的城 

市”。您可漫步于這座美麗的港口。維多利亞著名的地標 -

卑詩省省議會大廈及帝后城堡飯店都是您不可錯過的參觀

點，內灣碼頭燈火通明，街頭藝人賣力表演的歡樂氣氛常

吸引人駐足停留，您可漫步于這座美麗的港口，享受慵懶

的英式生活。

     

Day 09  西雅圖【遊輪 07:00 抵達】→華盛頓大學、
華盛頓湖運河水閘門、西雅圖名牌購物中

心→西雅圖國際機場

漫步在最悠久 . 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被稱為擁有全美

最漂亮的校舍，在這裡不僅能看到歌德式尖頂造型的建築，

還有有著巴羅克式華麗裝飾風格的大樓，透露著濃厚的古典

氣息。華盛頓湖運河水閘門：西雅圖水利工程的偉大巨獻，

另有機會可在此可見鮭魚沿人工魚梯逆流而上的奇景。名牌

折扣購物中心 Premium Outlets：華盛頓州最大著名的西雅

圖名牌折扣購物中心，超過 130 間名店品牌進駐，絕對是名

牌愛好者不可錯過的血拚聖地。晚餐後前往機場。

     

Day 10  西雅圖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登機返回台灣，航越過國際換日線於次日抵達國門。

Day 11  桃園國際機場

因時差之故，班機將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凱契根小溪街

棉田豪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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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1  桃園國際機場／溫哥華國際機場

今日飛往加拿大西岸第一大城的溫哥華，夜宿溫哥華。

Day 02  溫哥華→皇家公主號【遊輪 16:30 啟航】

【溫哥華】票選為世界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之一。

史丹利公園：除了有四季皆美的不同造景之外，還可觀賞

印地安人的圖騰柱群。與高知名度的伊利莎白女皇公園。

加拿大廣場：一座以白色五帆標誌建築。蓋士鎮：最早期

的發源地，觀看最老的蒸汽鐘。隨即展開阿拉斯加冰河灣

之旅。

Day 03  內灣巡遊 ( 歡樂滿點 . 船上生活 )

最悠閒自在的遊輪旅遊體驗，全日航行於海上悠閒時光，

遊輪將沿加拿大沿海，航行於群島羅列的內灣，在飽覽內

灣美麗景致之餘，還可前往甲板上跑道慢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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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後別忘了前往公主劇院，欣

賞海上百老匯歌舞秀，一堵精湛的舞藝華麗表演秀。今晚

的重頭戲之一船長晚宴香檳瀑布晚會【特別推薦】，也許您

一輩子都不曾參加過，由幾百個香檳酒杯堆疊，各國貴賓穿

著代表自己國家的服飾，燕尾服、晚禮服、和服紛紛出籠，

輪番登高倒香檳接受拍照，留下一生中難得的回憶 ! 

Day 04  凱契根 . 世界鮭魚之都
【遊輪 06:30 抵達 ; 15:00 啟航】

今日抵達最如詩如畫的水岸城市。

【凱契根】有阿拉斯加第一城的美譽，傍山面海，山腰上

雲霧飄渺，整個城市看來煙雨迷濛別具獨特風情。小溪街：

沿著唐卡士大道而建，許多商家和住家懸浮在水面上或緊

挨著山坡而建，19 世紀末期風格的建築，漆著不同顏色的

木造房舍古意盎然，形成特殊海濱社區風光。伐木工人秀：

伐木工人秀也是當地備受歡迎的表演節目之一。還有機會

欣賞豐富的阿拉斯加原住民文化、藝術與手工藝。原住民

圖騰柱：每一根圖騰皆有其深遠的涵義與獨特象徵，是世

界上最多圖騰的城市。

凱契根

溫哥華

西雅圖

朱諾

史凱威

安克拉治
惠堤爾

冰河灣國家公園

美國

加拿大

阿拉斯加

學院府冰河

阿拉斯加冰河灣國家公園、學院府冰河+西雅圖 12天

皇家公主號

冰河灣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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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5  朱諾 . 黃金打造的首府城
 【遊輪 08:00 抵達 ; 21:00 啟航】

以萬年冰川聞名於世、最風景優美的首都。

【朱諾】州府，想來小鎮除了搭飛機就只能靠遊輪。棉田

豪冰河：棉田豪冰河是內灣航道最容易到達的冰河，美麗

的藍色景致讓人充滿驚喜，冰河為典型的後退冰川。來到

此，沿著步道走到冰河觀景台遠眺棉田豪冰河將驚艷其不

同的美麗風采。羅伯山纜車：搭乘纜車登上海拔兩千呎的

山頂觀景台，從高空欣賞朱諾全景，氤氳嫋嫋彷彿世外桃

源。

Day 06  史凱威 . 阿拉斯加公路終點站
【遊輪 07:00 抵達 ; 20:30 啟航】

位於內灣航道最北端淘金小鎮。

【史凱威】走在史凱威步道上感受到百年前的懷舊味道，

古舊的火車站、紅蔥酒吧和百年浮木裝飾的北極兄弟館、

淘金博物館。白色隘口之旅：今日要穿越美、加邊境，專

車沿著白色隘口經典路線行駛，這條亦是昔日的熱門淘金

路線，沿途觀賞過去冰川底部奇景、瀑布、山谷等風景，

當您來到美加邊界的白色隘口時，昔日景象全都猶如時光

倒流般的湧現，讓您有難忘的白色隘口之旅。

Day 07  世界遺產•冰河灣國家公園（景觀巡航）
【06:00 ～ 15:00 巡航】

不容錯過壯觀冰河景致 航道唯一國家公園。

【冰河灣國家公園】最偉大的自然奇景，面積約 330 萬英

畝、擁有 18 處冰河、12 個海岸冰河地形，每日限定二艘大

型遊輪進入冰河灣國家公園，別忘了找個好位子，靜靜欣

賞千年冰河峭壁，瞬時間垂直的冰崖崩裂而下的冰山，一

陣如雷的隆隆響聲後突然間脫離了冰河，直衝入藍色海洋

間激起冰河裡的所有生物，如飛鳥、海豹爭相追逐冰裂所

激起的魚群，形成了陽光下晶瑩剔透的奇特天然冰雕，比

起原先想像的靜謐來得熱鬧豐富，難得一見的冰河曠世美

景令人畢生難忘。

Day 08  學院府冰河峽灣（景觀巡航）

【18:00 ～ 20:30 巡航】

今日航行在冰河峽灣 滿佈海面的浮冰景緻。

【學院府冰河峽灣】這裡是觀賞冰河和野生動物最熱門的

地點，這裡可以近距離觀賞冰河峽灣奇觀，沿途浮冰遍佈

海面，美不勝收，此地是聯合國國際文教基金會所列保護

冰河之一，是各種海洋生物的家鄉。當遊輪航行在滿佈浮

冰的海面，運氣佳的話，還可看見海鳥滿天飛翔、頑皮的

海豹扭動身軀躍入海中嬉戲的景觀。

Day 09  惠堤爾→迴轉灣景觀公路→安克拉治

【遊輪 00:30 抵達 ; 08:00 離船】/ 西雅圖

今日清晨抵達公主遊輪專屬碼頭惠堤爾。

【安克拉治】相當獨特的旅遊城市，受到六大山脈屏障以

及海洋氣候的影響，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主題活動。隨後

行駛在被譽為全世界風景最美麗的景觀公路之一迴轉灣景

觀公路 : 沿途都是美麗的海峽美景，搭配著冰河奇景，平

地沼澤與雄偉的高山交錯，及沿途冰山溪水獨特的自然景

色。抵達後拜訪世界最大的水上飛機場，爾後安排搭機飛

往西雅圖。

Day 10  西雅圖→派克市場→華盛頓大學→西雅圖
國際機場

【西雅圖】別名為翡翠之城，中心兩旁古典雅緻的歷史建

築，位於西雅圖的發源地拓荒者廣場可看到先民遺跡，居

民日常生活中最喜歡到派克市場尋寶、觀賞神奇的飛魚

秀，現場氣氛熱鬧不已。此外星巴克誕生之地，第一家門

店就在此地，隨後觀賞西雅圖水利工程的偉大巨獻水閘。

爾後前往美國西海岸最古老的華盛頓大學，是世界上最美

麗的大學之一，建築以哥德式風格為主，架構出大學城特

有的青春氣息。晚餐後前往機場。

Day 11  西雅圖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登機返回台灣，航越過國際換日線於次日抵達國門。

