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9JC327E-T

【主題旅遊】公主遊輪～【主題旅遊】公主遊輪～2019日本包船【基隆日本包船【基隆/長崎長崎/鹿兒島】太陽公主號賞櫻鹿兒島】太陽公主號賞櫻6日日/四人遮外四人遮外

列印

出發日期： 2019/03/27(三)  保證出發 列印時間：2018-08-27 16:28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15,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36,900 

孩童佔床

$36,900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  

嬰兒

$19,900

備 註： 注意事項：(訂金每人15000元)
●含遊輪靠港稅與全省定點至基隆港接送
●不含船艙小費(USD/每人/每晚)US$13.5~15.5不等(依船上公告為準)，請客人於船上自行支付
●不含停靠點岸上觀光行程與領隊小費6天1500新台幣。(享早鳥優惠者即可免付)
●嬰兒價19,900新台幣 (住宿所有艙房皆可享此優惠報價)
以出發日計算年滿6個月至未滿2歲之嬰兒，需與大人同住3人房或4人房，方可享此優惠價。(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
●三丶四人房數量有限，請及早提出需求以免艙房向隅
●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業務專員回覆確認為準
●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行程特色

2018/08/06 18:06 更新

標準團名：CR太陽獨包賞櫻⻑崎鹿兒島/四⼈遮外6⽇

2019 太陽公主＊⾦⾊賞櫻盛事

即⽇起報名付訂，不限艙房別＊享早⿃【七重優惠】

第⼀重＊【每⼈艙房費⽤減NT5,000元】
越早報名優惠越⾼喔。

第⼆重＊【卡友再優惠】
刷「中信」⼂「花旗」⼂「⽟⼭」⼂「台新」信⽤卡付團費，每⼈再省NT2,000(嬰兒價不適⽤)。

第三重＊報名岸上觀光【免付領隊服務費】
價值約NT1,500元/每⼈。

第四重＊【優先選艙房位置、樓層】
優先報名可享優先選房尊榮權益。

第五重＊【優先選各停靠港之岸上觀光】
多數賞櫻場地均有遊客⼈數管制，提早報名提前卡位。

第六重＊【安⼼下訂無壓⼒，提前解約不收費】
9/30前因故取消⾏程，全額退費。

第七重＊【獨家好禮】
贈送【⻑崎+鹿兒島旅遊電⼦書】，吃喝玩樂盡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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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遊輪⾏程有許多宴會為國際正式場合，請攜帶⼀套正式服裝 ★★

●下⾞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8/06 18:06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基隆－太陽公主號【遊輪16:00啟航】

(今⽇因辦理登船⼿續⼈數較多，可能影響午餐時間，登船⼿續完成後,您可前往⾃助餐廳享⽤下午茶簡餐，若造成享⽤午餐時間

較晚，敬請⾒諒!)

餐食

早餐／ 敬請⾃理   午餐／ 登船後可享⽤下午茶簡餐   晚餐／ 豪華遊輪

旅館

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第2天  海上巡遊

今⽇公主遊輪船隊中，最⼩巧精緻、最具公主古典氣息的◆太陽公主號(7萬7千噸)將於基隆啟航。您可利⽤登船前的空閒時

間，安排個基隆遊覽，以及品嚐基隆在地好味道。基隆市位於台灣的東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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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劃⼩語】

遊輪旅遊，省去⾈⾞勞頓，更不⽤天天打包⾏李，⼀覺醒來就到了新的國家或新的城市。在旅⾏過程中，於遊輪上時時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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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提醒】

1.請於登船⽇當天13：30～15：30間，前往基隆港港務⼤樓⼆樓⼤廳辦理登船⼿續

2.登船後⾃助餐廳、披薩吧…等享⽤下午茶簡餐，因辦理登船⼿續導致⽤餐時間較晚，敬請知悉⾒諒!

