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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公主郵輪 帶您郵世界142 0 2 1

我們一直把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健康和安全措施放在首位, 這可能對我們的導航和服務會造成影響。查看 我們郵輪的最新資料 >>
，健康與衛生安全措施 >> 以及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 更新最新的旅遊諮詢。

enchanted
princessSM

奇緣公主號SM

Inaugural: 2021
Tonnage: 144,650
Capacity: 3,660

NEW
SHIP

majestic princess®

盛世公主號®

Refurbishment: Mar 2020
Tonnage: 143,700
Capacity: 3,560

royal princess®

皇家公主號®

Refurbishment: Dec 2018
Tonnage: 142,229
Capacity: 3,560

regal princess®

帝王公主號®

Refurbishment: Jan 2020
Tonnage: 142,229
Capacity: 3,560

ROYAL CLASS

sky
princessSM

星空公主號SM

Inaugural: 
20 Oct, 2019
Tonnage: 143,700
Capacity: 3,660

emerald princess®

翡翠公主號®

Refurbishment: Apr 2019
Tonnage: 113,561
Capacity: 3,080

crown princess®

皇冠公主號®

Refurbishment: Oct 2020
Tonnage: 113,561
Capacity: 3,080

caribbean princess®

加勒比公主號®

Refurbishment: May 2019
Tonnage: 112,894
Capacity: 3,140

sapphire princess®

藍寶石公主號®

Refurbishment: Apr 2020
Tonnage: 115,875
Capacity: 2,670

diamond princess®

鑽石公主號®

Refurbishment: Feb 2019
Tonnage: 115,875
Capacity: 2,670

ruby princess®

紅寶石公主號®

Refurbishment: Oct 2018
Tonnage: 113,561
Capacity: 3,080

grand princess®

至尊公主號®

Refurbishment: Mar 2019
Tonnage: 107,517
Capacity: 2,600

GRAND CLASS

coral princess®

珊瑚公主號®

Refurbishment: Jan 2019
Tonnage: 91,627
Capacity: 2,000

island princess®

海島公主號®

Refurbishment: Nov 2020
Tonnage: 92,822
Capacity: 2,200

CORAL CLASS

ITINERARIES

BEST
CRUISE LINE

RECOMMEND MAGAZINE
13-TIME WINNER

CRUISE LINE FOR
FIRST-TIMERS

BEST

CRUISE CRITIC

CUSTOMER
SATISFACTION

HIGHEST

TRAVELAGE WEST

MEGA CRUISE
SHIP LINE

TOP 5

TRAVEL + LEISURE

CRUISES FOR
FOOD LOVERS

BEST

FOOD & WINE
MAGAZINE

CRUISE LINE FOR
ENRICHMENT

BEST

CRUISE INTERNATIONAL (UK)

所有郵輪已設有 勳章假期TM  MedallionClassTM



†奇緣公主號   SM及星空公主號 ®上的Planks BBQSM及 Steamers SeafoodSM 將會以快閃店「pop up」的形式出現在環球美食自助餐廳內。  
‡ 酌收費用。場所及用餐選擇因船而異。

賓客數量

私人露台       

 勳章假期™ 郵輪

勳章網路™

星空露天電影院® 
（泳池畔電影院）
聖殿成人休憩區 
（成人專屬休憩區域）
意式披薩

國際點心吧 
（24 小時咖啡、甜點、 
三明治及小吃）

 SHARESM by Curtis Stone

French Bistro

HarmonySM

The Salty Dog GastropubSM

Sabatini’sSM Italian Trattoria

  Crown GrillSM

(steak & seafood)

Sterling SteakhouseSM

Vines (wine bar)

Chef’s Table Lumiere

Planks BBQSM

Steamers SeafoodSM

Kai S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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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船隊®包括 14 艘的大小船隻，每艘都設有精緻典雅的主餐廳、刺激的遊樂廳、劇院、休息室、游泳池等
設施與服務。
此外，還有各項經典設施：

Bayou Cafe & SteakhouseSM

觀瀾軒SM

†

†

†

†

+ + + ++ + + +

特色餐廳‡



認識

公主郵輪® 
勳章假期™ ™

搭配 海洋勳章™ OceanMedallionTM

公主郵輪勳章假期讓您享有更多時間從事喜愛的活動！
飲品會送到您的所在位置，船員會知道您的名字。勳章假期帶您體驗從未想像過的個人化服務。海洋

勳章就是這一系列新功能的關鍵，無論您使用全部或一部分功能，都可以享受同等優質的航程。部

落客（Courtney O'Dell） 表示：「海洋勳章完全把我寵壞了，如果沒有它，我不知道能不能再次踏上

郵輪旅遊！」 一旦嘗試過，您將感同深受！

Lorem
 ipsum



「不曉得如何前往餐廳嗎？簡單。海洋勳章將會引導您。 

找不到旅伴嗎？它也能幫忙。需要來杯飲品，但又不想離開池邊躺椅

嗎？海洋勳章同樣能搞定。」 

— 郵輪評論家資深編輯多莉.薩爾曼（Dori Saltzman）

* 請注意，視郵輪航行目的地而定，地形阻礙可能會使服務中斷，且此情況無法避免。此外，網路速度在加勒比海或地中海等南緯地區通常會較阿拉斯加或波羅的海等北緯地區快。

無需起身服務
加快登船速度

隨時都能玩樂方便出入

尋找方向及旅伴海上最佳 Wi-Fi*

想要在露台上享用雞尾

酒嗎？池畔旁想抹點防

曬乳？想搭配剛出爐的

薄餅觀賞星空露天電影

院 ®？

您的預訂將立即送上。

透過如同陸上般的連

線服務，早上與家人

視訊；下午在泳池池

畔欣賞您最愛的網上

節目；上載剛品嚐的

美味食物照到社交媒

體上。

艙門會在您抵達 

艙房時立即解鎖， 

顯示您的相片及個

人化問候語。

您是幸運兒嗎？您可

以在船上任何角落玩

玩吃角子老虎機、撲

克牌、輪盤及其他遊

戲，並進行下注。

取得逐步方向指示

，引導您前往想去

的地點。需要尋找

旅伴嗎？使用智能

裝置或船上的智能

板，便可知道他們

在船上的地點。

有海洋勳章在手，您可

以快速登船，立刻到自

助餐廳、游泳池、酒吧

或任何您喜愛的地方展

開假期！

從海洋勳章
™ 
開始

 

