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會後旅遊 

M 團:公主遊輪-奇緣公主號 米蘭&羅馬+地中海&愛琴海十三日 
2023/4/17~4/29 

每位團費NT$136,800 (兩人一室，團費包含全程陸上遊與陽台艙房費用)，32 人成團。 

奇緣公主號 Enchanted Princess 

預計 2020 年 6 月下水，展開浪漫地中海的全年航季。集結其姊妹號：皇家公主號、帝王公主號、

盛世公主號、星空公主號最精彩的特色和更多全新設施服務，為現今的遊輪設計立下標竿。 

 

噸位數：144650 噸 / 首航：2020 年 6 月 

載客數：3660 人 / 船員數：1346 人 

長度：330 公尺 / 寬度：66 公尺 / 遊客甲板：15 層樓 

 

亮點 1 美食升級 2.0 
奇緣公主號於船上 20 個餐廳和酒吧為賓客提供品種豐富的國際風味美食及本地特色佳餚。作為全球

珍饈大師，公主遊輪更連續多年榮膺《美食與美酒》頒發的『美食愛好者最佳遊輪』稱號，敬邀賓客

大肆品嚐。 

 

延續最為人稱讚的公主美食概念：廣受青睞的鹹狗燒烤吧（Salty Dog Grill）、被譽為海上最美味披薩的

手作披薩餐廳（Gigi's Pizzeria）、獨家體驗的夜光主廚檯餐（Chef’s Table Lumiere）、美食不間斷的環

球美食自助餐廳（World Fresh Marketplace）等，更全新打造公主演藝咖啡廳（Princess Live! Café）：

一邊欣賞舞台上不斷變化的現場演出，一邊品嚐咖啡師所製作的飲品，感受新鮮全新感官體驗； 

以及海上唯一爵士劇院的爵士酒吧 Take Five，每晚以現場三重奏演出精彩經典並講述各個時代的真實爵

士傳奇故事。 



主餐廳及特色美食 
奇緣公主號有三間主餐廳，每間餐廳均具有獨特主題，風格各異。位於 5 樓船中的聖托里尼餐廳(隨

時入席)以及分別位於 6 樓船中及船尾的卡布里餐廳(隨時入席)及阿瑪菲餐廳(傳統梯次入席)。此外，

奇緣公主號還為您提供眾多的餐飲選擇，提供全天用餐服務，從零食小點或主食正餐供您任意選擇。

(※部份餐飲服務需額外付費，請參考行前手冊及船上公告。) 

傳統梯次用餐：由我們為您安排固定的用餐時間和席次，有機會結識與您同桌用餐的乘客，並每晚享受由同一

個侍應生提供的統一服務。 

隨時入席用餐：您可自由選擇用餐時間和同桌餐友，不受固定安排的束縛，每天收穫嶄新體驗。 

 

除了上述各種特色美食，奇緣公主號還提供在艙房內的用餐選擇： 

 極致海景陽台用餐 (Ultimate Balcony Dining) 

在私人陽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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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額外付費) 

 24 小時客房服務 (Room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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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 2 空間升級 2.0 
奇緣公主號在各個公共空間秉持旗艦級遊輪一貫的服

務與設計，包括多項獲得消費者高評價的頂級體驗，同

時融合皇家公主號、帝王公主號、盛世公主號中最受歡

迎的特色設施，包括船中挑高的義式中庭廣場(The 

Piazza) 、擁抱無垠海景的海上空中步道 (The 

SeaWalk)、娛樂不間斷的星空露天電影院 (Movie 

Under the Stars)、成人專屬放鬆空間的聖殿成人休憩

區 (Sanctuary) ，孩童最喜愛的兒童育樂中心

Discovery 探索營(Camp Discovery)等，空間升級、

再擴大，創造老少咸宜的歡樂海上假期。(※部份設施

或服務需額外付費，請參考行前手冊及船上公告。)  

 

星空露天電影院 

原創設施。放鬆於泳池畔躺椅，

享受美味飲料和免費爆米花，

在巨幅螢幕上觀賞精彩大片、

盛大音樂會、體育賽事和其它

娛樂節目。 

 