【特別說明】

特殊安排：本公司貼⼼為您安排全省定點、定時⾄基隆港來回接駁(上⾞地點如下列，集合時間將於出發前由服務專員通知)

※如貴賓無法配合於以上定時、定點搭乘巴⼠，您可⾃⾏前往基隆登船，恕無法退費，敬請⾒諒並感謝貴賓知悉。

※接駁⾞需求於出發前45天(2019/2/8)截⽌報名，逾時恕無法受理報名，亦不接受任何異動。

1.【台北】地址：台北火⾞站東三⾨

2.【桃園】地址：桃園縣桃園市復興路207號

3.【中壢】地址：桃園縣中壢市新⽣路198號

4.【新⽵】地址：新⽵市東區光復路⼀段360號

5.【台中】地址：台中市河南路與市政北七路⼝

6.【嘉義】地址：嘉義市⻄區中⼭路529號

7.【台南】地址：台南市東區林森路⼆段38號

8.【⾼雄】地址：⾼雄市前⾦區中正四路211號

今⽇遊輪航⾏於東海海域，您可輕鬆愉快的享⽤遊輪各種遊樂設施及精緻美食。

【全球美食】

專家級，各具特⾊的主題餐廳，海納四川美食的⾃助餐廳，與各樣酒吧，全天⽤餐服務餐廳、 零點⼩食或主食正餐供您



餐食 早餐／ 豪華遊輪   午餐／ 豪華遊輪   晚餐／ 豪華遊輪

旅館 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第3天  ⻑崎（⽇本九州地區）【遊輪07:00抵達；20:00起航】

任意選擇。

【客房服務】

私⼈陽台上，伴著鮮花和香檳，享⽤精緻套餐，全程伴有訓練有素的侍應⽣提供周到細緻的服務。24 ⼩時客房服務：免

費提供三明治、沙拉或特定熱菜，只需⽀付少量費⽤，就可享受披薩送餐服務。

【賓客體驗】

您可以在泳池裡⾃在暢游、在溫⽔按摩池內愜意舒展、在蓮花⽔療放鬆⾝⼼，或者在專為成⼈設立的聖殿成⼈休憩區享

受不被打擾的寧靜。

【精彩表演】

於公主劇院中，多彩的華美服飾、耀眼的燈光、熱情洋溢的精彩演出，在在誘惑著您的雙眼、充斥著您的聽覺，為海上

假期帶來不⼀樣的視聽雙重盛宴和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您可以和家⼈、朋友共同享受這難得的演出，為您們的旅⾏留

下⼀份絕美的回憶。

【特⾊活動】

千萬不要錯過各項免費的精采活動或設施，如⽣動有趣的舞蹈課程、浪漫熱情的現場⾳樂演奏；或前往海上賭場⼩賭怡

情、試試⼿氣；參加有趣的賓果遊戲、團體競賽等。

今天遊輪來到⽇本九州的美麗港⼝城市【⻑崎】

⻑崎市為⻑崎縣的⾸府，位於九州⻄北端，由5個半島和許多⼩島組成。是距離亞洲⼤陸最近的⽇本港⼝城市，多個世

紀以來⼀直在外貿上扮演舉⾜輕重的⾓⾊，同時在⽇本鎖國時期為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岸，是⽇本引進現代文明的窗

⼝，也是中⻄文化深入⽇本的樞紐。處處充滿異國情調，⻄洋、中華以及和風交織出的動⼈的特殊魅⼒，值得您細細品

味。

(以下為加購之⾏程內容)

◎【哥拉巴公園】

蝴蝶夫⼈故居：由普契尼撰寫膾炙⼈⼝的世界3⼤歌劇之⼀「蝴蝶夫⼈」，故事靈感和背景皆取⾃於九州⻑崎的這座

「哥拉巴公園」。佔地30萬平⽅米，以⽇本最古老的⽊造結構洋樓的國家重要文化遺產“哥拉巴宅邸”（歌劇蝴蝶夫⼈

的愛情故事發⽣地）為代表，共彙聚 9 棟明治時代的洋式建築，是個充滿濃厚的異國情調的觀光勝地。由於位處⼭丘，

能夠盡享⻑崎港灣美景，不僅是⻑崎最著名的觀光地更是熱⾨情侶約會聖地。

●【⻑崎平和公園】

1945年8⽉9⽇11:02，美國投往⽇本的第⼆顆原⼦彈『胖⼦』就落在⻑崎市，造成莫⼤的災害。如今原⼦彈落下中⼼地

的公園北側，就是祈願世界和平的「紀念公園」。這裡有⾼9.7公尺的和平祈禱像、和平之泉及世界各國贈送的和平紀念

物。雕像是由⻑崎出⾝的雕塑家北村⻄望，以神的愛與佛的慈悲為象徵，右⼿指著天表⽰原爆威脅，左⼿⽔平伸展代表

和平，⽽輕輕闔眼則是為原爆犧牲者祈求冥福。

●【浜町步⾏街】(⾃由活動)

