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排水量 77,441 噸 重新裝潢年份 2018 年 06 月

船身長度 261 公尺 船身寬度 32.3 公尺

船員人數 924 人 載客數量 2,000 人

甲板樓層 18 層 航速 21 海哩

太陽公主號│小檔案

《帥哥廚師到公主遊輪》全球知名星

廚柯提斯史東獨家打造特色概念餐廳

【SHARE】。

由睡眠博士邁克爾•布魯

斯（Michael Breus）打造

的公主遊輪獨家奢享床墊，其中奢華棉

麻織物床組則由加拿大設計師坎迪絲•

奧爾森（Candice Olson）為『公主優質

睡眠計劃』設計。

三大 . 獨家特色

標準套房艙（15 至 19.5 坪）
內裝豪華舒適，備設有柔軟沙發床的獨立起居空間，及多種高

端設施。除此之外，還擁有約 2.7-7 坪的私人海景陽台，並尊

享一系列專屬禮遇所帶來的奢華享受。

迷你套房艙（10.4 坪）
不僅寬敞舒適，額外設有柔軟沙發床的獨立起居空間，令休憩

住宿擁有更多舒心選擇。

陽台艙（5 坪）
艙房內外兼修，裝修精美，內部設施一

應俱全，更獨享奢華私人陽台。

內艙（3.8 至 4.1 坪）
精心配備各類精美設施，為您帶來舒適

實惠的住宿享受。

海景外艙 (4.1 至 4.3 坪）
寬闊明亮的景觀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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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客艙

細緻優雅的太陽公主號

太陽公主號的細緻與享受，是公主遊輪船隊中展

現皇室高雅與尊爵氣息最為濃厚的船隻。不僅設

建各式奢享設施，同時精心準備各國異料理，只

為滿足來自各地賓客味蕾，甚至為了亞洲航線，

推出東方特色佳餚－日式美食與壽司，讓賓客盡

享貴族般的遊輪新體驗！

與知名頻道 Discovery 合作推

出的 Discovery 探索營，提供

孩童不同的分齡主題空間，

包括 3-12 歲兒童專屬的育樂

中心以及 13-17 歲青少年專屬的海灘小

屋，讓孩子們可以一同玩樂一同學習，

探索不同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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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廚特色美饌

必吃不可 SHARE*

公主遊輪與知名主廚 柯提斯史東（Curtis Stone），挾帶著 TLC 旅遊生活頻道熱門節目「帥哥廚師到我家」超高人氣，展開獨家合

作，為公主遊輪賓客打造海上佳餚。

柯提斯史東親自設計的全新特色概念

餐廳，以「相信美食如同旅行，能夠

將人們團聚在一起，」，致力創造出

令人難忘的回憶，而為每位賓客獻上

新鮮且極具創新的烹飪料理。

● 主餐廳：馬奎斯餐廳 ／里鎮西餐廳

 五道正式餐宴，為賓客完整獻上每道精緻佳餚。

● 地平線自助餐廳

 從早到晚提供各國美饌，及細膩甜點。

● 國際點心吧

 24 小時免費提供小食，如：三明治、輕食、沙拉與甜點等；咖啡飲品則需額外付費。

● 特色餐廳－史德林牛排餐廳 *

 少許訂位費即可品味上乘五穀飼養的熟成牛排和各色新鮮海味美饌。

● 特色餐廳－海壽司餐廳 *

 由專業壽司師傅製作單點壽司、烏龍麵和刺身，及多種清酒可供選擇。

● 龍蝦燒烤吧 *

 鮮嫩多汁的龍蝦，無論是豪華正餐，還是池畔小吃，都可隨心享用。

＊需額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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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露天電影院（Movies Under the Stars® )

由公主遊輪首創且最引以為傲的特色設施「星空露天電影院」，採用

LED 巨型螢幕與杜比環繞音響，全天候播放著首輪熱門電影、演唱會、

體育賽事…等精彩節目，在滿天星斗陪伴下，經歷難忘的觀影享受。

公主劇院 (Princess Theater)