Discovery 探索營 

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豐富設備，

包括 Wii、PS、電腦、影音、兒

童戲水池等設備，讓孩子們也

能在遊輪上享受歡樂時光。 

 

 

海上天空步道 

公主遊輪獨創的海上十大新奇

特色之一的海上天空步道，以

凌空 39 公尺、長 8.5 公尺的

360 度全透明玻璃長廊，盡享

海天一色的湛藍海景。 

 

 

 



亮點 3 放鬆升級 2.0 
奇緣公主號融合公主遊輪其他船隻廣受歡迎的設施，包括在位於船尾甲板的「尾跡泳池」、兩個全新

的頂層甲板深水泳池、一個放鬆身心的祕境泳池，同時升級了蓮花水療多功能療癒房，打造公主遊輪

最大海上水療空間，包括大型水療池、岩盤浴、土耳其浴、乾式及蒸汽式芳療室等。這艘新船也將為

賓客帶來更多紓壓服務，在寬敞舒適的聖殿成人休憩區提供全新現代風格設計，私人小屋也更大。 

 

蓮花水療 Lotus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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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極致的享受，體驗從頭到腳

的滋潤呵護。 

多功能療癒房 Enclave 

蓮花水療多功能療癒房打造公

主遊輪最大海上水療空間，包

括大型水療池、岩盤浴、土耳其

浴、乾式及蒸汽式芳療室等。 

 

 

 

健身中心 

獨特的海上健身中心內有跑步

機、躺式自行車、滑步機、重訓

健身器材、負重器械等等...讓您

一邊運動一邊欣賞海天一線的

無敵海景，在航程中維持身心

靈的平衡與健康。 

 

 

亮點 4：娛樂升級 2.0 
奇緣公主號配備多種設施，以震撼的視聽效果為您呈現最高水準

的娛樂節目，同時還配備了其它公主遊輪上不曾提供的精彩娛樂

項目。 

全新裝潢的維士塔表演廳，你可以盡情在此欣賞精彩表演，從現

場樂隊，喜劇演員、魔術師和音樂家，應有盡有。可以一面品嚐

精心製作的雞尾酒，找個喜愛的角落與朋友和家人好好放鬆，享

受美好時光。 



承襲公主劇場的科技變革，原創歌舞秀也將再進化，奇緣公主號推出全新 5-SKIES，這將是有史以來

最先進的演出節目。 

令人更加興奮的是，奇緣公主號將會引入全球首款融合虛擬與實體元素的沉浸式密室逃脫遊戲幽靈橋

Phantom Bridge，快來享受解謎的刺激與樂趣。 

 

公主劇院 

公主遊輪上最不可錯過的節目！

耗資重金打造，被譽為七大洋

上最好的娛樂表演廳，整間劇

院沒有一根樑柱會阻礙視線，

由世界級頂尖團隊演出，所有

節目都為公主遊輪娛樂部原創

演出，提供絕佳的看秀體驗。 

 

 

幽靈橋 Phantom Bridge 

全球首款融合虛擬與實體元素

的沉浸式密室逃脫遊戲。你將

駕駛一艘模擬船，在過去和未

來時間內進行互動體驗，25 分

鐘的故事時間內，你必須要在

虛擬房間內發現線索並解謎，

分秒必爭的探索爭取闖關！絕

對是解謎愛好者的最佳娛樂！ 

 

5-SKIES 

全新推出有史以來最先進的演

出節目，觀眾將隨著主角「一號

玩家」一起穿越虛擬與現實，並

在旅途中遇到新的夥伴。面對

重重關卡，一號玩家與夥伴們

是否能夠掌握五大天際，完成

所有挑戰，最終抵達「奇緣公主」

呢？ 

亮點 5：科技升級 2.0 
除了硬體設計上的變革以外，奇緣公主號配有全套「海洋勛章假期」MedallionClass 的旗鑑級遊輪，

增設獨步全球的穿戴式裝置「海洋勛章」 OceanMedallion，此舉將帶給旅客嶄新突破的全新服務，

打造更輕鬆且個人化的假期時光。此裝置更榮獲 CES®2019 創新獎，被視為旅遊度假產業的重大突

破，期待透過劃時代科技加強賓客與服務人員的互動，並提供貼心客製化服務內容。 

 