Day 12  桃園國際機場

因時差之故，班機將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朱諾 - 掏金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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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1  桃園國際機場／溫哥華國際機場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加拿大西岸第一大城的溫哥華。抵達

後，辦理入關手續，夜宿溫哥華。

Day 02  溫哥華 . 市區巡禮→皇家公主號
【遊輪 16:30 啟航】

【溫哥華】被票選為世界上最美麗與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

之一。前往北美最大的市區公園史丹利公園：除了有四季皆

美的不同造景之外，還可觀賞印地安人的圖騰柱群。與高知

名度的伊利莎白女皇公園：公園內奼紫嫣紅的花朵與園藝造

景是公園的一大特色。加拿大廣場：是溫哥華市中心的標志

性建築，獨樹一格的海濱白色五帆標誌。蓋士鎮：溫哥華最

早期的發源地，在此可以見到北美最老最富盛名的蒸汽鐘。

登上皇家公主號，即展開阿拉斯加冰河灣豪華之旅。

Day 03  內灣巡遊 ( 歡樂滿點 . 船上生活 )
最悠閒、自在的遊輪旅遊體驗。

遊輪將沿加拿大沿海，航行於群島羅列的內灣，在飽覽內灣

美麗景致之餘，還可前往甲板上跑道慢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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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您一點都不會無聊，入夜後別忘了前往

公主劇院，欣賞海上百老匯歌舞秀，每晚都上演著不同的表

演節目，動人的歌聲、精湛的舞藝，一堵百老匯華麗表演秀，

或在夜空下欣賞公主遊輪獨有的星空露天電影院，快來一同

感受一下讓您有如置身於拉斯維加斯賭場公主 Casino，精采

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Day 04  凱契根 . 世界鮭魚之都
【遊輪 06:30 抵達 ; 15:00 啟航】

今日抵達最如詩如畫的水岸城市。

【凱契根】有阿拉斯加第一城的美譽，傍山面海，山腰上雲

霧飄渺，再加上山頭上一片積雪，整個城市看來煙雨迷濛別

具獨特風情。小溪街：沿著唐卡士大道而建，許多商家和住

家懸浮在水面上或緊挨著山坡而建，城裡多半是 19 世紀末期

風格的建築，漆著不同顏色的木造房舍古意盎然，形成特殊

海濱社區風光。特別安排最具代表當地特色。伐木工人秀：

伐木工人秀也是當地備受歡迎的表演節目之一，現場除了展

凱契根

溫哥華

西雅圖

朱諾

史凱威

塔基納

丹奈利國家公園

費爾班

安克拉治
惠堤爾

冰河灣國家公園

美國

加拿大

阿拉斯加

學院府冰河

阿拉斯加冰河灣＋丹奈利公園景觀火車北上 15天

皇家公主號
遊輪

景觀
火車

陸地
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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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精湛的伐木工藝之外，透過有趣的精采表演秀進而深入了

解伐木過程與方法，寓教於樂，增添旅遊樂趣。還有機會欣

賞豐富的阿拉斯加原住民文化、藝術與手工藝。原住民圖騰

柱：當地著名的圖騰柱公園內，除了可與美麗的圖騰柱拍照

留影外，更可以透過每一根圖騰了解其深遠的涵義與獨特象

徵，是世界上最多圖騰的城市。

Day 05  朱諾 . 黃金打造的首府城
【遊輪 08:00 抵達 ; 21:00 啟航】

今日抵達美國最風景優美的首都。

【朱諾】阿拉斯加州的首府，以萬年冰川聞名於世。這個小

城是唯一沒有與美國道路相連，想來朱諾除了搭飛機就只能

靠遊輪。棉田豪冰河 :【特別推薦】一趟與冰河近距離接觸

的知性與感性之旅。棉田豪冰河是內灣航道最容易到達的冰

河，美麗的藍色景致讓人充滿驚喜，於 3000 年前形成的小冰

河為典型的後退冰川。來到此，沿著步道散步，也是難得的

旅遊體驗，走到冰河觀景台遠眺棉田豪冰河將驚艷其不同的

美麗風采。羅伯山纜車：搭乘纜車登上海拔兩千呎的山頂觀

景台，沿途從高空欣賞遊輪碼頭、朱諾全景，同時放眼整個

朱諾山與道格拉斯島所圍成的朱諾谷地，氤氳嫋嫋彷彿世外

桃源。現在所乘坐的纜車，是以前的人所留下來再重新改建

的喔 !