 

PRODUCT
DESIGN

AWARD WINNER

RED DOT AWARD
2019

INNOVATION
AWARD

HONOREE

CES
(CONSUMER ELECTRONIS SHOW)

2019

IoT WEARABLES

INNOVATION
OF THE YEAR

IoT BREAKTHROUGH
2019

一切從海洋勳章開始，所有乘客都會收到

一枚硬幣大小裝置，完全不需開啟或關閉。

這個裝置可取代郵輪上的房卡及信用卡。

戴上此裝置，您所需的任何一切盡在指尖

-漢堡及啤酒、如何前往您喜愛的表演場地

，甚至賭博遊戲。



日本
Japan

8/9/10   傳統祭典天
2021 - 7月19日   日本 - 東京(橫濱), 長崎, 神戶            , 大阪(京都)            , 關門海峽[觀光之旅]| 韓國 - 釜山祇園祭 天神祭

2021 - 7月27日   日本 - 東京(橫濱), 石卷, 函館, 青森           | 俄羅斯 - 海參崴睡魔祭

2021 - 8月4日     日本 - 東京(橫濱), 秋田           ,青森           , 高知              , 德島              , 
                        關門海峽[觀光之旅]| 韓國 - 釜山

睡魔祭竿燈祭 鳴子舞祭] 阿波舞祭

2021 - 8月14日   日本 - 東京(橫濱), 德島              , 熊野                     , 大阪(京都), 高知, 鹿兒島, 
                        佐世保 | 韓國 - 釜山

阿波舞祭 熊野花火大會

2021 - 10月7日   日本 - 東京(橫濱), 大阪(京都)                      , 蒲郡, 高知, 長崎, 廣島| 韓國 - 釜山岸和田地車祭

祇園祭 - 祈求疫疾驅散的祭典 天神祭 - 在陸地及水上祈求疫疾驅散的祭典 睡魔祭 - 用紙、竹、蠟燭做成的大型燈籠巡遊 竿燈祭 - 撐著24-46個的提燈  祈求五穀豐收的祭典，

鳴子舞祭 - 近2萬名舞者的舞蹈表演 阿波舞祭 - 德島縣內規模最大的舞蹈節目 熊野花火大會 - 在船上欣賞一埸壯麗的煙花表演 岸和田地車祭 - 日本最大、最奢華的花車祭典

HK$ 8,760起
內艙房

HK$ 15,000起
露台房

HK$ 20,015起
迷你套房

5  日韓之旅天 日本 - 東京(橫濱), 長崎 | 韓國 - 濟州

2021 -  9月18日

HK$ 5,858起
內艙房

HK$ 9,017起
露台房

HK$ 12,629起
迷你套房

東京(橫濱) 登船及離船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東京(橫濱) 登船及離船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我們一直把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健康和安全措施放在首位, 這可能對我們的導航和服務會造成影響。查看我們郵輪的最新資料 
(https://bit.ly/3e7ozWy)，健康與衛生安全措施 (https://bit.ly/2It4cbN)以及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https://bit.ly/3oNdMpJ) 更新最新的旅遊諮詢。



8   南方群島天
日本 -  東京(橫濱), 沖繩, 石垣 | 台灣 - 台北 (基隆)

2021 - 10月16日 

2021 - 7月19日   日本 - 東京(橫濱), 長崎, 神戶            , 大阪(京都)            , 關門海峽[觀光之旅]| 韓國 - 釜山

8   環遊北海道天
日本 - 東京(橫濱), 釧路, 小樽, 函館 [深夜離港]| 俄羅斯 - 科爾薩克夫 (南薩哈林斯克)

2021 - 9月1, 23日 

9  日本海天
日本 - 東京(橫濱), 青森, 新潟, 敦賀, 境港, 鹿兒島| 韓國 - 釜山

2021 - 9月9日 

9  日本探險家天
日本 - 東京(橫濱), 御前崎, 大阪(京都), 高知, 廣島, 長崎| 韓國 - 釜山

2021 -  8月23日

HK$ 7,637起
內艙房

HK$ 13,104起
露台房

HK$ 17,808起
迷你套房

HK$ 8,604起
內艙房

HK$ 14,844起
露台房

HK$ 19,859起
迷你套房

HK$ 8,916起
內艙房

HK$ 15,156起
露台房

HK$ 20,171起
迷你套房

6  日韓之旅天
日本 - 東京(橫濱), 和歌山, 鹿兒島| 韓國 - 濟州

2021 - 10月1日     

HK$ 6,412起
內艙房

HK$ 10,343起
露台房

HK$ 15,125起
迷你套房

HK$ 7,520起
內艙房

HK$ 12,987起
露台房

HK$ 17,691起
迷你套房

東京(橫濱) 登船及離船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東京(橫濱) 登船及離船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東京(橫濱) 登船及離船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東京(橫濱) 登船及離船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東京(橫濱) 登船及離船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Tel: 2850 6168 | Whatapps: 9778 8277
cruise@sightseers.com.hk

