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榮加值享受
用最真摯的心 款待最重要的您

品嚐公主遊輪的用心與悠閒

值得您細細品味

每一口都是旅行的珍貴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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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快訊 / 訂閱電子報

Dos Equis 啤酒	 $27.6 美元 USD
Heineken 啤酒 $27.6 美元 USD
Budweiser 啤酒	 $28.75 美元 USD
Bud Light 啤酒	 $28.75 美元 USD

乾杯一二三 . 啤酒套裝買4送1
Beers Buy 4 Get 1 Free Packages 

軟性飲料套裝（6 罐組）│ Six Canned Soda

$11.50美元 USD
無酒精飲料暢飲套裝│ Unlimited Soda & More

$8.05美元 USD │無法購買單日，需依照航程晚數計算
	 每人 / 每晚	Per	person	/	Per	night

酒水飲料暢飲套裝│ Premier Beverage Package

$68.99美元USD│無法購買單日，需依照航程晚數計算
	 每人 / 每晚	Per	person	/	Per	night

豪爽暢飲 . 滿足不同品味
Beverage Package 

SHARE 餐廳

訂位費 $29美元 USD	/	人 p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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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德林牛排餐廳
Sterling Steakhouse

訂位費 $29美元 USD	/	人 p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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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壽司餐廳 Kai Sushi Bar

單點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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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珍饌 .饕客必訪不錯過
Specialty Restaurants

香薰海藻排毒理療│ Aroma Spa Seaweed Massage 
75/100 分鐘 mins

$176 / $233美元 USD
Elemis BIOTEC 面部護理│ Elemis Biotec Facial
75 分鐘 mins

$149 - $166美元 USD
( 有八種不同療程可供選擇	choose	from	8	different	facials)	

電波拉提│ Thermage CPT

$3,250美元 USD

經典項目
舒壓風情 . 蓮花水療 Lotus SPA

● 免稅購物天堂，彙集眾多精品品牌，讓您盡享

購物優惠的樂趣，部分商品比建議零售價折扣

高達6.5折起。（UP	to	35%	off）

優雅血拚不手軟
World-Class Shopping at Sea

● LINE因流量較大，不適用於社群套餐。
● 其他WIFI優惠套裝，請以船上公告為主。

衛星網路定價方案
Wi-Fi Satellite Internet Plan

優質套裝 $29.99美元 / 天
(從電子郵件到搜尋網頁，體驗真正優質網路享受！)	

瀏覽套裝 $24.99美元 / 天
( 瀏覽信箱、新聞、體育等您最喜愛的網站。)	

社群套裝 $14.99美元 / 天
( 適合觀看通訊軟體、聊天訊息。)

適用對象：

●  未來航程預定

適合已決定好下個航程時間與地點的賓客。

●  未來航程預付金

適合尚未決定好出發時間與地點的賓客。

獨家優惠：

●  每人僅需支付 $3,000台幣的未來航程預
付金作為客艙訂金。

	 （USD$100	booking	deposit）

●  未來航程享有免費最高 $300美元的船上
消費金。

	（FREE	Onboard	Credit,	up	to	USD$300）。

●  從購買日起兩年內未使用完畢，將自動退回

全額訂金到信用卡帳戶。

●  因為金流問題，未來航程預訂金不適用於台灣母港航程
● The future cruise deposite is not applicable to 

Taiwan home port voyages.
● 所有價格以美金計價，並以船上公告為準；此份簡介
中各類飲品及蓮花水療價格已含 15%服務費

● All prices are quoted in USD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 15% gratuity is added to 
bar charges, dining room wine accounts, and Lotus 
Spa services.

難忘回憶 . 加以延續
不可錯過的未來航程銷售
Future Cruise Sales

海上百老匯 ‧ 高水準免費享受
Production Shows at Princess Theater 

在海上感受百老匯等級的視聽盛典；從劇本音樂

編寫、演員培訓，就連服裝設計製作，皆由公主

遊輪團隊一手包辦，更攜手合作好萊塢團隊傾力

打造全新劇碼。

Bravo「太陽」獨家：

●  當經典歌劇與流行音樂相遇

在殿堂上欣賞令人屏息的舞台橋段，與一支 13 人的大型管
弦樂隊、Bravo 演員陣容偕同演出。



需自費購買參加
岸上行程景點推薦

Shore Excursion

沖繩
Okinawa

琉球風情之旅
Shuri Castle & Kokusai Street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OKA-218	

時間 hrs	: 約 4 小時 hrs

$64.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	兒童 Child	
● 首里城

日本文化遺產，其獨特的「守禮門」，呈現中

日融合的文化特色，同時還可一覽那霸市全景

風貌。

● 國際通商店街

旅客必訪觀光大道。全長 1.6 公里，餐廳、居酒

屋、菓子店、藥店、手信、紀念品店等各式商

店林立，應有盡有。

● 新都心商圈

沖繩最受歡迎的購物區之一，大型購物中心林

立，附近也有許多不同特色的商店及餐廳。

購物之旅 Okinawa Shopping Tour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OKA-287		

時間 hrs	: 約 4 小時 hrs

$49.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44.95美元 USD	/ 兒童 Child

$89.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84.95美元 USD	/ 兒童 Child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OKA-273