Day 06  史凱威 . 阿拉斯加公路終點站
【遊輪 07:00 抵達 ; 20:30 啟航】

今日來到位於內灣航道最北端淘金小鎮。

【史凱威】是阿拉斯加與加拿大之間重要的門戶，淘金時期

古鎮之一。走在史凱威的木製步道上感受到百年前的懷舊味

道，更不要錯過古舊的火車站、紅蔥酒吧和二萬片百年浮木

裝飾的北極兄弟館、淘金博物館。白色隘口之旅：今日要穿

越美、加邊境，專車沿著白色隘口經典路線行駛，這條亦是

昔日淘金客由史凱威往返加拿大育空的熱門淘金路線，沿途

可觀賞過去冰川底部奇景、瀑布、山谷等風景，當您來到美、

加邊界的白色隘口時，可感受到 19 世紀淘金客為了找尋黃金，

不辭辛勞翻山越嶺到加拿大育空領地，昔日景象全都猶如時

光倒流般的湧現，白色隘口傳奇之旅值得您身歷其境，讓您

有難忘的阿拉斯加白色隘口之旅。

Day 07  世界遺產•冰河灣國家公園（景觀巡航）
【06:00 ～ 15:00 巡航】

今日是造訪最不容錯過的壯觀景致─冰河灣國家公園。

【冰河灣國家公園】最偉大的自然奇景，面積約 320 萬英畝、

擁有 18 處冰河、12 個海岸冰河地形，我們將巡航於舉世聞名

的冰河灣國家公園，獨特的自然景觀和特殊地理位置，除了

飛機與船隻外，是沒有任何對外公路可聯絡，每日限定只允

許二艘大型遊輪進入冰河灣國家公園參觀，別忘了找個好位

子，靜靜欣賞千年冰河峭壁，頓時間，碩大的冰塊崩解，一

陣如雷的隆隆響聲後突然間脫離了冰河，直衝入藍色海洋，

瞬間激起冰河裡的所有生物，如飛鳥、海豹爭相追逐冰裂所

激起的魚群，或是近乎垂直的冰崖崩裂而下的冰山，浮躺在

藍色冰河灣裡，形成了陽光下晶瑩剔透的奇特天然冰雕，這

一片生氣盎然的冰河世界，比起原先想像的靜謐來得熱鬧豐

富，難得一見的冰河曠世美景令人畢生難忘。今日可以自行

準備望遠鏡，好好地將冰河灣美景全部盡收眼裡。

Day 08  學院府冰河峽灣（景觀巡航）
【18:00 ～ 20:30 巡航】

今日遊輪進入威廉王子灣北端的─學院府冰河峽灣。

【學院府冰河峽灣】於 1898 年由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

(Harriman) 家族邀請美國東部知名大學如耶魯、哈佛的科學家

們一起來此渡假，並研究此地的冰河而因此命名。公主遊輪

在威廉王子灣巡航也是觀賞冰河和野生動物最熱門的地點，

在這裡可以近距離觀賞冰河峽灣奇觀，沿途浮冰遍佈海面，

美不勝收，此地是聯合國國際文教基金會所列保護冰河之一，

亦是各種海洋生物的家鄉。當遊輪航行在滿佈浮冰的海面，

運氣佳的話，還可看見海鳥滿天飛翔、頑皮的海豹扭動身軀

躍入海中嬉戲的景觀。今天請準備好您的相機，隨時按下快

門，拍攝難得的曠世美景，每張相片都將會相當精采。

Day 09  惠堤爾 +++ 搭乘 180 度公主專屬景觀火車

+++ 麥肯利山 ( 塔基納 )
【遊輪 00:30 抵達 ;  08:30 離船】

今日展開阿拉斯加另一最受歡迎的旅遊方式即是搭乘豪華觀

景火車前往塔基納，盡覽純淨自然的阿拉斯加瑰麗景致。

公主專屬 180 度觀景火車：被評為世上服務最佳的火車，座

位寬敞，並提供旅客舒適旅程與絕佳的觀景空間，可透過圓

180 度公主專屬景觀火車學院府冰河



22

頂透明車廂，盡觀左右與上方的全景美麗畫面。麥肯利山：

海拔標高為 6194 公尺，座落於阿拉斯加州的丹奈利國家公園

境內，為北美洲第一高峰，是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之一，又名

為丹奈利峰，以當地的印第安語詮釋，即為“最高者”之意。

住宿麥肯利山渡假小木屋可前往眺望台遠眺其雄偉風貌。

今晚特別安排住宿公主遊輪專屬的麥肯利山渡假小木屋：

高山森林、綠草如茵猶如置身在仙境般的寧靜自然，在此住

宿一晚，美麗的視野與景致，必留下深刻回憶，令人終身永

難忘。

Day 10  麥肯利山→丹奈利國家公園 . 自然歷史之旅
全世界最大的野生動物保護區─丹奈利國家公園。

丹奈利國家公園：面積約六百萬英畝，公園內有數不清的高

山環繞，天氣好時，您可清楚的遠眺北美最高峰麥肯利山美

麗身影，沿途風景最為壯觀，可看到大大小小雪水溶化所形

成的湖泊，襯托著雪白的山頂和寒帶草原，在阿拉斯加一年

大約只有夏季才能觀賞到此特殊景觀。丹奈利國家公園自然

歷史之旅 : 亦是重頭戲之一，地理位置靠近北極圈的丹奈利

國家公園，遊客公認必遊之地，公園內擁有 750 種開花植物、

39 種哺乳類動物、165 種鳥類、10 種魚類。北美灰棕熊、麋鹿、

北美馴鹿、狼、大角羊和狐狸也是區內常見的動物。

今晚入住公主遊輪旗下的丹奈利荒野渡假小木屋，木屋靠近

國家公園的入口，小木屋佈置非常美式舒適，可俯瞰著尼納

納河和丹奈利國家公園景緻。

Day 11  丹奈利國家公園→古老蒸氣船遊伽納河→
費爾班

極光之都─費爾班、搭乘古老蒸氣船遊伽納河，感受復古懷

舊之旅。

【費爾班】有黃金之都之稱。由於費爾班距離北極圈約 150

英哩，因此成為北美地區研究極光的中心地區。費爾班又稱

為阿拉斯加的黃金心臟，更是當地原住民與白人的民族大鎔

爐。來到費爾班千萬不要錯過搭乘古老蒸氣船遊覽伽納河，

感受當地原住民的生活文化與歷史背景，沿著伽納河而下，

一面享用咖啡、茶搭配小點心，一面欣賞兩岸的原住民文化

與原木建造的特殊房子、如何抓鮭魚與保存方式等，運氣佳

時，還可看到水上飛機在河上滑翔情景，中途還可前往原住

民文化村參觀，觀賞可愛的哈士奇狗表演及觀摩燻魚製作與

當地手工藝品等。

Day 12  費爾班／西雅圖
今日安排搭機飛往有常綠之州美譽的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

【西雅圖】連年被評選為全美最適合居住的城市。由於有微

軟和航空大廠波音，造就不少科技人才，也因而成為美國西

北部最重要的商業重鎮，星巴克與西雅圖咖啡的發跡地都在

此。

Day 13  西雅圖→派克市場→華盛頓大學→西雅圖
國際機場

【西雅圖】別名為翡翠之城，中心兩旁古典雅緻的歷史建築，

或高聳時髦的現代化大廈，都十分具有特色。位於西雅圖的

發源地拓荒者廣場可看到先民遺跡，居民日常生活中最喜歡

到派克市場尋寶、觀賞神奇的飛魚秀，現場氣氛熱鬧不已。

此外星巴克誕生之地，第一家門店就在此地，隨後觀賞西雅

圖水利工程的偉大巨獻水閘。爾後前往美國西海岸最古老的

華盛頓大學，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大學之一，建築以哥德式風

格為主，架構出大學城特有的青春氣息。晚餐後前往機場。

Day 14  西雅圖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今日登機返回台灣，航越過國際換日線於次日抵達國門，夜

宿機上。

Day15  桃園國際機場
因時差之故，班機將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古老蒸氣船遊覽伽納河丹奈利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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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悠遠歷史上各方文化交融的歐洲，歷史的印記刻畫在各國各城市裡，或是別具風格的小鎮山

城，抑或是美輪美奐的城堡教堂，藝術、浪漫、悠閒、澎湃，在歐洲的一趟旅程，總能帶給我們

最多采多姿的享受。

歐洲 Europe

鋸齒山 ( 蒙瑟瑞特山 ) │西班牙的

蒙瑟瑞特山，又稱為鋸齒山，顧

名思義這座山脈經過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雕琢出外型奇特的鋸齒

狀，此山也是加泰隆尼亞地區最

重要的宗教聖地，每年吸引許多

人前來朝聖，包括著名的蒙塞拉

特修道院中的黑色聖母像。

米克斯諾島│位於雅典東南的米克諾斯島，就是著名的希臘神

話中宙斯和巨人族聖戰的地點，並以島上白色的房子、卡托米

利風車群和戲水勝地海灘聞名，風景如畫的城鎮，難怪被譽為

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克里特島 - 哈尼亞│希臘克里特島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曾