被譽為七大洋上最強的表演廳，整間劇院沒有任何樑柱會阻礙視線，

由公主遊輪娛樂部原創打造，與世界級頂尖團隊攜手設計節目，及國

際級表演者擔綱演出，提供每位賓客絕佳的視聽覺體驗。

聖殿成人休憩區 (The Sanctuary) ( 需額外收費 )

公主遊輪獨創「聖殿成人休憩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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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嘗試蓮花水療，由船上金牌美容師提供頂級

SPA 服務，享受從頭到腳的滋潤呵護。

蓮花水療 (Lotus Spa) ( 需額外收費 )

完整全套服務的海上芳療，榮獲《旅遊週刊》麥哲倫金

獎。您可以在這裡度過一小時或是一整天的美妙時光，

各種不同特殊療程，包括針灸、減脂、精油按摩、熱石

療法、雙人按摩等，並讓做 Spa 成為最極致的享受，體

驗從頭到腳的滋潤呵護。

公主獨家 - 氣泡酒瀑布 船長歡迎晚宴

(Captain's Sparkling Wine Waterfall Party)

由約 750 多個酒杯組成的 14 層香檳塔，在航程中的夜

晚舉行的歡迎派對，專為所有賓客準備，人人盛裝打

扮，體驗難得的正裝之夜，不論大人小孩可以親自倒香

檳，感受奢華時刻。

經典設施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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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 . 石垣島
Okinawa . Ishigaki 

沖繩.石垣島自主遊４天

1  基隆－太陽公主號【遊輪 16:00 啟航】
今日公主遊輪船隊中 7 萬 7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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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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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午：登船後可享用下午茶簡餐│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2  那霸 . 日本沖繩 (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

理 )【遊輪 12:30 抵達、22: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琉球群島中最大島沖繩島的首府【那霸市】。

以下為岸上加價購之行程內容：【首里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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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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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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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霸

市中心最繁華的地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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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岸

上加價購之行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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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遊輪│午：豪華遊輪│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3  石垣島 (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 

【遊輪 12:00 抵達、20:00 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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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八重諸島的主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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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以事先購買由公主遊輪安排的岸上觀光

行程。

早：豪華遊輪│午：豪華遊輪│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4  基隆【遊輪 07:00 抵達】
今日，太陽公主號返抵基隆，結束四天三夜愉快的遊輪海上

假期，返回甜蜜家園。

早：豪華遊輪

基隆

沖繩

石垣島

1.【所有岸上加價購之行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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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3. 7/29、8/12 航次，行程調整如下 : ﹝沖繩抵達時間改為 11:30 ﹞

首里城

出發日期：07/15 ～ 09/23 每周日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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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奄美大島.宮古島自主遊5天

1  基隆－太陽公主號【遊輪 16:00 啟航】
今日公主遊輪船隊中 7 萬 7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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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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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午：登船後可享用下午茶簡餐│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2  那霸 . 日本沖繩 (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

理 )【遊輪 12:30 抵達、21: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琉球群島中最大島沖繩島的首府【那霸市】。

以下為岸上加價購之行程內容：【首里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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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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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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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霸

市中心最繁華的地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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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岸

上加價購之行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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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遊輪│午：豪華遊輪│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3  奄美大島 (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 

【遊輪 08:00 抵達、16:00 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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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前往奄美大島各大景點。以下為岸上加價購之行程內容：

【AYAMARU 岬觀光公園】奄美十景之一，也是新鹿兒島百

景之一。突出於太平洋的位置，就像是山綾 (AYA) 編織出的

球狀 (MARU) 一樣而得名。【奄美公園】是介紹奄美群島的自

然、文化、歷史的綜合性設施。設施內的美術館展示了深深

喜愛奄美大自然的天才畫家、田中一村的許多傑作，設施內

還有再現了奄美特色植被的庭園，深受人們好評。園區附設

的餐廳，可以品嘗奄美的鄉土料理－雞飯。( 此岸上加價購之

行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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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遊輪│午：豪華遊輪│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4  宮古島 (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 