 

 

 

 

 

 

 

 

 

 

 



 

獨步全球的穿戴式裝置 

這個小巧玲瓏的「海洋勛章」裝

置，攜帶方便，可以當作項鍊、

手環穿戴或是以鑰匙圈隨身佩

帶，並搭配手機 APP 的應用。

※自動解鎖艙房：不需要四處翻

找房卡，在完成安全驗證後，只

要靠近艙房房門即可自動解鎖。

※隨心點單：透過「海洋勛章」

手機 APP，或艙房電視內的「海

洋點單 OceaNow」服務，選購

餐點、飲料或用品，如防曬霜等，

服務人員就能直接將物品送達

船上任何地點。 

人性化的科技創新 

※親友定位：輕鬆定位親友所在

處並發送聊天訊息，完成全船

點對點導航。 ※互動式航行時

刻表：使用航行時刻表服務，瀏

覽船上所有活動，並以書籤標

記感興趣選項，記錄在個人行

程中。 ※互動遊戲：享受全新

娛樂體驗，包括的互動遊戲、數

位尋寶、客製化頭像等等。 ※

怡情遊藝：旅客在船上任何角

落都能以真錢下注，暢玩包括

老虎機、撲克牌、賓果、輪盤、

快樂彩及彩券等遊戲。 

更加升級的網路服務 

公主遊輪全新推出的「勛章網

路 MedallionNet」服務利用更

加先進的科技設備，讓你在船

上任何角落都能收發網路，隨

時保持連接 Wi-Fi，而且更加穩

定，價格比以往更合理。若是一

次購買完整航程套裝，還將獲

得勛章網路吃到飽套餐的最優

惠價格，每天費用最低 9.99 美

元起（依照航程天數制定）。 

 

 

 

 

遊輪艙房介紹 

豪華陽台艙 
豪華陽台艙為您帶來比標準陽台艙更為舒適美妙的享受：面積達 

233 平方英呎（6.6 坪）的寬敞艙房，並特別配有 41 平方英呎

（1.2 坪）的豪華私人陽台。艙房內外兼修，裝修精美，內部設施

一應俱全，還特別設有一張柔軟的沙發床－不僅令您的休憩住宿

擁有更多舒心選擇，還可充分滿足三人同行的入住需求。 

遊輪路線參考圖: 

 

 

 

  



行程簡表 (團費包含全程陸上遊及遊輪艙房) 

日期 國家/城市 
遊輪 

抵達 

遊輪 

啟航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第 1 天 

4/17(一) 
巴黎市區遊~ X X 

敬請 

自理 

當地 

特色餐 

當地 

特色餐 

敬請自理 
(請續住 
會議飯店) 

第 2 天 

4/18(二) 

巴黎米蘭<參考航

班:AF1330 或 AF1230> 
X X 飯店內 簡餐 

當地 

特色餐 
當地飯店 

第 3 天 

4/19(三) 

米蘭大教堂→熱內

亞(勝利門、費拉里廣

場、哥倫布故居、聖

洛倫佐大教堂)→拉

斯佩奇亞 

X X 飯店內 
當地 

特色餐 

當地 

特色餐 
當地飯店 

第 4 天 

4/20(四) 

拉斯佩齊亞(五漁村、

比薩斜塔)→奇維塔

基亞 

X X 飯店內 
當地 

特色餐 

當地 

特色餐 
當地飯店 

第 5 天 

4/21(五) 

奇維塔基亞(梵蒂岡

博物館、聖彼得大教

堂)→羅馬 

X X 飯店內 
當地 

特色餐 

當地 

特色餐 
當地飯店 

第 6 天 

4/22(六) 

義大利 羅馬 

(奇維塔基亞) 登船 

下午 1:00 開始報到 

X 19:00 飯店內 遊輪內 遊輪內 

奇緣公主號 

遊輪豪華 

陽台艙房 

第 7 天 

4/23(日) 