經被羅馬、威尼斯、土耳其統治過，城市風格多元，哈尼亞則

是島上的第二大城，被譽為克里特島最美的城市，不妨來此享

受一個優閒的午後。

地中海

聖母百花教堂│哥德式建築的大教堂，由羅馬古建築工匠建造

的大圓頂，是史上最大的磚造穹頂，在觀景台上可以細細品味

整個佛羅倫斯建築之美，親身感受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氛圍。

科托爾│科托爾古城是蒙特內哥羅最熱門的景點，在 1979 年被

納入世界遺產，有珍貴的歷史建築，而科托爾峽灣是世界著名

的海灣，英國浪漫詩人拜倫曾讚賞它是陸地與海洋最美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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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托里尼│一輩子一定要去一次，

坐擁號稱全世界最美的夕陽，浪漫

愛情海旁的聖托里尼，是提到希臘

就一定會想到的景點，聖托里尼的

小鎮風情和美景，為蜜月勝地，更

常見於雜誌拍攝美景的首選。

奎爾公園│位於巴塞隆納的奎爾公園，因高第

的建築而聞名，並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園

區內馬賽克磁磚拼貼出繽紛童話色彩，在公園

高處能看到巴塞隆納全景和海灣，而高第故居

Torre Rosa 粉紅塔現開放為博物館。

阿瑪菲海岸線│義大利南部蜿蜒崎嶇的阿瑪

菲海岸，長約 40 公里，在 1997 年被列入世

界遺產，海岸線上的山城如夢似幻，彷彿來

到故事中的世界，更被國家地理雜誌列為一

生必遊的 50 個景點之一。

菲諾│義大利西北部著名的海港小鎮，建築大師的精心傑作，

吸引世界各地人潮。緩步在這愜意的城市，色調鮮明亮麗的房

屋錯落，充滿了個性和小鎮的溫暖風格。

雅典衛城│來到希臘雅典，衛城是必訪的

景點，城內知名的古蹟包括衛城山門、帕

德嫩神殿、酒神劇場，再登上瞭望台，環

視雅典市區的景色，遊歷孕育希臘神話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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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夏宮│位在聖彼得堡的彼得夏宮，金碧輝煌的宮殿有巴洛

克、洛可可及古典主義風格，有俄羅斯凡爾賽宮之美稱，皇宮

前的庭園及噴泉造景也是彼得夏宮最熱門的觀賞地點之一。

塔歐米納│西西里島最美麗的山城塔歐米納，鄰近愛奧尼亞

海，也是電影《碧海藍天》的拍攝地點，城內的藝術氣息始終

吸引各方名流、文人雅士，當然也是觀光勝地，讓觀光客能一

覽精緻的城鎮風光。

維格爾雕刻公園│挪威的這個 30 多公頃

的公園，有四大與生命相關的主題，園內

藝術品是雕刻藝術家「古斯塔夫．維格爾」

畢生心血，維格爾向奧斯陸政府提出使用

這塊地，並捐出作品做為公共藝術展示。

北歐 + 聖彼得堡 

塔林│愛沙尼亞首都塔林，與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隔著波羅的海

相望，復古的老城區，能看見洋蔥頭圓頂的東正教教堂，還有

別具風味的街道巷弄，「洗肺聖地」之稱的塔林，是全世界空

氣品質最優質的國家。

佛萊德瑞克古堡│童話王國丹麥，哥本哈根的佛萊德瑞克古堡，

也就是水晶宮，17~19 世紀，丹麥國王都在此雄偉壯麗的教堂

舉行加冕儀式，除了宮殿本身，一旁的湖水綠樹，為此充滿歷

史故事的古堡更增添了幾分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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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瑪菲 .希臘列島 VS 愛琴海 11天 (羅馬上、雅典下 )

奇緣公主號

Day 01  桃園國際機場／轉機點／羅馬機場（義大利）

今日搭機經轉機點飛往義大利的首都羅馬，班機於明日抵達，

今晚夜宿機上。

Day 02  抵達羅馬機場→羅馬～市區觀光→飯店

 （義大利）

許願池：是羅馬境內最大也最知名的噴泉，這片如舞台般呈

現戲劇效果的雕刻群像噴泉，這裡曾是電影「羅馬假期」的

場景之一！西班牙廣場：站在華麗的巴洛克式台階上往下眺

望繁華卻古老的羅馬，景致美得令人恍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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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凱旋門：羅馬最大的凱旋門，拱門聳立在圓

形競技場旁邊。門的表面有許多美麗的浮雕刻繪。

Day 03  飯店→奇維塔偉基亞港→奇緣公主號

 【遊輪預計 19:00 啟航】

享受悠閒的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輪碼頭，登上公主遊輪船隊

中的豪華遊輪奇緣公主號。在全船所有人都參加救生演習後，

隨即展開這令人興奮的地中海豪華遊輪之旅。

Day 04  拿坡里→搭乘快艇 +++ 卡布里島 +++ 搭乘快
艇→碼頭（義大利）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19:00 啟航】

卡布里島：抵達後，換搭小船前往著名的藍洞參觀。藍洞，

在晴天的氣候下經海水及光譜作用、光線折射產生翡翠藍的

羅馬

薩萊諾

科孚

雅典

義大利

希臘

蒙地內哥羅

克里特島

米克諾斯島比雷埃
夫斯

科托爾

許願池

科托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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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您可以想像您身處藍色的夢幻感覺嗎？上岸後，特

別換乘島上的黃色巴士登上卡布里市。藍洞：參觀藍洞則

要從卡布里換乘中船前往藍洞洞口，最後在風浪許可的前

提下，才能夠改搭 4~6 人的小船，戰戰兢兢地穿越狹窄的

洞口，進入如夢似幻的藍色秘境。溫貝多一世廣場：令您

大開眼界的地方，除了廣場四週名牌精品店林立外，卡布

里獨有的白色無頂敞篷計程車，以及比一般公車小一半的

公車，猶如黃色小積木排排整齊一排，相當有趣。「索拉

羅山」崢嶸一片，海風從山側徐徐吹來，不點杯咖啡或檸

檬酒坐下來呼吸口「卡布里味道」，似乎是對不起自己千

里迢迢前來。特別安排：拿坡里到卡布里島 Ferry、藍洞、

下山纜車特別說明：因受天候及漲潮或風浪影響，進入藍

洞的機率約 3-4 成，若遇風浪過大，船無法出海或藍洞關

閉，由於套票是無法退費的，萬一真的無法進入藍洞，也

請您不用失望。將改搭纜椅登上山項，眺望卡布里島四周

及地中海綺麗的海景；若仍遇纜椅關閉，則由專業導遊視

情況調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卡布里島若因天候因素無

法登島，亦安排拿波里市區觀光及卡塞達皇宮。

Day 05  海上巡航

全日航行於海上，遊輪上歡樂氣氛總是讓人情不自禁地參

與各項豐富活動。從早上起，可以參觀遊輪主廚示範；大

廚房參觀；限時促銷活動；池畔團康娛樂節目、電影或表演；

品酒會……入夜了，可參加豪華遊輪為貴賓們精心舉辦的

盛大歌舞宴會，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

時光，您將永遠不會忘記這段精采航程。

Day 06  科托爾～科托爾峽灣（蒙地內哥羅）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17:00 啟航】