Suite 715, Wing On Plaza, 62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Hong Kong

License No.: 350295

價錢以雙人房每位計算，包括政府稅項及港口服務費，並不包括機票費用。此單張內容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公主郵輪有權更改任何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 丹麥 - 哥本哈根, 斯卡恩 | 俄羅斯 - 聖彼得堡 [停留一晚] | 

愛沙尼亞 - 塔林 | 瑞典 - 斯德哥爾摩(尼奈斯港)

2021 - 6月7日 | 7月1, 13*日 | 8月18^日 
倫敦 (修咸頓) 登船及離船

HK$ 12,512起
內艙房

HK$ 17,816起
露台房

HK$ 20,546起
迷你套房

12   北歐及俄羅斯天

星空公主號® Sky Princess®

到訪波特蘭(巨石陣):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波特蘭(巨石陣) | 根西島(聖彼得港) | 

愛爾蘭 -  科克(科布), 都柏林 | 北愛爾蘭 - 貝爾法斯特 | 蘇格蘭 - 格拉斯哥(格里諾克), 

因弗戈登, 愛丁堡(南昆斯費里) | 法國 - 巴黎/諾曼地(哈佛爾)

2021 -  7月25 日 | 8月6*

倫敦 (修咸頓) 登船及離船

12   英國列島天

到訪奧克尼群島(柯克沃爾):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 根西島(聖彼得港) | 愛爾蘭 -  科克(科布), 

都柏林 | 北愛爾蘭 - 貝爾法斯特 | 蘇格蘭 - 格拉斯哥(格里諾克), 因弗戈登, 奧克尼群島

(柯克沃爾), 愛丁堡(南昆斯費里) | 法國 - 巴黎/諾曼地(哈佛爾)

2021 - 6月19日

科克(科布)停留: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 根西島(聖彼得港) | 愛爾蘭 - 科克(科布)[停留一晚], 

都柏林 | 北愛爾蘭 - 貝爾法斯特 | 蘇格蘭 - 格拉斯哥(格里諾克), 因弗戈登, 愛丁堡(南昆斯費里)  

法國 - 巴黎/諾曼地(哈佛爾)

*格拉斯哥(格里諾克)停留一晚，代替愛丁堡
  (南昆斯費里)，可在當晚參與“愛丁堡軍樂節”

2021 - 5月26日 | 8月30日 

星空公主號® Sky Princess®

北歐
Northern Europe

*赫爾辛基取代塔林
^不到訪塔林

HK$ 14,256起
內艙房

HK$ 18,429起
露台房

HK$ 21,424起
迷你套房

我們一直把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健康和安全措施放在首位, 這可能對我們的導航和服務會造成影響。查看我們郵輪的最新資料 
(https://bit.ly/3e7ozWy)，健康與衛生安全措施 (https://bit.ly/2It4cbN)以及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https://bit.ly/3oNdMpJ) 更新最新的旅遊諮詢。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 挪威 - 松恩峽灣, 奧登, 奧勒松 | 冰島 - 阿克雷里, 伊薩菲厄澤港, 格蘭達

弗朵, 雷克雅維克

2021 - 6月26日

14   冰島及挪威天

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倫敦 (修咸頓) 登船及離船

HK$ 22,262起
內艙房

HK$ 33,572起
露台房

HK$ 41,762起
迷你套房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 挪威 - 特羅姆瑟, 阿爾塔 [停留一晚], 斯塔萬格, 羅佛騰群島 (格拉夫達)

2021 - 10月5日
14   追蹤極光之旅天

海島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倫敦 (修咸頓) 登船及離船

HK$ 19,688起
內艙房

HK$ 27,566起
露台房

HK$ 38,456起
迷你套房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7   西地中海天
意大利 -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 法國 - 科西嘉島(亞加奇歐), 馬賽 (普羅旺斯), 

佛羅倫斯/比薩(利沃諾)| 英屬 - 直布羅陀

2021 - 5月29日 |  6月26日 | 7月10, 31日 | 8月21日 | 9月4日

HK$ 7,988起
內艙房

HK$ 10,562起
露台房

HK$ 12,200起
迷你套房

奇緣公主號SM Enchanted PrincessSM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登船及離船

2020 新船首次到訪

7   地中海及天 意大利 -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西西里(墨西拿), 拿坡里(卡布里 & 龐貝)| 

黑山共和國 - 柯托爾 | 希臘 - 科孚島, 卡塔科隆 (奧林匹亞)

2021 - 5月22日 | 6月5^, 12, 19日 | 7月3*, 17, 24^日 | 8月7^, 14, 28日 |  9月11^, 18^日

奇緣公主號SM Enchanted PrincessSM

2020 & 2021 新船首次到訪

HK$ 7,988起
內艙房

HK$ 10,562起
露台房

HK$ 12,200起
迷你套房

*不到訪卡塔科隆 (奧林匹亞)
^瓦萊塔取代卡塔科隆 (奧林匹亞)

亞得里亞海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登船及離船

2020 & 2021 新船首次到訪

7   地中海天

HK$ 8,533起
內艙房

HK$ 11,185起
露台房

HK$ 12,823起
迷你套房

意大利 -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拿坡里(卡布里 & 龐貝)| 黑山共和國 - 柯托爾 | 

法國 - 科西嘉島(亞加奇歐), 土倫(普羅旺斯) | 西班牙 - 巴塞隆拿

2021 - 9月25日

奇緣公主號SM Enchanted PrincessSM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登船 | 
巴塞隆拿 離船



