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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遊輪假期 藍寶石公主號 

金門、澎湖 跳島 4 天 

《唯有公主 超越想像》 

隸屬於全球最大遊輪集團 Carnival Corporation & PLC，成立於 1965 年擁有 18 艘世界級遊輪～旅行

不止是遠行，更是一場身與心的奢華暢遊！藍寶石公主遊輪於 2018 年全面翻新，為您奉上愉悅味蕾的

精緻美食和無微不至的私人服務，帶給您家一般的溫暖和陶冶心靈的獨特體驗...揮別日常生活的忙碌，

同我們一起駛向廣闊大海，體驗優雅、精緻和充滿喜悅的難忘海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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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寶石公主號介紹： 

中文船名： 藍寶石公主號 英文船名： Sapphire Princess 

噸    數： 116,000 噸 載客數（兩人一艙）： 2,670 人 

船 艙 數： 1,339 間 重新翻修： 2018 年 

甲板樓層： 18 層 電    壓： 110 伏特/220 伏特 

船    寬： 48 公尺 長    度： 290 公尺 

餐飲、休閒場所簡介 

餐廳： 

⚫ 主餐廳-賽芙 The Savoy 

⚫ 主餐廳-維瓦帝 The Vivaldi 

⚫ 主餐廳-聖塔菲 The Santa Fe 

⚫ 主餐廳-國際 International 

⚫ 主餐廳-太平洋之月 The Pacific Moon 

⚫ 地平線自助餐廳 Horizon Court 

⚫ 史德林 Sterling Steakhouse($) 

⚫ 莎芭提妮 Sabatini Trattoria($) 

⚫ 國際餐廳 International Café 

⚫ 聖代雪糕 Sundaes Ice-cream Bar 

⚫ 阿爾弗雷多比薩 Alfredo’s Pizzeria 

⚫ 三叉戟燒烤 Trident Grill (現製漢堡、熱狗) 

⚫ 葡萄藤海鮮吧 Vines Wine Bar   

休閒誤樂場所： 

⚫ 天行者夜總會 Skywalkers Night Club 

⚫ 聖殿成人休憩區 The Sanctuary 

⚫ 高爾夫綠地 Lawn Court  

⚫ 體育場 Sports Court 

⚫ 健身中心 Fitness Center 

⚫ 星空電影院 Movies Under the Stars 

⚫ 蓮花 SPA Lotus Spa 

⚫ 海王星室外游泳池 Neptunes’s Reef Pool 

⚫ 公主劇院 Princess Theatre 

⚫ 精品商店 Boutiques 

⚫ 網路咖啡廳 Internet Café 

⚫ 芙萱夜總會 Club Fusion 

⚫ 各式不同風格酒吧  

⚫ 公主藝廊 Princess Fine Arts Gallery 

乘客服務 

1)24小時客艙服務，每天傍晚整理床舖、美容院($)、乾濕洗衣服務($)。 

2)岸上觀光諮詢及預訂、郵政、保險箱、簽帳系統、每日電訊及體育消息、保姆、宗教禮拜等等。 

3)免稅店($)：出售衣服、珠寶、紀念品、香煙、酒類、香水等。 

4)皇家賭場($)將提供各種賭博活動，如21點、輪盤、擲骰子、加勒比撲克牌及吃角子老虎。 

5)照相館及攝影服務($)。 

註：部份服務旅客需自行付費。 

註：因應防疫規定，部分設施可能暫不開放，請以船上公告為主。 

註：本航程不使用內外艙～並遵照政府規定承載一半（防疫期實際僅承載約 850 人）。  

 

安心防疫：一切從海洋勛章開始，取代遊輪上的鑰匙及信用卡，並帶您體驗前所未有的個人化服務。 

2017 年藍寶石公主號首度於台灣基隆、高雄進行雙母港經營模式，睽違近四年，藍寶石公主號即將於

2020 年華麗回歸，升級全新的體驗，藍寶石公主號採用全新「勛章假期」MedallionClass 的遊輪。

此遊輪提供免費的穿戴式裝置「海洋勛章™」OceanMedallion™，取代傳統的船卡，運用高科技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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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loT, Internet of things)創新技術，提供無接觸與個人化服務選項，讓遊輪旅遊安全更加分。 