蒙特內哥羅共和國，在義大利語和當地語言都是「黑山」

之義。布達瓦：是亞德里亞海沿岸數一數二的古老海港城

市。對蒙地內哥羅來說，布達瓦是這個國家的搖錢樹，陽

光、沙灘、海水，造就了這座旅遊大都會。科托爾：依山

傍水，高大的護城牆環抱小城，從河邊碧綠見底的斯庫達

河沿山而上直到山頂城堡，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舊城區

泛黃的大理石牆上頂著赭紅的屋頂，錯雜地拼鑲成一種紅

色風情。入內參觀：聖特里普納教堂：高大壯觀的教堂立

面雙塔，雄視全城，已成為科托爾的地標。

Day 07  科孚（希臘）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16:00 啟航】

科孚老城區：種滿橄欖樹有綠寶石島之稱，東岸的科孚古

城保留著中世紀威尼斯人建造的雙尖塔城堡；聯合國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的老城區充滿義大利式風格。門票景點：阿

基里斯宮：宮殿內到處是阿基里斯的雕像以及畫作，並擁

有許多濕壁畫；花園中因為不同時代種植下的椰子樹和棕

櫚樹和雄偉的英勇雕像形成相當有趣的畫面。

Day 08  哈尼亞（克里特島 . 希臘）

 【遊輪預計 12:00 抵達 ; 22:00 啟航】

有「克里特島最美麗城市」之稱的哈尼亞，哈尼亞最有魅

力的地方，就是在威尼斯港口 (Venetian Port) 一帶留下來

的威尼斯式建築圍著半圓形的威尼斯港，這些被保存下來

多老式建築多半已改建成餐廳、民宿。特殊安排：哈尼亞

市區馬車巡禮，下車參觀：中央市場。

Day 09  米克諾斯島（希臘）

 【遊輪預計 08:00 抵達 ; 21:00 啟航】

米克諾斯島：一直是最受歡迎的希臘小島之一，獨特的盒

子型房屋，外牆都塗成白色，門窗則是鮮艷的藍、綠、紅

或橙等燦爛繽紛的色調，是全世界人們對愛琴海的印象。

小威尼斯，世界知名的基克拉澤式風車區是「到此一遊」

的重要景點。下車參觀：基克拉澤式風車、小威尼斯區、

老城區。

Day 10  比雷埃夫斯港（希臘）【遊輪預計 04:00
抵達】→雅典～市區觀光→雅典機場／轉

機點

門票景點：衛城：1987 年登錄為 UNESCO 世界珍貴文化

遺產的衛城（阿克波里斯神殿遺址），是希臘藝術建築的

代表作品。帕德嫩神廟是阿克波里斯神殿遺址中最大的一

座，以奉祀雅典守護神雅典娜而聞名。憲法廣場：此處是

雅典最重要的地標，在這裡您也可以欣賞到穿著傳統服裝

的衛兵交接儀式。普拉卡徒步區：是最熱鬧的購物區，曲

折狹窄的街道上各式各樣的商店林立，還有幾座拜占庭式

的希望東正教小教堂點綴其中。下車參觀：奧林匹亞運動

場。

Day 11   轉機點／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難忘的地中海遊輪之

旅。

希臘 - 阿基里斯宮 希臘 - 雅典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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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西地中海巡航 11天（巴塞隆納上、羅馬下）

奇緣公主號

Day 01  桃園國際機場／轉機點／巴塞隆納
機場（西班牙）

今日搭機經轉機點飛往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

納，班機於明日抵達，今晚夜宿機上。

Day 02  抵達巴塞隆納機場→巴塞隆納～市
區觀光→飯店

班機於今日抵達，辦理出關後，前往市區觀光。

門票景點：奎爾公園：可說是高第最為個性化的

鉅作，完整呈現高第的幻想世界，更有高第無處

不在的創意。格拉西亞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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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婁之家（外觀）：這座美麗的建築

是由高第之手，以喬治亞屠龍的故事為主題，從

裡到外大變身。外觀使用了許多大膽鮮豔不同層

次的藍色磁磚，充滿驚喜又協調的奔放美。蘭布

拉大道：曾被 Discovery 頻道選為全世界十三條世

界名街之一，也是巴塞隆納最熱鬧的街道！ 

下車參觀：米拉之家 ( 外觀 )。

羅馬

馬賽
熱那亞
利佛諾

巴塞隆納

直布羅陀

義大利

西班牙

法國

西班牙 - 聖家堂

西班牙 - 直布羅陀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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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3  飯店→鋸齒山→聖家堂→奇緣公主號

【遊輪預計 22:00 啟航】

鋸齒山：加泰隆尼亞最具威望的修道院－聖母修道院，位

於一座蒙瑟瑞特山上，與其說它是山，其實更像是一塊

巨石。這座猶如許多根指頭黏在一起的怪山。門票景點：

聖家堂：原意是贖罪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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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專車前往遊輪碼頭，辦理

登船手續後，即登上公主遊輪船隊中的豪華遊輪奇緣公主

號。在全船所有人都參加救生演習後，隨即展開這令人興

奮的地中海豪華遊輪之旅。

Day 04  海上巡航

今天早上沒有 morning call，您可參閱『公主日報』，選

擇喜歡的活動參加或盡情享受精緻美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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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05  直布羅陀（英屬直布羅陀）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17:00 啟航】

門票景點：直布羅陀巨岩：被稱為「海格力斯之柱」，巨

巖頂部的大部分屬於一個自然保護區，作為現存 250 隻直

布羅陀獼猴的生境。歐羅巴角：位於直布羅陀最南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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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聖母教堂：是一座天主教堂，擁有一座高聳

的方形塔樓。皇家直布羅陀郵局：是目前世界上英國海外

領地中唯一帶有此頭銜的郵局。

Day 06  海上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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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先仔細參閱『公主日報』，

自由選擇喜歡的活動一起同樂或盡情享受精緻美饌、下午

茶或前往酒吧喝杯精緻飲品；聽聽音樂演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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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電影院、或各大

小夜總會舞池，享受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您不虛

此行。

Day 07  馬賽港→艾克斯 . 普羅旺斯→碼頭（法國）
【遊輪預計 08:00 抵達 ; 17:00 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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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馬賽人的精神支柱，守護著馬賽港，從這裏可以

俯瞰整個市容，是個視野極佳的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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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米拉波林蔭大道漫

步，找到塞尚常造訪的「兩個男孩咖啡館」，體驗法式浪

漫風情。馬賽舊港：舊港北側為舊河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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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08  熱那亞→菲諾港→熱內亞市區觀光→碼頭
（義大利）【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21:00
啟航】

菲諾港：被認為是地中海最美麗的港口之一，每年吸引大

量世界各地的遊客遊覽參觀。熱內亞市區觀光：穿行在這

個古老的城市裡，讓人難以忽略熱內亞輝煌的過去：現代

化、功能化和古老的建築和諧融合，這就是義大利之美。

下車參觀：聖羅倫佐教堂外觀。

Day 09  利佛諾→佛羅倫斯→碼頭（義大利）【遊
輪預計 07:00 抵達 ; 19:00 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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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建築師布魯內雷斯基所立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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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橋：橫跨亞諾河上的維奇歐橋，橋上直到目前為止

仍有商店存在。被認為是義大利現存最古老的石造封閉拱

肩圓弧拱橋。下車參觀：天堂之門。  

Day 10  奇維塔偉基亞（義大利）【遊輪預計 05:00
抵達】→ Castel Romano Outlet 奧特萊斯購物

中心→羅馬機場／轉機點

Castel Romano Outlet 奧特萊斯購物中心：擁有超過 180

家折扣店外，商品類別也很廣泛，舉凡服裝飾品生活用品

休閒器材樣樣都有。

Day 11  轉機點／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難忘的地中海遊輪之

旅。

義大利 - 菲諾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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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列島、藍洞 vs愛琴海 11天（雅典上、巴塞隆納下）

