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夢郵輪．探索夢號
2020 郵輪之旅．環島緩島

探索夢號排水量達 7 萬 5338 噸、可搭載 1870 名旅客，將增設由星夢郵輪引入亞洲的「The 

Palace 皇宮」貴賓專屬區域，為入住 50 間「The Palace 皇宮」套房的旅客提供尊貴的歐式

管家服務；星夢郵輪表示，雲頂郵輪從亞洲出發，無論在餐點或服務上都能符合亞洲人需求，

因此探索夢號將秉承星夢郵輪融會中西的理念，將餐飲體驗提升至更高境界。此外，星夢郵

輪最受歡迎的「水晶生活」中西式 SPA 也會登陸探索夢號。

備註： 

【費用說明】

★價格已包含 5% 營業稅

★售價為 2 人一室入住艙房每人所需之費用；因防疫需求及人數控管，如需訂購三人／四人

房需另外申請

★單人住房費用：每人艙房金額 200%

★同房第 3、4 人費用：第 1、2 人房價之 50%

★嬰兒 (6 個月～未滿 2 歲 ) 同房第 1、2 人之艙房價之 25%( 嬰兒須為同房第 3、4 人方可適用 ) 

【費用不包含】

★港務稅（台幣 $1200/ 人）及手續費用及國際旅客觀光稅

★不含停靠點岸上觀光套裝行程費用 

★不含郵輪服務費 ( 依照郵輪公司公告為準 )

　乘客需於航程結束前，於船上支付郵輪服務費（2 歲以下嬰兒免費）：

　露台客房以下（ISS、OSS、BSS）郵輪服務費｜台幣 $1,350/ 人

　套房以上（DPS、DDS、DPP、DPV）郵輪服務費｜台幣 $1,740/ 人

※ 郵輪艙房服務費依遊輪公司公告為準，費用將自旅客的船上消費帳戶計算並由郵輪公司收取。



｜大堂｜

寬敞的大空間讓旅客傭
有舒適放鬆的環境可在
此休閒。

｜星夢精品廊｜

想在海上體驗奢華購物
的無窮樂趣嗎？星夢郵
輪薈萃世界知名尊奢品
牌及設計師之精品，您
在欣賞源源不絕的娛樂
節目之餘，更可盡情沉
醉於這免稅購物天堂，
放 心 購 買 各 款 名 貴 腕
表、璀璨珠寶、高級皮
具等名品，同時享受正
品及價格保障。

設　施　介　紹



｜星座劇院｜

｜凱撒滑水梯｜

星座劇院採用先進的 3D
電影技術，配合杜比環
繞 音 響 與 3D 眼 鏡， 營
造出完美的沉浸式劇院
效果，巨幅螢幕令您感
覺仿佛置身影片中，奇
妙的體驗令人難忘。

從海上高聳的滑梯一躍
而下，耳邊生風，還有
什麼比這更驚險刺激？
水上滑梯的獨特魅力定
讓您樂而忘返。

｜麻將廳｜

招呼一班朋友到舒適的
麻將房過過手癮，測試
您和對手的麻將水平，
是消磨幾個小時的理想
地方。但千萬別忘記停
下來享用餐點和茶點。



｜動感地帶｜

適合青少年放鬆、互動
交流及結伴遊玩的休閒
娛樂場所，設備包括多
部電子遊戲機。  

｜小小夢想家天地｜

｜ VR 探索館｜

小小夢想家天地為 2–12 
歲兒童開放，于非繁忙
航次，孩子們可以在專
業看護的監督下，自由
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

專為兒童打造的趣味活
動及遊戲中心，提供各
式 繽 紛 娛 樂 活 動 和 遊
戲，讓孩子們享受自由
的玩樂時光。

配 備 頂 級 虛 擬 實 境
（VR）/ 擴增實境（AR）
遊戲，包羅時下最新及
各式經典的電玩遊戲中
心，齊備等開鎖王、推
幣機、抓娃娃等遊戲，
可供全家暢享虛擬現實
及遊樂體驗的樂趣。
備注︰遊戲或有年齡、
身高和身體狀況限制。
詳 情 請 參 閱 船 上 宣 傳
品。



｜羅馬泳池｜

｜美髮沙龍｜

以古羅馬為設計主題的
戶外泳池甲板，備有「凱
撒」滑梯、 按摩池、現
場樂隊表演舞台及大型 
LED 屏幕，可供暢泳。

不論您想做簡單的頭髮護
理或是打造全新造型，專
業的造型師及美容師都會
為您悉心服務。除了設計
最新的髮型外，我們還提
供化妝和美甲服務，讓您
在旅程中擁有至尊享受。

男士們可以敷上熱毛巾、
塗上剃須膏，您在此可享
受到專業的傳統泡沫剃須
服務；另有經驗豐富的髮
型師幫您設計完美造型。

｜健身中心｜

嶄新的健身器材，加上
專業私人健身教練，為
您打造完美的專屬健身
體驗。皮拉提斯、瑜珈
等豐富項目應有盡有，
讓您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健身方法。