公主遊輪將嚴格執行所制定的健康與安全

防疫措施，除了登船前須提交健康申明

書，更可以利用「海上勛章」科技服務達

到無接觸登船！並同時升級 HVAC 通風系

統至 MERV 13 等級濾網， 

每 5 分鐘在公共區域和艙房通風換氣，並

在重點區域加裝 HEPA 過濾系統～ 

 

公主樂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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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艙參考：【**請注意：所有的艙房資料皆為樣本，實際艙房可能各有不同。**】 

豪華遊輪如同移動中的飯店，讓您能在航程中安穩入眠，醒來即抵達另一個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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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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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 3 夜(基隆上下船)出發日期及售價表： 

4/05、4/08、4/11、4/14、4/17、4/28 

5/09、5/12、5/15、5/22、5/25 

6/13、6/16、6/19、6/26 

優惠活動：凡於預購期間繳付預購金，每間艙房優惠＄5.000 元～ 

第 一 天  基隆 KEELUNG–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遊輪 16：00 啟航】 

今日公主遊輪船隊中 116,000 噸之藍寶石公主號於基隆啟航，您可利用登船前自己遊覽基隆，基隆市位

艙房等級 兩人一室（每人價格） 三人一室(第 3 位價格) 備註 

    陽 台 艙（約 6.6 坪） $19,900 

$3,000 無四人一室 

    迷你套房（約 9.9 坪） $23,900 

景觀套房（約 14.8 坪） $28,900 

頂級套房（約 19.9 坪） $33,900 

至尊套房（約 37.2 坪） $43,900 

艙房等級 四人一室（每位價格） 五人一室(每位價格) 六人一室(每位價格) 

家庭套房（約 12.1 坪） $25,900 $22,900 $20,900 

報價已含： 

● 遊輪船票費用及遊輪港稅 

報價不含： 

● 遊輪服務費（依船上公告為準，並於船上另自行支付）... 

  陽 台 艙：每人每晚 X US＄14.5。 

迷你套房：每人每晚 X US＄15.5。 

套  房：每人每晚 X US＄16.5。   

● 不含停靠點岸上觀光行程（遊覽項目或套裝行程，歡迎另行自費加價選購） 

● 不含全省定點至港口接送 

● 遊輪上另須付費使用之餐廳、娛樂活動、特殊設施等各項需自費項目 

其他備註： 

● 訂金（預購金）：每人 $5,000 元《三人一室之第 3 位為全額費用》 

● 三人房及各式套房數量有限，請及早提出需求，以免艙房向隅。 

● 因本次包船航次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中，將先行採預購方式銷售，有意願之旅客可先支付預購金，

以保留艙房使用權益；於主管機關未核准以前，預購金皆無條件可退還；一旦主管機關核准後，預購

金將直接轉為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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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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登上藍寶石公主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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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劃小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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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務必於遊輪啟航前２小時～於碼頭辦妥登船相關手續 

※ 本行程雖為國內旅遊，惟因防疫需要，登船旅客仍須攜帶有效期之護照正本查驗，以便勾稽該旅客的

出國史，確保全船旅客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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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由藍寶

石公主號遊輪提供。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艙房：依照所選購之艙等房型） 

============================================================ 

第 二 天  金門 KINMEN（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遊輪 07：00 抵達；18：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以「固若金湯，雄鎮海門」得名的—【金門】。金門鄰近廈門，與週遭星羅棋布的十二座島

嶼們，共組為金門縣；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小小的島嶼上共有 8 處國定古蹟、66 處縣定古蹟，漫步在

金門時，抬頭便可看見閩南建築風格的古厝或是巴洛克式洋樓，不僅如此，經歷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