2020 新船

意大利 - 羅馬(奇維塔韋基亞) | 土耳其 - 古薩達斯(以弗所) | 克羅地亞 - 杜布羅夫尼克 |

希臘 - 雅典(比雷埃夫斯), 米克諾斯, 卡塔科隆(奧林匹亞) | 法國 - 土倫(普羅旺斯), 

科西嘉島(亞加奇歐)| 西班牙 - 巴塞隆拿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登船 | 
巴塞隆拿 離船

11   地中海全覽天

2021 - 10月13日 | 11月4日
奇緣公主號SM Enchanted PrincessSM

HK$ 13,292起
內艙房

HK$ 17,429起
露台房

HK$ 20,702起
迷你套房

2020 新船

西班牙 - 巴塞隆拿 | 法國 - 馬賽(普羅旺斯) | 馬爾他 - 瓦萊塔 | 黑山共和國 - 柯托爾 | 

希臘 - 科孚島 | 意大利 - 羅馬(奇維塔韋基亞), 佛羅倫斯/比薩(利沃諾), 西西里(墨西拿), 

拿坡里 (卡布里 & 龐貝) 巴塞隆拿 登船 |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離船

11   西地中海全覽天

2021 - 10月2, 24日奇緣公主號SM Enchanted PrincessSM

HK$ 13,058起
內艙房

HK$ 17,270起
露台房

HK$ 20,468起
迷你套房

意大利 - 羅馬(奇維塔韋基亞) | 希臘 - 卡塔科隆(奧林匹亞), 雅典 (比雷埃夫斯), 羅德島, 

米克諾斯 | 土耳其 - 古薩達斯 (以弗所) | 以色列 - 耶路撒冷/伯利恆 (阿什杜德), 

拿撒勒/加利利 (海法) |  塞浦路斯 - 利馬索爾 |   馬爾他 - 瓦萊塔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登船及離船
14   地中海及以色列天

2021 - 10月31日 | 11月14日

HK$ 27,098起
內艙房

HK$ 32,948起
露台房

HK$ 43,088起
迷你套房

海島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 西班牙 - 大加那利島(拉斯帕爾馬斯), 聖克魯斯省, 蘭薩羅特島

(阿雷西費), 維哥 (聖地牙哥) | 葡萄牙 - 馬德拉 (豐沙爾)

2021 - 10月12日
倫敦 (修咸頓) 登船及離船
11   加納利群島天

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丹麥 - 哥本哈根, 腓特烈西亞 | 挪威 - 克里斯蒂安桑, 海于格松, 奧勒松 | 蘇格蘭 - 設德蘭島 

(勒威克), 奧克尼群島 (柯克沃爾), 因弗戈登| 冰島 - 塞濟斯菲厄澤, 阿克雷里, 格蘭達弗朵, 

雷克雅維克 | 英國 - 倫敦 (修咸頓), 紐卡素

2021 - 7月11*日 | 9月9日 

哥本哈根 登船 | 倫敦 (修咸頓) 離船
16   冰島及挪威峽灣天

海島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不到訪紐卡素 HK$ 29,321起
內艙房

HK$ 38,681起
露台房

HK$ 48,431起
迷你套房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 根西島(聖彼得港) | 法國 - 拉羅謝爾(干邑) | 西班牙 - 畢爾包

2021 - 5月29日
倫敦 (修咸頓) 登船及離船

6   西班牙及法國天

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HK$ 6,857起
內艙房

HK$ 9,119起
露台房

HK$ 10,835起
迷你套房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 葡萄牙 - 波爾圖 | 英屬 - 直布羅陀 | 西班牙 - 馬洛卡 (帕爾馬)| 

意大利 -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西西里 (墨西拿), 拿坡里 (卡普里 及 龐貝) | 馬爾他 - 瓦萊塔

2021 - 10月19日倫敦 (修咸頓) 登船 |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離船

12   歐洲探險家天

HK$ 12,707起
內艙房

HK$ 20,117起
露台房

HK$ 23,627起
迷你套房

HK$ 11,537起
內艙房

HK$ 17,153起
露台房

HK$ 19,727起
迷你套房

英國 - 倫敦(修咸頓) | 挪威 - 海于格松, 松恩峽灣, 奧登, 特隆赫姆, 宏寧斯瓦 (北角), 

特羅姆瑟, 羅佛騰群島(格拉夫達), 奧勒松, 卑爾根

2021 - 6月12日, 8月21*日
倫敦 (修咸頓) 登船及離船
14   午夜太陽之旅天

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HK$ 22,223起
內艙房

HK$ 33,533起
露台房

HK$ 43,283起
迷你套房

歐洲
Europe

*不到訪海于格松

海島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Tel: 2850 6168 | Whatapps: 9778 8277
cruise@sightseers.com.hk

Suite 715, Wing On Plaza, 62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Hong Kong

License No.: 350295

價錢以雙人房每位計算，包括政府稅項及港口服務費，並不包括機票費用。此單張內容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公主郵輪有權更改任何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澳洲 - 墨爾本, 大蠔灣及菲欣納半島[觀光之旅], 亞瑟港, 荷伯特[停留一晚]

2021 - 10月25日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5   塔斯曼尼亞天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塔斯曼尼亞
Tasmania

HK$ 5,453起
內艙房

HK$ 7,403起
露台房

HK$ 8,573起
迷你套房

我們一直把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健康和安全措施放在首位, 這可能對我們的導航和服務會造成影響。查看我們郵輪的最新資料 
(https://bit.ly/3e7ozWy)，健康與衛生安全措施 (https://bit.ly/2It4cbN)以及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https://bit.ly/3oNdMpJ) 更新最新的旅遊諮詢。

