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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屬禮遇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基隆港【登輪 19:00 關閘 20:30 出發 22:00】 

報到手續將於登船時間前 30 分鐘開始辦理   基隆港為台灣第二大港口，也是台灣北部最重要的海運

樞紐，並在光緒 12 年(1886 年)，基隆港正式開 放為商港。從 1899 年，到 1935 年間共四期的基隆

港築港工程，興建了大型造船廠及軍港、漁港區。從碼頭倉庫到港區鐵路等設施皆相當完備，這四期

的築港工程，不但奠定了日後基隆港的發展基礎，也使基隆港在 1970 年代前，穩坐台灣第一大港寶

座；到了 1984 年時更成為世界第七大貨櫃港。1980 年代之後為了提升競爭力，基隆港開始轉型為結

合觀光、親水性之港口。在 2003 年時也設立了自由貿易港區。 自中山高東岸高架橋下，輪船搭乘處

即位於出口左側海港大樓旁，請於登船前一個小時到達。您也可以提早到聞名國內外的「基隆廟口」

小吃逛逛，可說是基隆觀光的重點。從愛三路到愛四路間的仁三路兩側，聚集許多個攤位，近年來經

過重新規劃整修，整理過的廟口小吃街，不但整條街變得井然有序、整齊美觀，而專屬的招牌更將各

家攤販的販賣物品，清楚地呈現在遊客眼前，整條小吃街的美食各有不同風味與歷史。 

★今天辦理登船手續,時間可能會較長,更需要您的耐心等候,也許場面會有點混亂,希望大家能保持愉

快的心情,配合且依照服務人員的指示,誠心希望大家都能享有美好的郵輪之旅。 

 

 

 

 

 

 

 

 

 



 

 

◎房型 DE-CA 房 

請至【環遊級】櫃台憑護照正本辦理報到。    

 

◎房型 BA 露台房 

請至【露台級】櫃台憑護照正本辦理報到。  

 

◎房型 AC-AS 套房 

請至【套房旅客報到處】櫃台憑護照正本辦理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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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麗星郵輪 寶瓶星號 自選艙房 

  



第 2 天  

海上巡遊 

寶瓶星號擁有多項運動及健身設施—不管是在高爾夫練習場推桿、輕鬆地在泳池裡暢遊、放鬆身心享受養生水療及美

容沙龍、在宇宙健身房快樂地甩去身上的贅肉…連小朋友們也可以在電子遊樂中心以及專屬的護幼中心，享受健康而

快樂的體驗！各項有趣的設施與活動，保證您全家大小，都有一個充實而愉快的旅程！ 寶瓶星號的夜晚，愈夜愈美

麗！我們為您帶來世界級的娛樂表演，您可以在「海星俱樂部」盡情欣賞國際級舞團的歌舞表演，或者在「星辰酒廊」、

「藍湖咖啡座」，靜靜享受醇酒與輕音樂的抒情時光… 無論身在哪家餐廳，您都可盡情享受亞洲及國際佳餚。您可

以在奧珊娜燒烤餐廳吃個輕鬆的晚餐，在 24 小時營業的藍湖咖啡座吃亞洲美食，也可以在大班享受優雅的中式晚餐。  

娛樂節目  

您可以載歌載舞，展現歌喉，盡情享受樂趣。多才多藝的樂

隊可為您演唱動人的中英文歌曲。另外也有魔術表演可供欣

賞。 

魔術表演 - Max Stevenson 

由來自法國的著名魔術師 Max Stevenson 創造的壯麗幻

象下，讓你的想像力翱翔於神奇的世界。 

Close-up Magic，Max Stevenson 透過充滿樂趣和神奇的

互動，呈現出如幻似真的近距離魔術和純熟手法。 

Light of Happiness 沉醉於美麗童話國度裡的奇幻王國 ，

引領您進入如幻似真的場景，以光營造快樂力量，克服每個

靈魂中的陰霾。   

佳餚盛宴 

無論身在哪家餐廳，您都可盡情享受亞洲及國際佳餚。您可以在奧珊娜燒烤餐廳吃個輕鬆的晚餐，在 24 小時營業的

藍湖咖啡座吃亞洲美食，也可以在大班享受優雅的中式晚餐。 

奧珊娜燒烤 

如果您想放鬆一下，可以來我們的燒烤餐廳，盡情享受新鮮出爐的烤肉、美味沙律和冷凍飲料，同時盡享全景海景。 

湖畔吧 

湖畔吧提供的飲品種類繁多，定會吸引不同的好酒人士，另外酒吧也是在航海家餐廳用餐前喝開胃酒的好地方。  

航海家餐廳  

還未決定想吃哪種菜式？那麼航海家餐廳或許是您的理想之選。這間適合一家人到訪的餐廳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時尚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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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福岡 【抵達 15:00(16:00) 出發 23:59(01:00+1D)】 