彙集了各式店鋪、餐館，是⻑崎最熱鬧、最具⼈氣的商店街，各式百貨商場、時尚衣著、雜物⼩鋪、藥妝店、超市、美

食餐廳…等，您可以在這邊採買各式⽤品或是紀念品。

●【出島】 

曾在⽇本江⼾時代肥前國（現在的⻑崎縣）⻑崎港內的扇形⼈⼯島、外國⼈居留地。在1641年到1859年期間，是荷蘭

商館所在地。在鎖國政策實⾏期間，出島是⽇本對⻄⽅開放的唯⼀窗⼝。置⾝在經過復舊的出島街上，也彷彿穿越了時

空，回到了過往的場景。

★【⻑崎⼤村公園】

⻑崎縣境內唯⼀被選為「櫻花名所百選」的景點，就是⼤村公園。每年3⽉下旬起⾄4⽉中旬，從被指定為「國家天然紀

念物」的「⼤村櫻」開始，約有21種、超過2000株櫻花緊接著盛開綻放，將整座公園染成⼀整片浪漫粉⾊。⼤村櫻的特

⾊是擁有多枚花瓣，最少60枚，最多到200枚，相較於只有5枚花瓣的其他品種櫻花顯得更加艷麗⼤器。⼤村公園的櫻花

季亦會伴隨甜點祭，以吸引更多賞春櫻的⼈潮。

★【⻄海橋公園】

位於佐世保市的⻄海橋是連結⻄海與佐世保交通要道，同時也是知名的觀光景點。橋下的｢伊之浦瀨⼾｣被稱為⽇本三⼤

湍急海流，漲潮時有機會看到⼤漩渦奇觀。從3⽉下旬〜4⽉上旬在⻄海橋公園周邊，能夠欣賞1,500株櫻花樹綻放著粉

嫩春⽇風光。遇⼤潮時，碧綠的潮⽔與粉⾊櫻花相映更添春⾊，是難得⼀⾒的風景。

★【橘神社】

以橘神社爲中⼼的橘公園內有約800棵染井吉野，可欣賞到夢幻般的櫻花。在櫻花開的時節，還會舉⾏「觀櫻火焰」，



餐食

早餐／ 豪華遊輪   午餐／ 豪華遊輪／部分加購之岸上⾏程則改於陸上享⽤當地風味餐   晚餐／ 豪華遊輪

旅館

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第4天  鹿兒島（⽇本九州地區）【遊輪07:00抵達；18:00續航】

可看到武⼠舉著火把的列隊。另外也可⼀邊散步⼀邊觀賞千千⽯川沿岸的櫻花。

***岸上套裝⾏程***

【⻑崎賞櫻-1 NGS07】

賞櫻百選 ⼤村公園--哥拉巴公園--市區購物(午餐-⽇式定食套餐)

⾏程時間：7⼩時(含⽤餐時間)

費⽤：NTD3,000

限定：300名

如因賞櫻旺季塞⾞，將調整市區購物時間

【⻑崎賞櫻-2 NGS08】

橘神社 賞櫻--平和公園 賞櫻--市區購物(午餐-⽇式定食套餐)

⾏程時間：7⼩時(含⽤餐時間)

費⽤：NTD3,000

限定：300名

如因賞櫻旺季塞⾞，將調整市區購物時間

【⻑崎賞櫻-3 NGS09】

⻄海橋 賞櫻--賞櫻百選 ⼤村公園--市區購物(午餐-⽇式定食套餐)

⾏程時間：7⼩時(含⽤餐時間)

費⽤：NTD3,000

限定：300名

如因賞櫻旺季塞⾞，將調整市區購物時間

【豪斯登堡NGS10】

豪斯登堡 鬱⾦香季(僅含入園⾨票)(午餐⾃理)

⾏程時間：8⼩時(含⾃理餐時間)

費⽤：NTD3,000

限定：500名

【經典⻑崎NGS11】

出島--平和公園--哥拉巴公園。(午餐-⽇式定食套餐)