澳洲 - 悉尼, 亞瑟港, 荷伯特[停留一晚], 大蠔灣及菲欣納半島[觀光之旅] 

2021 - 10月17日
悉尼 登船及離船
6   塔斯曼尼亞天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HK$ 6,779起
內艙房

HK$ 9,119起
露台房

HK$ 10,679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墨爾本, 亞瑟港, 荷伯特[停留一晚], 大蠔灣及菲欣納半島[觀光之旅], 菲利普島

2022 - 1月23日

澳洲 - 悉尼, 亞瑟港, 荷伯特[停留一晚], 大蠔灣及菲欣納半島[觀光之旅], 墨爾本 

2021 - 11月12*日 | 2022 - 1月10日
悉尼 登船及離船

7   塔斯曼尼亞天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HK$ 7,559起
內艙房

HK$ 10,289起
露台房

HK$ 11,849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墨爾本, 亞瑟港, 荷伯特[停留一晚], 大蠔灣及菲欣納半島[觀光之旅], 菲利普島
2022 - 3月23日

2022 - 2月11日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澳洲 - 布里斯本, 悉尼, 伯尼, 大蠔灣及菲欣納半島[觀光之旅], 亞瑟港, 荷伯特[停留一晚]

2021 - 11月1日
2022 - 1月17日布里斯本 登船及離船

10   塔斯曼尼亞天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HK$ 10,055起
內艙房

HK$ 12,785起
露台房

HK$ 15,515起
迷你套房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澳洲
Australia

10   昆士蘭天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HK$ 8,105起
內艙房

HK$ 11,225起
露台房

HK$ 13,565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悉尼, 艾爾利海灘, 道格拉斯港 [停留一晚], 威利斯島[觀光之旅], 布里斯本

2021 - 11月4日 

悉尼 登船及離船

澳洲 - 布里斯本, 悉尼, 艾爾利海灘, 道格拉斯港 [停留一晚], 威利斯島[觀光之旅]

2021 - 11月2日

布里斯本 登船及離船

澳洲 - 墨爾本, 悉尼, 艾爾利海灘, 開恩茲, 道格拉斯港, 威利斯島[觀光之旅], 摩頓島, 伊甸 

2021 - 12月1日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14   昆士蘭天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HK$ 10,328起
內艙房

HK$ 15,788起
露台房

HK$ 19,298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布里斯本, 艾爾利海灘, 開恩茲, 道格拉斯港, 威利斯島[觀光之旅]

2022 - 3月7日
布里斯本 登船及離船

7   昆士蘭天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HK$ 6,116起
內艙房

HK$ 8,456起
露台房

HK$ 9,236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墨爾本, 林肯港, 袋鼠島, 阿德萊德

2021 - 10月30日 | 12月15日
2022 - 2月24日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6   南澳探險家之旅天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HK$ 5,804起
內艙房

HK$ 8,144起
露台房

HK$ 9,298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墨爾本, 阿德萊德, 林肯港, 袋鼠島, 菲利普島

2022 - 1月3日 | 3月16*日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7   南澳探險家之旅天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HK$ 7,364起
內艙房

HK$ 10,484起
露台房

HK$ 12,044起
迷你套房

*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澳洲 -  悉尼 | 紐西蘭 -  新普利默斯, 皮克頓,  奧克蘭 

2022 - 4月2日悉尼 登船 | 奧克蘭 離船

6   澳洲及紐西蘭天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HK$ 5,960起
內艙房

HK$ 9,470起
露台房

HK$ 13,604起
迷你套房

紐西蘭 -  奧克蘭, 陶蘭加, 威靈頓, 基督城 (利特爾頓), 但尼丁(伽默港), 

峽灣國家公園 [觀光之旅]  | 澳洲 -  荷伯特, 悉尼

2022 - 3月9日

奧克蘭 登船 | 悉尼 離船
11   澳洲及紐西蘭天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HK$ 9,431起
內艙房

HK$ 14,111起
露台房

HK$ 17,231起
迷你套房

2021 - 11月26*日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 皮克頓取代威靈頓

澳洲 -  悉尼, 荷伯特 | 紐西蘭 -  峽灣國家公園 [觀光之旅], 但尼丁(伽默港), 基督城 (利特爾頓), 

威靈頓, 皮克頓, 陶蘭加, 奧克蘭

2022 - 2月25日

悉尼 登船 | 奧克蘭 離船
12   澳洲及紐西蘭天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HK$ 9,860起
內艙房

HK$ 14,930起
露台房

HK$ 18,050起
迷你套房

2021 - 11月14*日  
2022 - 1月18*, 30^日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 墨爾本取代威靈頓及皮克頓
^ 倒走行程; 不到訪基督城 (利特爾頓)

澳洲 - 悉尼, 布里斯本, 達爾文 | 印尼 - 龍目島 | 越南 - 胡志明市 (富美), 芽莊 | 

中國 - 香港 [停留一晚]

2022 - 3月7日
悉尼 登船 | 香港 離船

18   亞洲及澳洲天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HK$ 10,445起
內艙房

HK$ 13,955起
露台房

HK$ 16,295起
迷你套房

澳洲及

紐西蘭
Australia & New Zealand



13   紐西蘭天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HK$ 10,094起
內艙房

HK$ 15,554起
露台房

HK$ 18,674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悉尼 | 紐西蘭 -  峽灣國家公園 [觀光之旅], 但尼丁(伽默港), 基督城 (利特爾頓), 皮克頓,  

陶蘭加, 奧克蘭, 島嶼灣

2021 - 10月30日 | 11月19*日 | 12月2, 28日
2022 - 1月17, 30日 | 2月12^日

悉尼 登船及離船

* 不到訪島嶼灣
^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 威靈頓取代皮克頓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2021 - 12月7#, 20#日
2022 - 2月18#日