福岡  

今日抵達【福岡】，位於日本九州的北部、福岡縣西部的一個都市，是福岡縣的縣廳所在地，同時為政令指定都市之

一。福岡市擁有 150 萬以上的人口，是九州最大都市與政治、經濟、交通中心，也是大阪市以西人口最多的城市。以

福岡市為中心的福岡都市圈聚集了眾多政府機關和企業分公司，是日本人口第五多的都市圈，並和北九州都市圈共同

構成了北九州－福岡都市圈。 

※今天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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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或購物或參加郵輪公司安排當地觀光

行程。 

抵達 15:00(16:00) 出發 23:59(01:00+1D) 

( ):為當地時間 

今日您可自由活動或參加船上自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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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長崎 【抵達 10:00(11:00) 出發 20:00(21:00)】 

長崎  

今日抵達【長崎】，長崎縣位於九州西北端，由 5 個半島和許多小島組成。靠近東亞大陸的地理位置使得長崎縣在古

代是外國文化進入日本的窗口，多國文化交匯的長崎縣也因此擁有眾多風格各異的建築。長崎市現在還有日本三大中

華街之一的長崎新地中華街（另外兩個是橫濱中華街和神戶南京町）和孔子廟。長崎市的夜景享有很高評價，和札幌

市、神戶市並列為「日本新三大夜景都市」。 

※今天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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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或購物或參加郵輪公司安排當地觀光

行程。 

 

抵達 13:00(14:00) 出發 21:00(22:00) 

( ):為日本當地時間 

今日您可自由活動或參加船上自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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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海上巡遊 

寶瓶星號擁有多項運動及健身設施—不管是在高爾夫練習場推桿、輕鬆地在泳池裡暢遊、放鬆身心享受養生水療及美

容沙龍、在宇宙健身房快樂地甩去身上的贅肉…連小朋友們也可以在電子遊樂中心以及專屬的護幼中心，享受健康而

快樂的體驗！各項有趣的設施與活動，保證您全家大小，都有一個充實而愉快的旅程！ 寶瓶星號的夜晚，愈夜愈美

麗！我們為您帶來世界級的娛樂表演，您可以在「海星俱樂部」盡情欣賞國際級舞團的歌舞表演，或者在「星辰酒廊」、

「藍湖咖啡座」，靜靜享受醇酒與輕音樂的抒情時光…    

無論身在哪家餐廳，您都可盡情享受亞洲及國際佳餚。您可以在奧珊娜燒烤餐廳吃個輕鬆的晚餐，在 24 小時營業的

藍湖咖啡座吃亞洲美食，也可以在大班享受優雅的中式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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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基隆港【抵達 16:00】 

把握在寶瓶星號的歡樂時間，悠閒在甲板漫步或是聆聽船上表演者演奏的浪漫樂章，娛樂部職員準備了各式的娛樂活

動，記得準時參加！ 

離船手續-注意事項 

◎建議您於行程結束登岸的前一夜，上岸前至少 3 小時之前結清您在此航程中的消費帳單。 

◎護照的發放工作依據先到先得的原則，領取護照前請先結清您的帳單，請所有嘉賓攜帶好您的登船卡領取護照，同

時您也可以代替您的家人或朋友領取護照，於此同時請攜帶好所有人的登船卡以便工作人員核實（一張登船卡領取一

本護照） 

◎請依照船上廣播通知，至指定地點等候依序離船。  

◎退房前請記得仔細檢查房間內及保險箱的私人行李及貴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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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証說明 

 乘客須出示有效期限 6 個月以上的護照正本【若雙重國籍旅客，請攜帶二本護照】於集合時間換取登船證，並請於關

閘時間前登船，否則在關閘後無法登船，全數團費無法退還。 

 所有辦理出境手續的護照及簽證，將由船上有關部門保管，以便代客辦理各地的出入境手續，直至船隻返扺台灣前，

將以廣播通知乘客領取證件。 

 辦理日本通關手續注意事項: 請自行攜帶一份護照影本必須清晰,整潔,並且尺寸不得放大或縮小。必須保持與原件相

同的尺寸。複印於"A4"大小紙張中(請於護照親簽後再複印) 。 

通關須知 

 請於關閘規定時間前 30 分鐘辦妥登輪報到手續，如有延誤請自行負責。 

 不可攜帶超過美金現金 USD10,000 元或等值外幣或不可超過新台幣 NTD100,000 元。 

 禁止攜帶任何酒精類飲料及生食、熟食登輪，並且禁止攜帶速食麵、咖哩湯塊、含肉餅乾、寵物飼料及蔬果花卉等動

植物及其產品返國，以免被查獲而受罰 

 



費用說明 

 