⾏程時間：7⼩時(含⾃理餐時間)

費⽤：NTD3,000

限定：1,000名

【⻑崎單⾞賞櫻NGS12】

⻑崎港--伊王島(含午餐)--市區購物--⻑崎港(午餐-⽇式簡餐)

騎乘公⾥數：預計6公⾥(時間及體⼒允許下可加碼4公⾥騎上伊王島燈塔)

⾏程時間：6⼩時(含午餐時間)

費⽤：NTD3,500

費⽤包含：午餐、交通、完騎證書、⽔、完賽紀念品、休閒款單⾞租借(若需安全帽請⾃備)

限定：80⼈

此岸上觀光加購⾏程：

1. ⾏程費⽤包含各景點⾨票、特殊交通⼯具、導遊⼂司機服務費。

2. 每項⾏程最低成⾏⼈數為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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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遊輪來到⽇本九州南端的【鹿兒島】

鹿兒島市位於薩摩半島的東北部，也是全鹿兒島縣的中央地區，是鹿兒島縣廳所在，也是全縣政治、文化和經濟的中

⼼。東臨鹿兒島灣，隔著海灣與櫻島相望。擁有許多火⼭地形、綠意盎然的森林、眾多溫泉等優美的⾃然風光以及獨具

特⾊的歷史文化等得天獨厚的觀光資源，是⽇本屈指可數的觀光縣之⼀。鹿兒島亦是⽇本著名的遊輪觀光城市之⼀，在

文化上充滿近代⽇本發展的痕跡，是⽇本近代歷史的源頭，值得您駐⾜停留，⽤⼼體會。



(以下為加購之⾏程內容)