戰等大小戰役洗禮的金門，留下非常多的軍事堡壘、歷史文物與戰役遺跡，而如此豐富有著歷史故事必

遊景點，非常值得造訪。 

╴╴╴╴╴╴╴╴╴╴╴╴╴╴╴╴╴╴╴╴╴╴╴╴╴╴╴╴╴╴╴╴╴╴╴╴╴╴╴╴╴╴╴╴╴╴╴╴╴╴╴╴╴╴╴╴╴╴╴╴╴╴╴╴╴╴╴╴╴╴╴╴╴╴ 

今日您可自費加購岸上觀光，前住金門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 

水頭部落：水頭村已有700多年的歷史，是金門保留最完善之傳統大聚落，從清乾隆年間的傳統閩南式

二落大厝，到民初興築的洋樓群，不同時期、風格迥異的民居建築，形成水頭獨特的聚落風貌，因此贏

得「有水頭富，無水頭厝」美譽。其中的【得月樓】曾是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由匠師陳南安設計，

是當時水頭聚落最高的建築，便以「近水樓台先得月」之意涵取名。於得月樓及金水國小外觀短暫拍攝

留念。 

翟山坑道：水道總長約357公尺，耗時五年才完成，戰時供登陸小艇搶灘運補用，坑內並有停靠碼頭。

翟山坑道內由人工穿鑿，工程雄偉媲美擎天廳；坑道外海浪澎湃，潮聲勢壯！ 

莒光樓：面臨金城美景，背擁豐蓮山脈，莒光樓做為金門的精神象徵，傳統城樓放在現代建築的基座之

上，使得整座建築呈現雄渾的氣勢！ 

金門酒廠：金門高粱酒使用金門特產的『旱地高粱』，加上水質甘甜的寶月神泉，利用傳統古法釀造出香、

醇、甘、冽的高粱酒，風味獨特享譽國際。高粱酒代表著金門的歷史焠鍊，一直是金門最著名的產品，

也是最佳的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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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 

1. 因台灣離島碼頭規模較小，無法直接停靠大型遊輪，故今日需轉乘接駁船登岸，接駁期間請您耐心等

候。 

2. 今天遊輪抵達後全日自由活動。您可自行搭乘計程車或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金門各大景點觀光或購物。 

3. 今日您可自費加購船上販售之岸上觀光行程，由服務人員帶領前往金門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 

【船上加購之岸上觀光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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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艙房：依照所選購之艙等房型） 

============================================================ 

第 三 天  澎湖 PENGHU（今日觀光行程”敬請自費自理”） 

【遊輪 07：00 抵達；18：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臺灣海峽最閃耀的明珠—【澎湖】，九十座島嶼上累積著歷史人文的智慧結晶，壯麗的海洋

景色，讓澎湖處處充滿了大自然的禮讚。 

澎湖群島遍布玄武岩地質景觀，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多樣雕琢，令中外地質學者觀後為之驚嘆，讚譽為「上

帝的石雕公園」。清澈的澎湖灣媲美加勒比海與西班牙南部海域。碧海藍天與柔白細緻沙灘的雙重享受，

各式各樣的沙灘水上遊樂設施，還有歎為觀止的海洋生態，讓你盡情的享受水上世界。 

╴╴╴╴╴╴╴╴╴╴╴╴╴╴╴╴╴╴╴╴╴╴╴╴╴╴╴╴╴╴╴╴╴╴╴╴╴╴╴╴╴╴╴╴╴╴╴╴╴╴╴╴╴╴╴╴╴╴╴╴╴╴╴╴╴╴╴╴╴╴╴╴╴╴ 

今日您可自費加購岸上觀光，前住澎湖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 

北環島風光：由蔚藍的海岸線遇上壯麗的柱狀玄武岩【大菓葉玄武岩】開始，【二崁聚落】展示了當地傳

統建築融合閩南風情及二崁特色的「兩落八櫸頭」閩南式大厝，莊嚴簡樸；連接澎湖交通的血脈的【跨

海大橋】至代表了澎湖人倚立不搖的精神的【通樑古榕】，無論是歷史人文的智慧結晶，大自然鬼斧神工

的多樣雕琢都會令人驚嘆不已！ 

篤行十村眷村文化保存園區：全台最古老的眷村，是台灣已故歌手潘安邦以及張雨生的故鄉，一棟棟日

式木造老屋經翻修後改造成文創園區，各式各樣的的裝置藝術令每個角落都成為復古好拍的場景。 

馬公市區巡禮：馬公的故事從【天后宮】開始，【施公祠】、【萬軍井】及【四眼井】娓娓道出澎湖發展逾

四百年的歷史，澎湖人生活故事的搖籃。時代變遷，走在老街中彷彿沿著歷史軌跡在探險似的，每個拐

彎都是一個驚奇風景！ 

【貼心提醒】： 

1. 因台灣離島碼頭規模較小，無法直接停靠大型遊輪，故今日需轉乘接駁船登岸，接駁期間請您耐心等

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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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各大景點觀光或購物。 