時間	hrs	:	約	5	小時	hrs

●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與玉泉洞

最能體驗琉球王國文化的主題樂園，包含了參

觀著名的玉泉洞，可以近距離欣賞 30 萬年鐘乳

石與石筍所自然形成的鬼斧神工。

● 國際通商店街

那霸市最大、最主要的觀光購物圈。匯集百貨、

飯店、餐館與劇院，是最受歡迎的區域。

琉球文化王國與玉泉洞之旅
Okinawa World Gyokusen do cave and Kokusai Street 

$89.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	兒童	Child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OKA-473

時間 hrs	: 約 5 小時 hrs

● 齋場御嶽

其意“御嶽的淨化之地”。聯合國世界遺產，

同時為沖繩七大聖地之一，豐富的自然景觀，

帶有一種特別的平靜和冥想氛圍。

● Gangala Valley 山谷

停歇在令人驚艷的地質環境及生態奇景，猶如

洗滌了精神、身體和靈魂。

● AEON 永旺購物中心

在這購物商場，供有最新的電子用品、藥妝品、

食品、紀念品，週邊還有一些餐廳、店家選擇。

山谷健行之旅
Seifa Utaki & Gangala Valley Hike 

聚焦石垣之旅 Highlights of Ishigaki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ISG-203	

時間 hrs	: 約 4.5 小時 hrs

$79.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	兒童 Child	
● 川平灣

石垣最美景點，含玻璃船欣賞水下生態。

● 玉取崎展望台

遠眺太平洋和東海，無敵海景盡收眼底。	

● AEON 永旺購物中心

在這購物商場，供有最新的電子用品、藥妝品、

食品、紀念品，週邊還有一些餐廳、店家選擇。

石垣島
Ishigaki

竹富島文化之旅 Taketomi Island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ISG-218	

時間 hrs	: 約 4 小時 hrs

$149.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139.95美元 USD	/ 兒童 Child
● Taketomi Yugafukan 博物館

傳統木造建築，展示在地故事。

● 乘坐水牛車

體驗鄉村的樂趣，首選

小鎮觀光方式。	

● 星砂海灘

獨特星形砂礫而成的沙灘，不容錯過。

宮古島北部之旅
Miyakojima Northern Island tour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MMY-213

時間 hrs	: 約 4 小時 hrs

$84.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79.95美元 USD	/ 兒童 Child
● 雪塩製塩所

探訪宮古島出產的雪鹽秘密。

● 宮古島海中公園

這是一座深入海中五公尺的建築物，在這裡您可

以透過壓克力板窗戶近距離觀察海中生物，探索

宮古島豐富的海底世界。

● AEON（永旺購物中心）

大型綜合購物商場，提供各種時尚用品、紀念

品、藥妝品、電子用品等產品。

黃金溫泉之旅
Miyakojima Shigira Ougon Onsen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MMY-233		

時間 hrs	: 約 4 小時 hrs

$74.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64.95美元 USD	/ 兒童 Child
● Shigira Ougon Onsen 溫泉

在黃金溫泉裡有兩個不同的區域，一個是大眾浴

區 (需著泳衣 )，另一個是露天浴區 (裸湯 )。您可

以在此享受自地下1250公尺深湧出的天然溫泉。

宮古島
Miyakojima

奄美大島
Amami Oshima

聚焦奄美之旅
Amami Oshima Highlights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ASJ-203	

時間 hrs	: 約 4.5 小時 hrs

$99.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89.95美元 USD	/ 兒童 Child
● Ayamaru 岬 

名列奄美十景，是島上最佳的攝影地點之一。

從這裡您可以看到一覽無遺的美麗海景。

● 奄美公園

為奄美大島的文化中心。在這裡你可以了解到

奄美大島的野生動物、歷史、文化、產業背景

和傳統舞蹈與歌曲。

● 購物商場

大型綜合購物商場，提供各種時尚用品、紀念

品、藥妝品、電子用品等產品。

奄美紅樹林獨木舟之旅
kayak experience at Manqrove park

華語導遊，不含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ASJ-243	

時間 hrs	: 約 4 小時 hrs

$129.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	兒童 Child
● 黑潮森林紅樹林公園  

奄美大島是紅樹林生態系統分佈的最北端，佔

地	70	萬平方英尺的森林是熱帶植物生長的絕

佳之處，也是享受獨木舟的最佳地點。	

* 獨木舟使用時間 ( 含裝備準備時間 ) 約為 50 分鐘

奄美大島北部深度之旅
Best of Amami Oshima Northern tour

華語導遊，含午餐│行程編號 Tour	No.	:	ASJ-208	

時間 hrs	: 約 6.5 小時 hrs

$159.95美元 USD	/ 成人 Adult
$149.95美元 USD	/ 兒童 Child
● 奄美蘇鐵 

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物種之一，遠古時代曾有些

恐龍以它的葉子維生。

● Ayamaru 岬 

名列奄美十景，是島上最佳的攝影地點之一。

● 大島紬村

大島村的綢緞品質高貴，它是由獨特的染色方法

製成，其奢華的光澤，觸感，代表和服的傳統手

工藝。	

● 購物商場

大型綜合購物商場，提供各種時尚用品、紀念

品、藥妝品、電子用品等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