13   紐西蘭天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HK$ 10,094起
內艙房

HK$ 14,384起
露台房

HK$ 18,284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墨爾本 | 紐西蘭 -  峽灣國家公園 [觀光之旅], 但尼丁(伽默港), 基督城 (利特爾頓), 

威靈頓, 陶蘭加, 奧克蘭

2021 - 11月5, 18*日 | 12月21^日
2022 - 1月10+, 29#日 | 2月11*日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 納皮爾取代基督城 (利特爾頓)
^ 不到訪但尼丁 (伽默港)
#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 到訪納皮爾

14   紐西蘭天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HK$ 12,161起
內艙房

HK$ 15,281起
露台房

HK$ 18,011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布里斯本 | 紐西蘭 -  峽灣國家公園 [觀光之旅], 但尼丁(伽默港), 基督城 (利特爾頓), 

威靈頓, 納皮爾, 陶蘭加, 奧克蘭

2021 - 11月11日 | 12月20^日
2022 - 2月7日

布里斯本 登船及離船

*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不到訪陶蘭加及
   基督城 (利特爾頓)
^ 不到訪納皮爾

澳洲 -  布里斯本 | 紐西蘭 -  島嶼灣, 奧克蘭, 陶蘭加, 納皮爾, 威靈頓, 皮克頓, 新普利默斯

2021 - 12月6日
2022 - 2月21^日



南太平洋
South Pacific

澳洲 - 布里斯本 | 巴布亞新幾內亞 - 阿洛陶 (米爾恩灣), 基塔瓦島, 拉包爾,  基里維納島, 爭議島

2021 - 11月25日 
2022 - 1月27日布里斯本 登船及離船

11   巴布亞新幾內亞天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HK$ 9,860起
內艙房

HK$ 12,980起
露台房

HK$ 15,320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墨爾本 | 新加勒多尼亞 - 努美亞, 利福島, 松島 |  瓦努阿圖 - 維拉港, 盧甘維爾, 神秘島

2022 - 3月2日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14   新加勒多尼亞
     及瓦努阿圖

天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HK$ 10,406起
內艙房

HK$ 15,476起
露台房

HK$ 18,986起
迷你套房

澳洲 - 悉尼 | 新加勒多尼亞 - 松島, 努美亞 |  瓦努阿圖 - 神秘島 |  斐濟 - 蘇瓦, 

杜拉凡尼島, 勞托卡

2021 - 12月15日
悉尼 登船及離船
13   斐濟天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HK$ 11,537起
內艙房

HK$ 17,387起
露台房

HK$ 20,507起
迷你套房

2022 - 1月2*日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利福島取代松島

14   斐濟天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HK$ 12,044起
內艙房

HK$ 18,284起
露台房

HK$ 21,794起
迷你套房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澳洲 - 布里斯本 | 新加勒多尼亞 - 努美亞, 松島 |  瓦努阿圖 - 神秘島 |  斐濟 - 蘇瓦, 

杜拉凡尼島, 莎霧莎霧, 勞托卡

2022 - 1月3日

布里斯本  登船及離船

澳洲 - 悉尼 | 新加勒多尼亞 - 松島, 努美亞 |  瓦努阿圖 - 神秘島 |  斐濟 - 勞托卡, 

杜拉凡尼島, 莎霧莎霧, 蘇瓦

2022 - 3月20日

悉尼  登船及離船

Tel: 2850 6168 | Whatapps: 9778 8277
cruise@sightseers.com.hk

Suite 715, Wing On Plaza, 62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Hong Kong

License No.: 350295

價錢以雙人房每位計算，包括政府稅項及港口服務費，並不包括機票費用。此單張內容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公主郵輪有權更改任何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7   阿拉斯加冰川峽灣天
加拿大 - 溫哥華 | 阿拉斯加 - 凱次坎, 朱諾, 史開威, 冰川灣國家公園 [觀光之旅], 學府峽灣

[觀光之旅], 安哥拉治(惠提爾)

北行: 溫哥華 登船 | 安哥拉治 (惠提爾) 離船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阿拉斯加
Alaska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阿拉斯加 - 安哥拉治(惠提爾), 哈伯德冰川[觀光之旅], 冰川灣國家公園[觀光之旅] , 史開威, 

朱諾, 凱次坎 | 加拿大 - 溫哥華  

南行: 安哥拉治 (惠提爾) 登船 | 溫哥華 離船

2021  -  5月至9月 星期三、星期六啟航

北行部分航線由冰峽點取代凱次坎

Arctic Ocean

Inside Passage 

CANADA

UNITED
STATES

Wrangell-St. Elias
National Park

Denali
National Park

College Fjord

Prince
William
Sound

Vancouver
Island

Kenai
Peninsula

Kenai Fjords
National Park

Ketchikan

Talkeetna

Icy Strait
Point

Denali

Anchorage

Whittier

Valdez

Mt. McKinley Princess
Wilderness Lodge®

Denali Princess
Wilderness Lodge®

Fairbanks

100 Miles

Kenai Princess
Wilderness Lodge®

Copper River Princess
Wilderness Lodge®

Motorcoach

Northbound Voyage of the Glaciers

Southbound Voyage of the Glaciers

Rail

Catamaran

Lodge

Vancouver

Royal Princess® voyages may sail on the west side of Vancouver Island.