【遊輪 12:00 抵達、20:00 啟航】
今日抵達【宮古島】海水透明度高，水上活動盛行，珊瑚礁

及白沙灘所形成的海域，濃淡層次多變化，絕色海景被譽為

宮古藍之美。以下為岸上加價購之行程內容：【與那霸前濱

海灘或啪啦嘎瑪海灘】宮古島的美麗沙灘舉世知名，連日本

國內旅客都難有機會親臨造訪。(需自備毛巾及其他相關用品)

【AEON（永旺購物中心）】您可以逛逛這座現代購物綜合購

物商場，這裡有最新的時尚用品，周邊還有一些餐廳與店家

可自由逛逛。【伊良部大橋】沖繩縣境內最長的跨海大橋，

被稱之為「夢之橋」。從橋上可遠眺宮古島，水天連成一色

的湛藍大海，彷彿漫步在大海之上。( 此岸上加價購之行程，

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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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遊輪│午：豪華遊輪│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5  基隆【遊輪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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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甜蜜家園。

早餐：豪華遊輪

基隆

宮古島
沖繩

奄美大島

1.【所有岸上加價購之行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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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3. 7/11 航次，行程調整如下 : ﹝沖繩 (11:30-23:30)- 奄美大島 (11:00-17:00)- 宮古島 (13:00-20:00) ﹞

奄美大島

出發日期：07/11 ～ 09/26 每周三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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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石垣島.宮古島自主遊5天

1  基隆－太陽公主號【遊輪 16:00 啟航】
今日公主遊輪船隊中 7 萬 7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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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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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午：登船後可享用下午茶簡餐│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2  石垣島 (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 

【遊輪 07:00 抵達、18:00 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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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八重諸島的主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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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以事先購買由公主遊輪安排的岸上觀光

行程。

早：豪華遊輪│午：豪華遊輪│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3  那霸 . 日本沖繩 (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

理 )【遊輪 08:00 抵達、18: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琉球群島中最大島沖繩島的首府【那霸市】。

以下為岸上加價購之行程內容：【首里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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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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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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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霸

市中心最繁華的地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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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以

事先購買由公主遊輪安排的岸上觀光行程。( 此岸上加價購之

行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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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遊輪│午：豪華遊輪│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4  宮古島 ( 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 

【遊輪 07:00 抵達、17:00 啟航】
今日抵達【宮古島】海水透明度高，水上活動盛行，珊瑚礁

及白沙灘所形成的海域，濃淡層次多變化，絕色海景被譽為

宮古藍之美。以下為岸上加價購之行程內容：【與那霸前濱

海灘或啪啦嘎瑪海灘】宮古島的美麗沙灘舉世知名，連日本

國內旅客都難有機會親臨造訪。(需自備毛巾及其他相關用品)

【AEON（永旺購物中心）】您可以逛逛這座現代購物綜合購

物商場，這裡有最新的時尚用品，周邊還有一些餐廳與店家

可自由逛逛。【伊良部大橋】沖繩縣境內最長的跨海大橋，

被稱之為「夢之橋」。從橋上可遠眺伊良部島，水天連成一

色的湛藍大海，彷彿漫步在大海之上。(此岸上加價購之行程，

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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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遊輪│午：豪華遊輪│晚：豪華遊輪

宿：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5  基隆【遊輪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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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甜蜜家園。

早餐：豪華遊輪

基隆

石垣島
宮古島

沖繩

1.【所有岸上加價購之行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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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沖繩 . 石垣島 . 宮古島
Okinawa . Ishigaki . Miyakojima

石垣島

出發日期：8/15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