行程規定 

 麗星郵輪在不可抗力及惡劣天候因素下保有取消或更改既定航程,時間、船隻及更改價格之權利，恕不預先通知。 

 參加麗星郵輪寶瓶星號所有航程之旅客皆需有效護照(限 6 個月以上)方可出發。 

 訂位確認後，如更改訂位資料，則收取手續費每位$600;如取消訂位將依下表收取費用。 

 懷孕不足二十四週的孕婦乘客可在持有醫生證明下登船；懷孕二十四週以上的孕婦乘客一概不能登船  

 船停泊各港口時將依實際航行時間略作調整，行程表若因故調整不作預先通知。 

 航程結束或有其他正當事由，旅客經麗星郵輪請求離船而無故不離船者，將涉嫌違反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規定，依法得

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旅客安全及舒適一直是麗星郵輪的首要原則。有關航程的變更是麗星郵輪根據母港/停靠港當地之天氣報告而決定。若

遇天候不穏定或熱帶風暴/颱風有最新的影響及發展，麗星郵輪亦不排除再次更改行程之可能。 

 

注意事項 

★麗星郵輪 ~ 特別協議書內容與注意事項： 

(一) 費用和行程的異動： 



1.麗星郵輪和旅行社，因基於環境可能有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搭船、飯店、觀光、行李和行程、停、離港的時間及

特別的節目等等，會在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而做出必要的變更。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麗星郵輪公司和旅行社可不負任

何退款和賠償問題。 

2.任何麗星郵輪和岸上觀光旅遊，如果因環境惡劣而取消，將以麗星郵輪公告為主。 

3.船舶停靠各港口時將依實際航行時間略作調整，行程若因故調整恕不作預先通知。 

(二) 艙位的預約、變更預約、或取消： 

1.甲方在委託乙方預訂作業時,每人須繳付作業金始能訂。 

2.如果訂金和尾款沒有在規定的期間收到，麗星郵輪和旅行社可以將艙位取消權利。 

3.所有變更取消之團體或個人，務必以書面通知，方屬有效。更改規則如下： 

A:更改不同航程或出發日期或變更艙等—無論是否在促銷的期限內，原訂位視同取消訂位，取消費用照下列規定(四)

收取，更改後的新訂位須以當時艙房價格計。 

B:訂第三人免費之促銷方案，若取消其中一人，照麗星郵輪規定，原訂位視同全部取消。此促銷之取消費用照上列規

定收取。 

※變更後不適用原來的優惠價格，須以新訂位當時適用艙房價格計;出發前 7 天內之更改訂位，視同取消，並收取百

分百的艙房取消費，新訂位以當時適用之艙房價格計。 

C:換人—限同艙等互換，每人收取 NTD600.-變更手續費。(作業至少一個工作天，不含假日) 

※每個艙房不得全部更換名單，否則視為取消，取消費用依照上列規定收取，並重新訂位及計費。  

D:調換房間—限同艙等互換，每人收取 NTD600.-變更手續費。 

E:艙房降等—訂位確認後不得艙房降等，如需變更，視同取消，取消費用依照上列規定收取。 

※其他更改項目視同取消。 

※換人、調換房間、艙房降等等之變更手續費及取消費用，更改事實一經成立，無法退還。  

(三) 責任問題： 

1.凡參加郵輪旅遊者，須遵守各國法例及持有六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簽證。如因個人理由或簽證及護照問題，遭某一

國家拒絕入境，本公司概不負責。 

2.如因個人問題而被拒出、入境，其旅費恕不發還。若因此所需額外費用，如交通安排、住宿等須由其個人負責，概

與本公司無關。 

3.乙方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200 萬旅行社責任險及 20 萬元意外醫療保險。甲方如有須要，可委由乙方代理或自

行購買其它平安保險。 



4.孕婦:以登船日為基準，懷孕未滿 24 週(含)之孕婦須出示醫生證明其適合在船上旅遊，懷孕 24 週以上之孕婦不能

登船旅遊。 

5.未滿六個月嬰兒及 90 歲以上旅客(以出發日為主)，不接受訂位。 

6.為保護旅客安全，殘障人士、視障或聽障人士，請務必先告知，以便麗星郵輪對您的特別照顧。  

7.糖尿病患、洗腎者需自行攜帶針劑或腹膜透析..等特殊藥品隨行旅遊、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者，務請於委託訂位時主

動告知乙方，並需提供英文版醫生診斷證明、所攜帶之藥劑數量, 並完成填寫麗星郵輪疾病切結書後始能登船。 

甲方如未能主動告知或未能及時提供必要之文件予乙方時: 

(a) 所有因此而產生之變更、取消費用, 一律自行負責,不得要求乙方退費。 

(b) 登輪當日,如仍未能清楚說明身體健康狀況時,麗星郵輪保有絕對權利拒絕其登輪,且不予退費。 

8.役男、軍警及軍警約聘雇人員等特殊身分，請遵守相關法令規定，至鄉鎮區公所或人事單位辦理申請或登記出國核

准。 

9.航程結束或有其他正當事由，旅客經麗星郵輪請求離船而無故不離船者，將依相關法律送警究辦。旅客並有可能因

違反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規定，而被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