Fairbanks Princess
Riverside Lodge®

阿拉斯加深度遊 想深入體驗阿拉斯加當地的風土人情及捕捉野生動物蹤影，可在7天的

阿拉斯加冰川峽灣假期前或後參加我們陸地的行程。乘搭公主郵輪獨家的

Direct-to-the-Wilderness®火車前往阿拉斯加中心，並留宿在我們的野外度假屋探索丹奈利國家公園(Denali National Park)等著名景點及沉浸於壯闊美景之中。

+ +郵輪
觀景
火車

野外
度假屋

我們的野外度假屋設於五個，鄰近不同的國家公園附近，共4款陸地行程可供選擇。

HK$ 6,457起
內艙房

HK$ 10,748起
露台房

HK$ 13,946起
迷你套房

遠離塵囂冒險之旅
Off the Beaten Path 6 - 8 天

･ 深入阿拉斯加本土

･ 到訪費爾班克斯及/或
   安哥拉治

･ 在丹奈利國家公園學習
   自然歷史

･ 到訪基奈峽灣國家公園及/或

   朗格－聖伊利亞斯國家公園

   暨保護區

･ 包括部份觀光活動

豪華隨行之旅
Connoisseur 5 - 10 天

･ 提供頂級享受³

･ 到訪費爾班克斯或安哥拉治

･ 有專屬導遊隨行

･ 在丹奈利國家公園參加凍原
   荒野之旅

･ 到訪基奈峽灣國家公園及/
   或朗格－聖伊利亞斯國家公
   園暨保護區

･ 包括部份觀光活動

･ 包括大部分膳食

自由行之旅
On your own 3 - 4 天

･ 經濟之選

･ 到訪費爾班克斯或安哥拉治

･ 適合自由行旅客

･ 旅客可因應需要而自行安
   排行程

丹奈利探險家之旅
Denali Explorer 3 - 6 天

･ 最受歡迎

･ 到訪費爾班克斯或安哥拉治

･ 在丹奈利國家公園學習自然

   歷史

･ 包括部份觀光活動

至尊公主號® Grand Princess®

7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美國 - 西雅圖 | 阿拉斯加 - 朱諾, 史開威, 冰川灣國家公園[觀光之旅], 凱次坎 | 

加拿大 - 維多利亞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2021  -  5月至9月 星期六、星期日啟航

盛世公主號®航程恩迪科特臂峽灣和道斯冰川取
代冰川灣國家公園

西雅圖 登船及離船

HK$ 6,155起
內艙房

HK$ 9,509起
露台房

HK$ 11,459起
迷你套房

我們一直把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健康和安全措施放在首位, 這可能對我們的導航和服務會造成影響。查看我們郵輪的最新資料 
(https://bit.ly/3e7ozWy)，健康與衛生安全措施 (https://bit.ly/2It4cbN)以及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https://bit.ly/3oNdMpJ) 更新最新的旅遊諮詢。

Tel: 2850 6168 | Whatapps: 9778 8277
cruise@sightseers.com.hk

Suite 715, Wing On Plaza, 62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Hong Kong

License No.: 350295

價錢以雙人房每位計算，包括政府稅項及港口服務費，並不包括機票費用。此單張內容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公主郵輪有權更改任何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加勒比海
南美洲

Caribbean & South America

7   東加勒比海天 美國 - 勞德代爾堡 | 巴哈馬 - 公主島® | 美屬維京群島 - 聖湯馬斯 | 聖傑氏島

勞德代爾堡 登船及離船

2021  -  12月5, 19日

7   西加勒比海天 美國 - 勞德代爾堡 | 巴哈馬 - 公主島® |牙買加 - 歐丘里歐 | 開曼群島 - 大開曼島 | 

墨西哥 - 科茲美島
勞德代爾堡 登船及離船
加勒比公主號® Caribbean Princess®

2022  -  2月5, 19^日 | 3月5日

14   合恩角及
     麥哲倫海峽

天 阿根廷 - 布宜諾斯艾利斯[停留一晚], 烏斯懷亞(火地島), 馬德林港 | 福克蘭群島 - 史丹利島 | 

烏拉圭 - 蒙得維的亞 | 智利 - 聖地亞哥, 蒙特港, 阿瑪莉亞冰河[觀光之旅], 蓬塔阿雷納斯, 

合恩角[觀光之旅]

布宜諾斯艾利斯 登船 | 聖地亞哥 離船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倒走航線

2021  -  12月 19日

16   南極洲及合恩角天 智利 - 聖地亞哥, 合恩角[觀光之旅], 蓬塔阿雷納斯 | 阿根廷 - 布宜諾斯艾利斯, 烏斯懷亞(火地島) 

烏拉圭 - 蒙得維的亞 | 福克蘭群島 - 史丹利島| 南極半島[觀光之旅 - 象島, 南極海峽, 迪塞普遜島, 

傑拉許海峽, 諾伊邁爾海峽, 南設得蘭群島, 阿德默勒爾蒂灣]聖地亞哥 登船 | 布宜諾斯艾利斯 離船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倒走航線

HK$ 5,375起
內艙房

HK$ 8,105起
露台房

HK$ 10,055起
迷你套房

HK$ 5,531起
內艙房

HK$ 8,261起
露台房

HK$ 10,211起
迷你套房

HK$ 20,039起
內艙房

HK$ 25,967起
露台房

HK$ 31,427起
迷你套房

HK$ 25,421起
內艙房

HK$ 36,341起
露台房

HK$ 47,261起
迷你套房

加勒比公主號® Caribbean Princess®
2021  -   5月 22*日 | 6月5, 19日 | 7月3, 17日 | 11月28日 | 12月12, 26日   
2022  -  1月9, 23日 | 2月6, 20日 | 3月6^日 | 4月3, 30日 | 5月28日 | 7月2, 16日