Day 01  桃園國際機場／轉機點／雅典機場

 （希臘）

今日搭機經轉機點飛往希臘首都雅典，班機於明日

抵達，今晚夜宿機上。

Day 02  抵達雅典機場→雅典～市區觀光→
飯店

普拉卡徒步區：是最熱鬧的購物區，位於憲法廣

場、衛城之間，曲折狹窄的街道上各式各樣的商店

林立，還有幾座拜占庭式的希望東正教小教堂點綴

其中。

Day 03  雅典～市區觀光→奇緣公主號

【遊輪預計 19:00 啟航】

門票景點：衛城：1987 年登錄為 UNESCO 世界珍

貴文化遺產的衛城（阿克波里斯神殿遺址），是希

臘藝術建築的代表作品。帕德嫩神廟是阿克波里斯

神殿遺址中最大的一座，以奉祀雅典守護神雅典娜

而聞名。奧林匹克競技場：以 1896 年舉行的第一

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而聞名的競技場。爾後，專

車前往遊輪碼頭，辦理登船手續後，即登上公主遊

輪船隊中之豪華遊輪奇緣公主號。在全船所有人都

參加救生演習後，隨即展開這令人興奮的愛琴海遊

輪之旅。

拿坡里
巴塞隆納 義大利

希臘

西班牙 科托爾

雅典

聖托里尼

墨西拿

卡布里島

希臘 - 聖托里尼島

奇緣公主號



31

Day 04  聖托里尼（希臘）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19:00 啟航】

費拉：是聖托里尼島上的首邑，當地人形容費拉成群白色

的房舍，宛如盛開的水仙花般美麗。酒莊之旅：聖托里尼

是希臘著名的葡萄酒產區。從遠處望去，一叢叢綠色的葡

萄葉，成為此地特殊的景觀。伊亞：伊亞是個悠閒的小鎮，

一幢幢穿鑿岩壁而成的岩洞小屋，依著山勢層疊分布，沿

著曲折蜿蜒的階梯散步其間，最能感受伊亞小鎮的獨特風

情。特別安排：舊港纜車

Day 05  海上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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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先仔細參閱『公主日報』，

自由選擇喜歡的活動一起同樂或盡情享受精緻美饌、下午

茶或前往酒吧喝杯精緻飲品；聽聽音樂演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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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電影院、或各大

小夜總會舞池，享受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您不虛

此行。

Day 06  科托爾（蒙地內哥羅）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15:00 啟航】

科托爾：依山傍水，高大的護城牆環抱小城，曾經於 1979

年地震受損的中世紀小城，因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在聯

合國支助下逐漸恢復往昔風采。帶您登上這座小長城式的

城牆，一覽這個壯闊峽灣城鎮。門票景點：聖特里普納教

堂：建於 11 世紀高大壯觀的教堂立面雙塔，雄視全城，

已成為科托爾的地標。主廣場、聖尼古拉斯東正教堂及格

古琳納宮等古建築，呈現出羅馬、拜占庭式、哥德式、文

藝復興等不同的建築風格，證明了科托爾過去的輝煌歷

史。

Day 07  墨西拿→塔歐米納→碼頭（西西里島 . 義
大利）【遊輪預計 12:00 抵達 ; 20:00 啟航】

門票景點：古希臘圓形露天劇場：迄今保存相當完整的希

臘古建築，以絕美的大海與天空為背景，艾特那火山為襯

托，依山面海的地形成為最佳瞭望台及拍照取景處，至今

每年夏天仍有許多戲劇、舞臺或音樂會在此舉辦。翁貝托

大道：為塔歐米納最主要市區街道，大道上充斥著精品店、

餐廳與咖啡廳，走在南義風情的街道上，的確讓人心情雀

躍了起來。四月九日廣場：在翁貝托大道的正中間，就是

塔歐米納的中心點，是一個絕佳的觀景台！歐洲最高的埃

特納火山就靜靜聳立在你面前。

Day 08  拿坡里→搭乘快艇→卡布里島→搭乘快艇
→碼頭（義大利）【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19:00 啟航】

卡布里島：抵達後，換搭小船前往著名的藍洞參觀。藍洞，

在晴天的氣候下經海水及光譜作用、光線折射產生翡翠藍

的色彩；您可以想像您身處藍色的夢幻感覺嗎？上岸後，

特別換乘島上的黃色巴士登上卡布里市。藍洞：參觀藍洞

則要從卡布里換乘中船前往藍洞洞口，最後在風浪許可的

前提下，才能夠改搭 4~6 人的小船，戰戰兢兢地穿越狹窄

的洞口，進入如夢似幻的藍色秘境。溫貝多一世廣場：令

您大開眼界的地方，除了廣場四週名牌精品店林立外，卡

布里獨有的白色無頂敞篷計程車，以及比一般公車小一半

的公車，猶如黃色小積木排排整齊一排，相當有趣。「索

拉羅山」崢嶸一片，海風從山側徐徐吹來，不點杯咖啡或

檸檬酒坐下來呼吸口「卡布里味道」，似乎是對不起自己

千里迢迢前來。特別安排：拿坡里到卡布里島 Ferry、藍洞、

下山纜車特別說明：因受天候及漲潮或風浪影響，進入藍

洞的機率約 3-4 成，若遇風浪過大，船無法出海或藍洞關

閉，由於套票是無法退費的，萬一真的無法進入藍洞，也

請您不用失望。將改搭纜椅登上山項，眺望卡布里島四周

及地中海綺麗的海景；若仍遇纜椅關閉，則由專業導遊視

情況調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卡布里島若因天候因素無

法登島，亦安排拿波里市區觀光及卡塞達皇宮。

Day 09  海上巡航

全日航行於海上，遊輪上歡樂氣氛總是讓人情不自禁地參

與各項豐富活動。從早上起，可以參觀遊輪主廚示範；大

廚房參觀；限時促銷活動；池畔團康娛樂節目、電影或表演；

品酒會……或是邀好友悠閒地喝下午茶。在飽覽絢麗風光

之餘，還可以讓身、心、靈全部徹底放鬆。入夜了，可參

加豪華遊輪為貴賓們精心舉辦的盛大歌舞宴會，盡情享受

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時光，您將永遠不會忘記

這段精采航程。

Day 10  巴塞隆納 ( 西班牙 )【遊輪預計 05:00 抵達】
→市區觀光→巴塞隆納機場／轉機點

格拉西亞大道：和蘭布拉大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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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婁之家（外

觀）：這座美麗的建築是由高第之手，以喬治亞屠龍的故

事為主題，從裡到外大變身。外觀使用了許多大膽鮮豔不

同層次的藍色磁磚，充滿驚喜又協調的奔放美。以及參觀

米拉之家（外觀）。

Day11  轉機點／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難忘的愛琴海遊輪之

旅。

塔歐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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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波羅的海 vs 聖彼德堡 15天