◎【仙巖園】

⼜稱《磯庭園》位於鹿兒島市，是由當時統治這⼀地區的島津光久作為私⼈別墅在1658年建造的，1848年擴建後⾯積

達5公頃，在1958年定為國家指定名勝，庭園內還有據說是⽇本最古老的⽡斯⽯燈籠。島津家族掌管了鹿兒島近七百

年，直到1868年領主時代的結束，極具代表性的⽇本式庭院，也因電視劇篤姬在此取景⽽成為⽇本國內旅遊必玩的景

點，值得您⼀遊！

●【城⼭公園】

這裡是明治維新時期最後的激戰地。標⾼108公尺，雖然聽起來不是很⾼，但從⼭頂的瞭望臺上放眼望去，可以看到鹿

兒島市區及櫻島的全景喔。若運氣好，在天氣晴朗時，可以看到櫻島火⼭噴發，⼗分壯觀。

●【永旺夢購物中⼼】

位於鹿兒島港⼝附近的⼤型複合式購物中⼼，聚集許多受到矚⽬的商店的複合型設施，從時尚⽤品、服飾到藥妝雜貨共

有數⼗間店家比鄰⽽立，吃、喝、購物應有盡有，絕對能滿⾜您的購物需求，⼀次採買各種紀念品、伴⼿禮、電器，相

當便利。

●【有村溶岩公園】

我們將搭乘○【櫻島渡輪】前往位於鹿兒島縣的櫻島，巴⼠可以直接登船。⽽櫻島的「南嶽」地區，是整個櫻島持續噴

發最頻繁的地⽅。1946年火⼭噴發流出⼤量的熔岩，在「南嶽」地區形成了⼀個類似於丘陵⼀樣的地區。從有村溶岩公

園可以360度觀看到整個櫻島的全景。天氣晴好的時候,還可以看到持續冒煙的火⼭⼝。

●【天文館通】

所謂天文館，其實是以天文館電⾞停⾞站點為中⼼⼀帶區域的通稱。是南九州中⼈氣最旺的繁華街之⼀。好逛、好吃、

好買。各式各樣的特⾊商品，吃的、⽤的琳瑯滿⽬。此外還有遊樂設施，無數的飲食店、咖啡店，可供休憩。

○【指宿沙浴】

指宿擁有豐富的泉源，是南九州最⼤的溫泉鄉，尤其是天然砂浴的「砂蒸」是⽇本唯⼀的天然砂浴溫泉。然⽽呢，據

說，最適合砂浴的時間⼤約是10分鐘，穿著浴衣，被埋在⾼達攝⽒55度，由硫磺溫泉加熱的砂堆裏。貼⼼⼩提醒：沙浴

相當消耗體⼒，建議結束後休息個30分鐘，也要多補充⽔分。

●【池⽥湖】

池⽥湖是⽇本鹿兒島縣薩摩半島東南部⼀個近似圓形的火⼭湖，位於指宿市內，是九州島上最⼤的湖，同時也是霧島錦

江灣國立公園的⼀部分。池⽥湖所在的窪地地形稱為池⽥火⼭⾅，古代龍神傳說中被稱為開聞御池和神御池。1970年代

曾有⼈⽬擊池⽥湖內有巨⼤的⽔怪，當時成為非常熱⾨的話題，但是⾄今也沒有得到證實，現在湖畔邊有⼀尊⽔怪伊⻄

「Isshi」的⽯像。

●【AMU PLAZA】

位於鹿兒島的中央⾞站，AMU可以說是鹿兒島的地標之⼀，除了摩天輪之外，新幹線⾞站及路⾯電⾞都建在這裡。與天

文館通、永旺夢購物中⼼，併稱鹿兒島三⼤好買好逛的購物好地⽅，各⼤⽇系品牌服飾、藥妝都可以在這裡輕鬆搜尋到

喔。

***岸上套裝⾏程***

【經典鹿兒島KOJ06】

仙巖園 賞櫻--城⼭公園(開⾞經過⻄鄉隆盛雕像)--永旺夢購物中⼼(約1⼩時)。(午餐-⽇式定食套餐)

⾏程時間：7⼩時(含⽤餐時間)

費⽤：NTD3,000

限定：1000⼈

如因賞櫻旺季塞⾞，將調整市區購物時間

【櫻島逍遙遊KOJ07】

櫻島渡輪--有村溶岩公園--櫻島火⼭博物館~⾜湯(⾃由前往)(午餐-⽇式定食套餐)

⾏程時間：7⼩時(含⽤餐時間)

費⽤：NTD3,000

限定：1000⼈

如因賞櫻旺季塞⾞，將調整市區購物時間

【指宿沙浴KOJ08】

指宿砂浴--知覽平和公園賞櫻--市區購物(午餐-⽇式定食套餐)

⾏程時間：8⼩時(含⽤餐時間。巴⼠⾃港⼝⾄指宿，單程約1⼩時30分鐘。)

費⽤：NTD3,500



餐食

早餐／ 豪華遊輪   午餐／ 豪華遊輪／部分加購之岸上⾏程則改於陸上享⽤當地風味餐   晚餐／ 豪華遊輪

旅館

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第5天  海上巡航

餐食

早餐／ 豪華遊輪   午餐／ 豪華遊輪   晚餐／ 豪華遊輪

旅館

太陽公主號 Sun Princess

第6天  基隆【遊輪07:00抵達】

餐食

早餐／ 豪華遊輪

旅館

溫暖的家

限定：300名

如因賞櫻旺季塞⾞，將調整市區購物時間

【鹿兒島賞櫻KOJ09】

知覽武家屋敷--知覽平和公園賞櫻--市區購物。(午餐-⽇式定食套餐)

⾏程時間：7⼩時(含⽤餐時間)

費⽤：NTD3,000

限定：500名

如因賞櫻旺季塞⾞，將調整市區購物時間

此岸上觀光加購⾏程：

1. ⾏程費⽤包含各景點⾨票、特殊交通⼯具、導遊⼂司機服務費。

2. 每項⾏程最低成⾏⼈數為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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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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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在⾦黃⾊的陽光下甦醒，悠閒在客房內享⽤早餐；想要徹底放鬆⾝⼼，別錯過SPA中⼼的桑拿浴和蒸氣室，或是預