2021 -  11月20*日 | 12月4*日星空公主號® Sky Princess®
2022 -  1月22*日 | 2月19*日 | 3月5*日

*聖馬丁取代聖傑氏島
^大特克島, 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取代公主島®

2022  -  1月2, 16, 30日 | 2月13, 27日 | 3月13, 27日

2022  -  1月4*, 20日

我們一直把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健康和安全措施放在首位, 這可能對我們的導航和服務會造成影響。查看我們郵輪的最新資料 
(https://bit.ly/3e7ozWy)，健康與衛生安全措施 (https://bit.ly/2It4cbN)以及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https://bit.ly/3oNdMpJ) 更新最新的旅遊諮詢。



巴拿馬運河
Panama Canal

10   巴拿馬運河、哥斯達
     黎加及加勒比海

天 美國 - 勞德代爾堡 | 開曼群島 - 大開曼島 | 哥倫比亞 - 卡塔赫納 | 

巴拿馬 - 巴拿馬運河 [部分觀光之旅], 克里斯托瓦爾 | 哥斯達黎加 - 利蒙 | 

牙買加 - 法爾茅斯

勞德代爾堡 登船及離船

*蒙特哥灣取代法爾茅斯
#歐丘里歐取代法爾茅斯

2021  -  11月6, 16#, 29#日 | 12月9, 19, 29#日
2022  -  1月8, 18*日 | 3月13#, 23日

15   巴拿馬運河 - 
     越洋之旅

天
美國 - 勞德代爾堡, 洛杉磯| 哥倫比亞 - 卡塔赫納 | 巴拿馬 - 巴拿馬運河 

[全程觀光之旅], 富爾特多爾 | 哥斯達黎加 - 蓬塔雷納斯 | 尼加拉瓜 - 南聖胡安 | 

墨西哥 - 瓦圖爾科, 瓦拉塔港

勞德代爾堡 登船 | 洛杉磯 離船

*倒走航線

新閘

新閘

HK$ 9,353起
內艙房

HK$ 15,203起
露台房

HK$ 17,543起
迷你套房

HK$ 13,097起
內艙房

HK$ 18,947起
露台房

HK$ 25,187起
迷你套房

海島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2021  - 12月12日

皇冠公主號® Crown Princess® 2022  - 1月28日 | 2月12*日
海島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2022  - 5月11*日

巴拿馬運河

聯同歷史悠久的船閘和全新的第三航道（可可利及阿瓜克拉拉

船閘）一同運作，使運河容量倍增。此重大工程於2016年完成

，開啟了海上貿易的全新時代，並可容納更大型的郵輪使用。

公主郵輪®是首艘乘載3,000位以上乘客及通過新開船閘的「超

級巴拿馬型 (post-Panamax)」郵輪。因此，多艘公主郵輪都將得

以通過運河。

「世界七大工程奇蹟」

皇冠公主號® Crown Princess®

Tel: 2850 6168 | Whatapps: 9778 8277
cruise@sightseers.com.hk

Suite 715, Wing On Plaza, 62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Hong Kong

License No.: 350295

價錢以雙人房每位計算，包括政府稅項及港口服務費，並不包括機票費用。此單張內容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公主郵輪有權更改任何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金卡會員
優惠
完成首航後，可享以
下會員優惠：
•  特別促銷/訂金折扣
•優先享有優惠價
•專屬會員線上服務

› 最後出清優惠
› 引薦朋友優惠
› 公主會員儲金帳戶

•  公主郵輪會員雜誌
•參加俱樂部派對
•僅限會員參與的船上活動
•公主郵輪護照
•金卡會員胸針

紅寶石卡會員
優惠
從第4 – 5次旅行，或
總航行天數達31–50天 
起，可享所有金卡會
員優惠及：
•專屬岸上觀光時，可撥打
郵輪會員服務櫃檯熱線
尋求幫助

•升級為白金公主假期
保障
› 保障事故與疾病醫療費
用 和行李/個人財產的
雙重 福利

› 特殊取消積分額度提升
至 100%

•購買船上的回顧
DVD可享 10% 折扣

•紅寶石卡會員胸針

白金卡會員
優惠
從第6 – 1 5次旅行，或
總航行天數達51-150天
起，可享所有紅寶石
卡會員優惠及：
• 免費網路抵用額度套裝*
•  優先登船服務
• 白金會員上岸交誼廳
• 免費公主遊輪全航線行程 
手冊

• 白金卡會員胸針

菁英卡會員
優惠
從第 16 次旅行或總航行
天數達 151 天以上起，可
享所有白金卡會員優惠
及：
優先服務
• 免費專業洗衣、乾洗及擦
鞋服務

• 登船時優先使用接駁船
• 新航線的優先訂位窗口

菁英折扣
• 精品店9折優惠
• 免費葡萄酒品鑒^

優先設施
•免費使用迷你吧†

•正裝之夜精緻開胃小點
（需事先要求）

•浴室設備升級
•客艙內享用傳統下午茶
（需事先要求）

•菁英卡會員胸針*網路額度視情況而定，不能與其他網路優惠同時使用。
^每次航程都有一場免費葡萄酒品鑒，21 歲以上的菁英會員可參加。
†21 歲以上的賓客僅可免費使用每個客艙內的迷你吧一次。

忠實賓客獎勵計劃

青少年專屬！

全新
 郵

支持

Tel: 2850 6168 | Whatapps: 9778 8277
cruise@sightseers.com.hk

Suite 715, Wing On Plaza, 62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Hong Kong

License No.: 350295

價錢以雙人房每位計算，包括政府稅項及港口服務費，並不包括機票費用。此單張內容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公主郵輪有權更改任何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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