星空公主號

Day 01  桃園國際機場／轉機點

今日搭機飛往有童話王國之稱的丹麥哥本哈根，一趟浪漫

熱情的饗宴也隨之開始，夜宿於機上。

Day 02   轉機點／哥本哈根（丹麥）→佛萊德瑞克
斯古堡→斯托耶行人徒步購物街→飯店

門票景點：佛萊德瑞克斯古堡：又叫水晶宮。是丹麥最具

代表性的城堡。斯托耶行人徒步購物街：是哥本哈根最重

要的購物街，整條徒步街商店櫛比鱗次。以及參觀克倫坡

堡（外觀）。

Day 03  飯店→新港遊船→星空公主號

【遊輪預計 18:00 啟航】（丹麥）

特別安排：新港運河遊船：漆著鵝黃、淺藍、磚紅色的 17

世紀磚屋，和停靠港邊的高桅木船，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

明信片風景。爾後專車前往遊輪碼頭，隨即登上公主遊輪

船隊中之大型豪華遊輪星空公主號，接著全船所有人都參

加救生演習後，隨即展開北歐波羅的海、俄羅斯豪華遊輪

之旅。 

Day 04  奧斯陸【遊輪預計 10:00 抵達 ; 23:00 啟航】

 （挪威）

門票景點：維京船博物館：可說是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完整

的維京文物。Osbereg 是其中最大的一艘。皇宮（外觀）：

位於市區內最主要的街道─卡爾約翰斯大道的起點。外觀

是以新古典主義的風格建成。門票景點：維格蘭雕刻公園：

為維格蘭的畢生心血，以人生為主軸，精湛的刻工雕劃出

人生百態，值得您細細品味。卡爾約翰大道：卡爾約翰

斯大道是奧斯陸最主要的商業大道。以及參觀市政廳（外

觀）、荷曼科倫滑雪跳台（外觀）。

Day 05  海上巡航

今天早上沒有 morning call，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早餐時

光。建議您可參閱『公主日報』，自由選擇喜歡的活動或

奧斯陸
斯德哥爾摩

赫爾辛基
聖彼得堡

塔林

哥本哈根

瓦那慕
呂貝克

挪威

瑞典

芬蘭

俄羅斯

丹麥

德國

愛沙尼亞

隱士盧博物館（亦稱冬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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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享受精緻美饌。亦可前往甲板上的原木跑道競走、散

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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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別忘了前往劇院欣賞精彩

的歌舞表演，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Day 06  瓦那慕→呂貝克～市區觀光→瓦那幕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21:00 啟航】（德國）

霍爾斯滕門：遠處看去就像童話城市的入口：兩個高聳的

圓柱形頂端相互傾斜交叉，黑灰色的大煙囪口頗具中世紀

風格。入內參觀：海員協會飯店：為歐洲最古老的飯店，

內部具有航海氛圍的裝飾精美獨特。呂貝克市政廳：13 至

15 世紀期間建成的市政廳被形容為“石頭建成的神話”，

具有獨特的建築風格。聖瑪麗亞教堂：是德國第三大教堂，

兩個 125 米高的姊妹尖頂直指蒼穹，被作為哥特式磚構大

教堂的典型。

Day 07  波羅的海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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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先仔細參閱『公主日報』，

自由選擇喜歡的活動一起同樂或盡情享受精緻美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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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各項舞蹈課程。入夜，

別忘了前往公主劇院欣賞精彩的歌舞表演、星空電影院、

或各大小夜總會舞池，享受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

您不虛此行。

Day 08  塔林→老城觀光【遊輪預計 08:00 抵達 ; 
17:00 啟航】（愛沙尼亞）

入內參觀：塔林市政廳：是一座哥德式建築，塔林市的象

徵。窺視廚房塔（外觀）：是位於愛沙尼亞塔林的一座砲

塔。因士兵可以在塔內窺視附近住家的廚房，因此得名。

入內參觀：塔林市政廳藥房：是塔林目前營業的藥房中最

古老的，有超過 584 年的歷史。以及參觀塔林舊城區、亞

歷山大 • 涅夫斯基大教堂（外觀）。

Day 09  聖彼得堡【遊輪預計 06:30 抵達；今晚遊
輪停泊於此】（俄羅斯）

門票景點：彼得夏宮 + 花園：以噴泉聞名，最華麗的是夏

宮大殿，門口的噴泉瀑布景緻十分壯觀，宮外的園景、宮

內的宮廷收藏及飾物均值得觀賞。涅瓦大街：是聖彼德堡

最熱鬧最繁華的街道。

Day 10  聖彼得堡【遊輪預計 18:00 啟航】（俄羅斯）

門票景點：隱士盧博物館（亦稱冬宮）：館內收藏世界各

地著名的珍藏藝術品、名畫，是聖彼得堡的標誌性建築。

門票景點：聖以薩大教堂：廣場上的主體其黃金圓頂從芬

蘭灣就能看到。教堂廣場前則是聖彼得堡知名的尼古拉一

世騎士像。門票景點：救世主滴血大教堂：是為了紀念亞

歷山大二世而建。此教堂是世界上建築物內外馬賽克鑲嵌

畫面積最大的建築。被譽為十九世紀俄羅斯建築的典範。

Day 11  赫爾辛基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16:00 啟航】（芬蘭）

岩石大教堂：從外觀看，岩石大教堂就像個停在大石裡的

飛碟，高大的銅製圓形屋頂，由許多鋼樑撐起，圓頂與石

牆接連的處還開有 180 處天窗。西貝流士公園：為紀念芬

蘭最著名的音樂家西貝流士，特別設置了這個公園與紀念

碑。議會廣場和大教堂（外觀）：議會廣場可說是舊市區

的中心，也是芬蘭開國的代表。以及參觀烏斯本斯基大教

堂（外觀）。

Day 12  尼奈斯港→斯德哥爾摩→市區觀光【遊輪
預計 07:00 抵達 ; 19:00 啟航】（瑞典）

門票景點：瓦薩戰鑑博物館：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在位

時下令建造的，這艘雕飾華麗、威風凜凜的木造戰艦，船

首部分的雕刻還都鍍上金片。門票景點：市政廳：位於峽

灣畔，高塔上頂著瑞典三皇冠標誌的美麗建築。

Day 13  波羅的海航行

全日航行於波羅的海，遊輪上歡樂氣氛總是讓人情不自襟

地參與各項豐富活動。從早上起，可以參觀遊輪主廚示範；

大廚房參觀；限時傾銷活動；池畔團康、電影或表演；品

酒會……在飽覽絢麗風光之餘，還可以讓身、心、靈全部

徹底放鬆。入夜了，可參加豪華遊輪為貴賓們精心舉辦的

盛大歡送宴會，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

時光，您將永遠不會忘記這段精采航程。

Day 14  哥本哈根（丹麥）【遊輪預計 05:00 抵達】
→市區觀光／轉機點

Kastellet 濱海公園：公園裡有座保留最完整的軍事防禦城

堡，河岸上方還留有加農砲。公園裡最著名的就是小美

人魚像。「小美人魚」出自安徒生童話，為愛犧牲自己的

淒美故事感動了全球讀者。同時也是哥本哈根觀光局的標

誌。

Day 15  轉機點／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難忘的北歐波羅的海

vs 俄羅斯十五天之旅。

丹麥新港

Over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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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日本，山光水色間透露著傳統的質樸優雅，人文采風彷彿細細低吟著歲月靜好。金色浮光的