約⼀場專業按摩，美麗的海洋風景盡收眼底，原來放鬆是如此之容易。

在遍灑陽光的甲板上閒躺，呷⼀⼝您⾄愛的熱帶飲品，溫柔的微風輕輕拂過甲板。喜歡健⾝運動的您，快到設備先進的

健⾝中⼼，這裡有最⾼級的健⾝設備和健⾝課程，或是活躍於各個交誼廳，舞蹈教學、⼿⼯藝課、冰雕藝術、看電影、

團康遊戲，晚間的美食饗宴、精采的歌舞表演秀，更是不能錯過的重頭戲。

夜晚，在鋼琴酒吧⼩酌或在船上的俱樂部、娛樂廳結交新朋友，或是參加午夜熱舞派對，各式各樣的精采活動，等著你

來參加。這裡有無盡的遊憩⽅式可供選擇，盡情地享受⼀整天。

今⽇，遊輪返抵基隆，結束了愉快的豪華遊輪之旅，返回闊別多⽇的甜蜜家園，期待下次在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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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備註 ★訂⾦：每⼈15,000新台幣 

【費⽤包含】： 

★船艙費⽤，含遊輪靠港稅。 

(艙房售價請參考⾏程內容之艙房價格表。三⼈房、四⼈房及昇等房型數量有限，請及早提出需求，以免艙房向隅。) 

★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費⽤不包含】：

★不含停靠點岸上觀光套裝⾏程。(岸上觀光於出發前45天(2019/2/8)截⽌報名，逾時恕無法授理報名，亦不接受任何異動)

★不含領隊⼩費250/天*6=1,500(享早⿃優惠者即可免付) 

★不含遊輪服務費 (USD／每⼈／每晚) USD$13.5~15.5。 

　-內艙、遮外、外艙及陽台艙：USD$13.5*5晚 = USD67.5。 

　-迷你套房：USD$14.5*5晚=USD72.5。 

　-⼤套房艙：USD$15.5*5晚=USD77.5。 

　**以上⾦額依船上公告為準，郵輪服務費旅客上船後⽤船卡⾃⾏⽀付。 

★嬰兒需與⼤⼈同住3⼈房或4⼈房，⽅可享3-4⼈優惠價，嬰兒需佔床。 

★嬰兒價19,900新台幣 (住宿所有艙房皆可享此優惠報價) 

以出發⽇計算年滿6個⽉⾄未滿2歲之嬰兒，需與⼤⼈同住3⼈房或4⼈房，⽅可享此優惠價。(不得與其他優惠⽅案合併使⽤)。 

★嬰兒床數量稀少，請與您的服務⼈員提出需求，懇請知悉該項服務遊輪公司有中⽌提供之權益。並，遊輪上無嬰兒澡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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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報名事項：

1.如您確定報名本⾏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每⼈新台幣10,000元整，本公司⽅可受理並為您進⾏船艙預訂。

2.本預約作業⾦非訂⾦性質，非擔保契約履⾏，僅為旅遊元件預約調度及⼈事作業成本費⽤，不負擔保確定成⾏之責，如本商品已額滿或訂位未成

功（訂位未成功包括：旅客指定之航班已額滿、或旅客指定之艙房已額滿等均屬之），導致⾏程無法成⾏，則旅客所繳付之預約作業⾦將全額無

息退費。《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業務專員回覆確認為準》。

3.本公司將於旅客繳交預約作業⾦後向郵輪公司進⾏訂船艙作業，實際之訂定結果，仍需依郵輪公司業者回覆之結果為準。提醒您，船艙可能產⽣

已客滿或無指定艙房型，恕無法擔保可預約到您所指定之艙房。若您無法接受變更，本公司將解除雙⽅契約並無息退還您所繳納之預約作業⾦。

4.旅客如已繳付預約作業⾦，並經本公司業務專員回覆船艙均已訂妥無誤後，旅客不得主張變更或取消本⾏程，如旅客任意取消或變更本⾏程者，

旅客已繳納之預約作業⾦恕無法退還或要求本公司為其他之補償。

5.分房中要有⼀位年滿21歲，才能刷出船票！

6.預約作業⾦繳交期限：於線上預約後24⼩時內繳交，尾款以業務專員回覆訂位成功確認為準。

7.經業務專員通知您已確認取得所需求之艙房後，旅客已繳交之作業⾦將⾃動轉為團費之⼀部並扣抵尾款，雙⽅契約視為⽣效，後續將由本公司業

務專員與您聯繫旅遊相關文件之交付。

8.櫻花盛開期間極為短暫，並受⾃然天候狀況(如下雨、颳風或氣溫)⽽有影響變化，⾏程期間如遇櫻花已尚未綻開或已凋謝，恕不提供任何形式之

補償。本⾏程則會依原訂⾏程前往景點，敬請⾒諒！

★報名及取消規定：請詳細閱讀，並請簽名回傳，以盡確實告知之義務.謝謝!