3. 今日您可自費加購船上販售之岸上觀光行程，前往澎湖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 

4. 未參加遊輪岸上觀光之自由行旅客，請依船公司分配的團號順序於指定時間依序集合下船，因人數

眾多，請耐心等候時間下船。 

【船上加購之岸上觀光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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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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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便敬請見諒並感謝您的知悉。】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艙房：依照所選購之艙等房型） 

============================================================ 

第 四 天  基隆 KEELUNG 

【遊輪 07：00 抵達】 

今日藍寶石公主號返抵基隆，結束四天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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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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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鮮水果及肉類食品請勿攜帶回國，基隆港海關一經查獲將會開罰，相關禁帶物品敬請查閱財政部

關務署。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甜蜜溫暖の家 

============================================================ 

【本公司保有因遊輪公司及當地港口／旅行社之更動而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以上行程及參考抵港／離港時間，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報名須知＆注意事項： 

★因本次包船航程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中，將先行採預購方式銷售，有意願之旅客可先支付預購金，以

保留艙房使用權益；於主管機關未核准以前，預購金皆無條件可退還；一旦主管機關核准後，預購

金將直接轉為訂金。 

★為符合防疫規定，遊輪公共區域需配戴口罩，遊輪不提供及銷售各類型的口罩，請旅客務必自行備妥

航程期間所需使用數量的醫療口罩上船。 

★本行程部分設施將不開放，包含：「賭場 CASINO、免稅商店」，敬請旅客知悉。 

★為落實防疫衛教，本行程各項設施或服務可能異動，請依公主遊輪公告或日報為準。 

★本行程各航點，包含起訖點基隆港的抵達、靠泊及離港等時間，須依據天候海象或港口管制等狀況，

有隨時異動之可能，各時間點須依公主遊輪公告或日報為準。 

★遊輪登船或離船順序，請依照公主遊輪所公告的分流表依序進行，本行程除基隆港外，部份停靠點 

 可能需要使用接駁船上岸／離岸，敬請依分流順序並耐心等候。 

★護照為此行程必備的旅遊文件，依主管機關及遊輪公司慣例，基隆登船及離船皆須持「有效期限６個

月以上之有效護照」。 

★外籍旅客須自行確認是否能再次入境台灣（雙重國籍旅客請攜帶二本護照）。 

★本行程為國內遊輪旅遊，遊輪船票（船艙）依保證住房規定辦理，艙房訂購完成後如有取消、變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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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日期或旅客，仍須收取全額船艙費用，而岸上行程依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辦理。 

★附加條款： 

 報名後要求取消或未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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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航程訂位

暨取消辦法如下：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21 日至第 30 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 10。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11 日至第 20 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 20。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4 日至第 10 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 30。 

 ◎通知於出發日前 1 日至第 3 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 70。 

 ◎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100 分之 100。 

 遊輪行程之異動： 

 ◎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力因素或基於旅客安全考量，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行程中登 

  船、抵/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更。若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輪公司及本公司不負任 

  何退款和賠償責任。 

 備註： 

 若有訂位變更或取消，均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等正式通知方為有效，以電話或口頭告知者無

效。  

 若遇到本國及外國之例假日，應提前至假日前之工作日通知，以符合國際遊輪公司取消日計算之規

定。  

★出發前 36 天需提供正確正確名單及分房（同護照上之正確英文姓名）。 

 出發前 35 天～16 天內更換登船名單者，更名費用為 NT＄3,000（每人）。 

★出發前 15 天以內，無法更動任何姓名及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