義大利 拿坡里 

(卡布里和龐貝) 
07:00 18:00 遊輪內 

當地 

特色餐 
遊輪內 

奇緣公主號 

遊輪豪華 

陽台艙房 

第 8 天 

4/24(一) 
海上巡航 X X 遊輪內 遊輪內 遊輪內 

奇緣公主號 

遊輪豪華 

陽台艙房 

第 9 天 

4/25(二) 

希臘 克里特島 

(伊拉克利翁) 
09:00 18:00 遊輪內 

當地 

特色餐 
遊輪內 

奇緣公主號 

遊輪豪華 

陽台艙房 

第 10 天 

4/26(三) 

土耳其 庫沙達西 

(以佛索) 
07:00 14:00 遊輪內 遊輪內 遊輪內 

奇緣公主號 

遊輪豪華 

陽台艙房 

第 11 天 

4/27(四) 
土耳其 伊斯坦堡 09:00 18:00 遊輪內 

當地 

特色餐 
遊輪內 

奇緣公主號 

遊輪豪華 

陽台艙房 

第 12 天 

4/28(五) 
希臘 米科諾斯島 12:00 21:00 遊輪內 遊輪內 

當地 

特色餐 

奇緣公主號 

遊輪豪華 

陽台艙房 

第 13 天 

4/29(六) 

希臘 雅典 

(派里厄斯) 抵港 
04:00 X 遊輪內 

當地 

特色餐 

敬請 

自理 

僑居國/ 

溫暖的家 

請注意：行程不包含 4/17 第一晚飯店，請您續住原本的會議飯店一晚。 
*港口的途經順序、抵達啟航時間均為參考訊息，實際依照遊輪行程為主。 

*以上行程內容以行前說明資料為主。 



*觀光行程、餐食、住宿飯店如遇氣候或預約狀況不同，本公司保有變更權利，感謝您的諒解。 

*如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另外若因離隊其所衍生之交通費用需自費處理。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 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門票已按團體優惠價核算，故年長者及孩 童價差不另退費。 

每位團費NT$136,800 (不含國際段來回機票，兩人一室，入住公主遊輪陽台艙房)， 

32 人成團。報名截止日至 2022 年 12 月 23 日。 

報名時請務必提供護照影本資料！ 
 

團費包含: 

▲ 專業領隊&當地導遊 

▲ 旅遊巴士及專業司機 

▲ 公主遊輪陽台船艙費用、公主遊輪政府稅、公主遊輪港口稅金 

▲ 陸上遊行程列表中提及之景點門票、餐點及住宿飯店(4 晚) 

▲ 保險 200 萬履約責任險+20 萬醫療險。 

團費不包含: 

▲ 以上包含費用外的私人性消費及酒水費等其餘消費。 

▲ 第一晚 4/17 的住宿飯店，請貴賓續住會議飯店一晚。 

▲ 遊輪上服務人員小費美金每人每天14.5~16.5美金不等(以船上公告為主)，8天約116~132美元。 

▲ 陸上遊領隊.導遊.司機服務小費每人每天 12 歐元，13 天共 156 歐元。 

▲ 不含 4/13 台北/巴黎&4/29 雅典/台北的國際段來回機票(如需訂購歡迎另外洽詢)。 

注意事項(取消條款): 

因故取消者，需以書面通知該團旅行社: 海外台商旅行社將於報名截止後 10 天通知該行程是否成團。若報名

者在團體確認成團而於 2023 年 01 月 17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已產生的作業手續費。 

2023 年 01 月 18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20%。 

2023 年 02 月 20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50%。 

2023 年 03 月 20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75%。 

2023 年 04 月 03 日以後取消者不予退費。 

遊輪訂位入名單規定：訂船艙需要使用護照上的正確名字，一經訂位完成後，每間艙房只可以更改一位旅客名

字限一次。如出發前 90 天內(2023 年 1 月 17 日後)欲更改，需要取消並重新訂位，如此便有取消費產生。 

 

 

 

★主辦單位：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承辦單位：海外台商旅行社  

★旅遊報名表發送及聯繫窗口-海外台商旅行社電話:+886-2-3322-4458#38 Ivy 李 /E-mail: ivy@otcta.tw 

/傳真:+886-2-3322-2258 / Line:otcta88   

mailto:ivy@otcta.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