-公主遊輪包船特別協議書-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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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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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需佔床。

7.2.18歲以下未成年⼩孩：所有年齡未滿 18 歲不可單獨參加任何航程。

7.3.孕婦：以登船⽇為基準，孕婦懷孕需少於24週以內⽅可登船。 

7.4.⾝⼼障礙乘客必須可以⾃我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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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服⽤的藥物都必須⾃⾏攜帶妥當，便能適時

提供必要的幫助。

7.5.遊輪上配備醫務室及醫務⼈員，乘客如果在搭乘遊輪期間因病需要醫治，船公司將酌收合理醫藥費。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出境及搭機前

(1).請於班機起⾶前⼆⼩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續。

(2).領隊將於機場之集合團體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機⼿續及⾏李托運之後將護照發還給團員。

(3).團員領取護照後請⼀⼀檢查護照套內之各種簽證是否⿑全，若有不⿑請通知領隊。

(4).按航空公司規定，託運⾏李以每⼈⼀件(20公⽄)為限，若超過請團員⾃付超重費。

(5).每⼈攜帶外幣現⾦以總值美⾦⼀萬元為限，旅⾏⽀票不在此限。

(6).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登機。

(7).搭乘⾶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8).貴重物品請託放⾄飯店保險箱，如需隨⾝攜帶切勿離⼿，⼩⼼扒⼿在⾝旁。

(9).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扣上安全鎖，以測安全；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迅速離開。

(10).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11).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衣。

(12).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13).海邊戲⽔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14).⾃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體狀況不佳者請勿參加。

(15).搭⾞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請勿伸出窗外，上下⾞時請注意來⾞以免發⽣危險。

(16).搭乘纜⾞時請依序上下，聽從⼯作⼈員指揮。

(17).團體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意外。

(18).夜間或⾃由活動時間若需⾃⾏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9).⾏⾛陡峭之路請謹慎⼩⼼。

(20).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

(21).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22).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藥、私⼈習慣性藥物。

(23).錢幣：台灣出境 (A) 台幣:現⾦不超過60,000元

(B) 外幣總值:不超過美⾦10,000 元(旅⾏⽀票,匯票不計)

抵達當地之注意事項

(l).政府規定⾃87.10.01起，不得⾃海外攜帶新鮮⽔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果被沒收外，將處3萬⾄5萬元罰款。

(2).中國⺠航總局發出公告，決定加強對旅客隨⾝攜帶液態物品乘坐⺠航⾶機的管理。為確保⺠航⾶⾏安全，保護旅客的⽣命財產，⺠航總局經認

真研究並借鑒國際上有關做法，對旅客隨⾝攜帶液態物品乘坐⺠航⾶機作如下規定：

每名旅客每次最多共可攜帶１公升（每瓶容積均不得超過１００毫升）液態物品，經開瓶檢查確認無疑後，⽅可隨⾝攜帶乘坐⾶機；其他超出部

分⼀律托運。旅客不得隨⾝攜帶酒類（瓶裝、罐裝）。如確需攜帶，每⼈每次不得超過２瓶（１公⽄），且必須托運，包裝須符合⺠航運輸規

定。

因特殊原因需要隨⾝攜帶的液態物品，如患病旅客攜帶的液態藥品、帶有嬰兒的旅客攜帶的嬰兒飲⽤品等，經開瓶檢查確認無疑後，可予攜帶。

旅客因違反上述規定造成誤機等後果的，損失⾃負。

(3)⺠航局配合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要求，⾃2009年2⽉20⽇起，將消費性電⼦產品的備⽤鋰電池納入規範，備⽤鋰電池僅能放在⼿提⾏李中，且必

須符合⼀百⽡⼩時以下的規格限制。惡意違規者，最多可依⺠航法處以兩萬元到⼗萬元罰款。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6週前往「旅遊醫學⾨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體不

適，請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肥皂勤洗⼿、吃熟食、喝瓶裝⽔。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2018/08/06 18:06 更新

（4） 不接觸禽⿃、⽝貓及野⽣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

+886-800-001922）。

敬請與領隊合作、並祝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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