琉璃國度，轉動著現代時尚的瑰麗繽紛。這一波波無止境的魅力，讓人無法抵擋，一再造訪老少

咸宜的日本。

日本 Japan

五稜郭│日本政府指定之日本特殊歷史遺跡，星狀

碉堡的護城河岸種植上千棵櫻花，是春季不容錯過

的賞櫻地點，12 月至 2 月底的冬夜點燈更可見到

傳說中的「五陵星之夢」，1.8 公里河岸燈光下襯

托的白星，十分夢幻。

函館山│函館山位於北海道函館市市區西部，標高 334 米。因為

外觀像是一頭仰臥的牛，又稱之為臥牛山。自山上眺望，日景怡

人，夜景動人，更曾獲世界三大夜景之美名，現今仍然是北海道

函館必訪之日本三大夜景。

丹頂鶴自然公園│丹頂鶴是日本國鳥，是幸福與長壽的象

徵，也被稱為仙鶴，全日本剩下約一千隻左右，為保育丹頂

鶴，政府設立此丹頂鶴保護區，維護良好的自然生態外，也

讓遊客與大自然近距離親身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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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樽運河倉庫群│北海道小樽市的代表景點，以美麗的運河倉

庫群和美食壽司聞名，舊日的紅磚倉庫、銀行沿岸櫛比鱗次，

現今則是向旅客展示復古風情的餐廳、商店或博物館，夜中萬

家燈火亮起，在此感受小樽的美麗迷人。

橫濱 - 三溪園│三溪園原為三溪家的私人庭園，在 1906 年對外

開放，在廣大的庭園內，有 17 棟自日本各地移築的日本重要文

化財產歷史建築，更有自然風情美景一覽無遺，一年四季、一

天日夜相互更迭，是值得造訪的日式庭園美景。

南薩哈林克斯│俄羅斯管轄的「庫頁島」，俄語稱薩哈林島，

日語稱樺太島。而「南薩哈林克斯」是庫頁島的首府，最大

的居住城市，亦位處日本北海道的北方，有著濃厚舊蘇聯風

情的棋盤式街道，文化、美食、美景、集於一身。

函館金森紅磚倉庫│金森紅磚倉庫的懷舊氣息來自海運時期

的貿易倉庫，今日化身為綜合商業休閒場所，從早到晚都好

吃、好玩、又好逛，不僅是許多函館人活動舉行的地點選擇

之一，更成為旅客最愛的觀光勝地。

阿寒湖│阿寒湖是一破火山口湖，位於阿寒國立公

園內。以世界獨有的綠球藻而聞名。南岸阿寒湖溫

泉街，是觀光客及釣客必去的景點，而東岸則有山

岳的雄偉壯觀，四季遞嬗，美景盡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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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境庫頁島 vs 北海道 10天

鑽石公主號

Day 01  桃園國際機場／東京成田機場→前往飯店

今日搭機飛往日本東京成田。抵達後，在領隊的帶領下順

序出關，隨即專車前往飯店休息。

Day 02  飯店→橫濱三溪園→大棧橋碼頭→鑽石公
主號【遊輪預計 17:00 啟航】

門票景點：三溪園：是一座純日本式的大型庭園。園內的

臨春閣、舊燈明寺的三重塔等被定為國家重要文化遺產。

四季都有不同表情的庭園。爾後，前往碼頭，登上公主遊

輪的鑽石公主號，當全船所有人都參加救生演習後，展開

豪華遊輪之旅。

Day 03  海上巡航

今天早上沒有 morning call，您可參閱『公主日報』，選

擇喜歡的活動參加或盡情享受精緻美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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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04  釧路港→阿寒湖→阿寒湖遊船、綠球藻展
示中心→愛努村→丹頂鶴自然公園→釧路
港（日本北海道）【遊輪預計 07:00 抵達 ; 
17:00 啟航】

特別安排：阿寒湖：位於北海道東部，為阿寒國立公園的

一部分，擁有由火山、森林與湖泊組成的雄偉景觀。以盛

產毬藻和鱒魚聞名。門票景點：綠球藻展示中心。愛努村

( 聚落 )：北海道最大的愛奴族部落。極具特色，都是以該

族特有的圖騰、動物雕刻作為裝飾。門票景點：丹頂鶴自

然公園：愛奴人稱「濕原之神」的丹頂鶴，被日本列為國

寶級的鳥類，是釧路市特地為了繁殖以及保護瀕臨絕種的

丹頂鶴而特地建設的自然公園。

小樽

函館

釧路

南薩哈林克斯

日本北海道

俄羅斯庫頁島

橫濱

阿寒湖

日系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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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5  海上巡航

全日航行於海上，遊輪上歡樂氣氛總是讓人情不自禁地參

與各項豐富活動。可以參觀遊輪主廚示範；大廚房參觀；

限時促銷活動；池畔團康娛樂節目、電影或表演；品酒

會……在飽覽絢麗風光之餘，還可以讓身、心、靈全部徹

底放鬆。入夜了，可參加豪華遊輪為貴賓們精心舉辦的盛

大歌舞宴會，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時

光，您將永遠不會忘記這段精采航程。

Day 06  科爾薩克夫→南薩哈林克斯→科爾薩克
夫（俄羅斯庫頁島）【遊輪 06:00 抵達 ; 
18:00 啟航】

南薩哈林克斯：是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薩哈林州的首府，

位於庫頁島南部，是全島最大城市。南薩哈林斯克地下蘊

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各發達國家先後在這裡投資。

Day 07  小樽港→札幌市區觀光（貍小路、舊北海
道廳外觀、札幌時計台外觀）→小樽運河
倉庫群→小樽港（日本北海道）【遊輪

08:00 抵達 ; 18:00 啟航】

貍小路：現今為北海道最大的商店街，從一丁目一直延伸

到七丁目，可以在此購買北海道土產。小樽運河倉庫群：

運河周邊保留了當時的舊石造倉庫群，成為小樽的傳統代

表形象，並成為遊客必定造訪賞景的地點。

Day 08  函館港→五稜郭、女子修道院、金森紅磚
倉庫、函館山瞭望台→函館港（日本北海

道）【遊輪預計 08:00 抵達 ; 23:00 啟航】

門票景點：五稜郭：是造型非常獨特的星狀碉堡，五稜郭

除了有五稜郭展望台高塔讓人一探星狀碉堡的秘密之外，

春天來臨、櫻花盛開時的五稜郭更是日本全國都知曉的賞

花名所。女子修道院：充滿了歐洲中世紀的羅馬風格及哥

德風格摻雜的紅磚建築群、聖像及資料館等，值得一看。

金森紅磚倉庫：是當時於函館成立的營業倉庫群改建而成

的綜合休閒設施。所有的金森紅磚倉庫面向美麗的港灣整

齊排列，是函館的代表風景之一。門票景點：函館山屬於

火山地形。由這裡瞭望，可觀賞如被函館灣及津輕海峽夾

住「鯨魚尾巴」的獨特地形。

Day 09  海上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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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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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先仔細參閱『每

日中文活動表』，自由選擇喜歡的活動一起同樂或盡情享

受精緻美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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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各

項舞蹈課程。入夜，別忘了前往公主劇院欣賞精彩的歌舞

表演院、或各大小夜總會舞池，享受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

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Day 10  橫濱港【遊輪預計06:30抵達】（日本關東）
→山下公園、紅磚艙庫→成田機場／桃園

國際機場

遊輪於今天返回到橫濱港，辦理離船手續後，前往～山下

公園：公園可將橫濱港的景色一覽無遺，公園內有許多的

雕塑和紀念碑，此外，公園中還有高一百零六公尺的燈塔，

是世界上最高的十角形燈塔。紅磚艙庫：是橫濱港的一處

歷史建築物，與附近的廣場和公園整合，成為紅磚倉庫公

園，是橫濱港未來 21 地區具有代表性的觀光、遊憩景點

之一。

金森紅磚倉庫

丹頂鶴自然公園

橫濱三溪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