注：歡迎 16 歲及以上賓
客使用健身設備。請穿
著運動服裝。禁止穿著
拖鞋及涼鞋入內。



｜百味軒｜

＊免付費
優質精緻的用餐環境，
襯托美食的理想場所。

｜麗都自助及燒烤餐廳｜

｜星夢餐廳｜

＊免付費
餐廳內裡藍白分明，色
調迷人，提供世界各地
的精緻美食自助餐。

＊免付費
優質精緻的用餐環境。



｜意大利披薩餐廳｜

｜棕櫚閣｜

＊需付費
融合意國及日式風味的
新派意大利菜和披薩，
專為熱愛創意美食的賓
客而設。

＊需付費
在這間視野開闊的餐廳，
一邊悠享香濃的咖啡或茶
飲，一邊將壯麗海景盡收
眼中；晚上會有雞尾酒和
葡萄酒提供。

｜抹茶坊｜

＊需付費
暢享風靡日本以至整個
亞洲的抺茶甜品。



｜海景房 OSS ｜

｜露臺房 BSS ｜

樓層：4~6F、8~10F 
配置：2 張單人床 +1 張雙人
沙發床
容納人數：4 人
大約面積：約 13~20 平方公
尺
＊兩張單人床 / 一張雙人床，
配備精選優質寢具
＊單人 / 雙人沙發床或牆櫃床
＊獨立衛浴

樓層：9~11F
配置：1 張雙人床 +1 張雙人
沙發
容納人數：4 人
大約面積：約 18~20 平方公
尺
＊專屬露台
＊兩張單人床 / 一張雙人床，
配備精選優質寢具
＊提供單人 或 雙人沙發床
＊獨立衛浴

房　型　介　紹



｜皇宮套房 DPS ｜

樓層：9~11F
配置：1 張雙人床 +1 張雙人沙發
容納人數：4 人
大約面積：約 22 平方公尺
＊寬敞的專屬露台
＊舒適特大雙人床及一張雙人沙發床，配備精選優質寢具
＊獨立豪華衛浴
＊ 24 小時尊尚禮賓管家服務



｜皇宮豪華套房 DDS ｜

樓層：10~11F
配置：1 張雙人床 +1 張雙人沙發
容納人數：4 人
大約面積：約 37~44 平方公尺
＊寬敞的專屬露台
＊舒適特大雙人床及一張雙人沙發床，配備精選優質寢具
＊獨立豪華衛浴
＊ 24 小時尊尚禮賓管家服務



｜皇宮行政套房 DPP ｜

樓層：9F、10F
配置：1 張特大雙人床 +1 張單人沙發
容納人數：3 人
大約面積：約 50~60 平方公尺
＊寬敞的專屬露台
＊舒適特大雙人床及一張雙人沙發床，配備精選優質寢具
＊獨立豪華衛浴
＊ 24 小時尊尚禮賓服務及私人管家服務



｜皇宮庭苑別墅 DPV ｜

樓層：11F
配置：1 張特大雙人床 +1 張雙人沙發
容納人數：4 人
大約面積：約 85 平方公尺
＊寬敞的專屬露台
＊舒適特大雙人床及一張雙人沙發床，配置精選優質寢具
＊獨立豪華衛浴
＊ 24 小時尊尚禮賓服務及私人管家服務



套　房　禮　遇

｜專屬公共區域｜

｜皇宮專屬櫃台｜

｜皇宮專屬餐廳｜

｜皇宮專屬泳池｜

｜ Lounge ｜

適用房型：皇宮套房 / 皇宮豪華套房 / 皇宮行政套房 / 皇宮庭苑別墅



Information

參團須知

｜艙房預定作業金｜

★每人新台幣 5,000 元

【費用包含】
★郵輪船艙費用：相關權利義務依據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為準，船艙費用服務
內容包含：郵輪艙房住宿、免付費餐廳、各項免付費娛樂活動、免付費活動設施、免
付費表演，由星夢郵輪公司提供並請依照郵輪日報表列項目為準。
★旅行社責任保險新台幣二百萬元（含新台幣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實支實付） 
( 艙房售價請參考行程內容 之艙房價格表。三人房、四人房及升等房型數量有限，請及早提
出需求，以免向隅。)
★價格已包含增值營業稅 5%。

【費用不包含】
★港務稅（台幣 $1200/ 人）及手續費用及國際旅客觀光稅。
★不含郵輪付費餐廳、付費娛樂活動、付費設施及郵輪各項需旅客自費等項目（部分
艙房因尊榮禮遇規格除外）。
★不含旅客自理自費之岸上觀光遊覽項目及內容。
★不含郵輪各停靠點之岸上觀光套裝行程，岸上觀光行程須自費加價購買。
★不含郵輪艙房服務費：
　乘客需於航程結束前，於船上支付郵輪服務費（2 歲以下嬰兒免費）收費如下所示：
　露台客房以下（ISS、OSS、BSS）郵輪服務費｜台幣 $1,350/ 每人 / 每晚
　套房以上（DPS、DDS、DPP、DPV）郵輪服務費｜台幣 $1,740/ 每人 / 每晚

※ 郵輪艙房服務費依郵輪公司公告為準，費用將自旅客的船上消費帳戶計算並由郵輪
公司收取。

｜旅客辦理出國郵輪旅遊事宜｜
★旅客於簽約時支付本公司委託訂位作業金，並提供正確護照英文名字，以確保訂位
與雙方權益。
★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艙房預定作業金每人新台幣 5,000 元整，方受理並進行艙房預
訂。艙房訂購完成，作業金轉為訂金。
★旅客於出發前 46 天需付清所有船費、岸上觀光費用 ( 如有 ) 之所有餘額款項。
★若因個人因素而導致簽證被拒，旅客需自行承擔所屬責任，並需交付已代辦之各項
費用。



｜出團注意事項｜
★為符合防疫規定，郵輪公共區域需配戴口罩，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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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為此行程必備的旅遊文件。依主管機關及郵輪公司慣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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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部分設施不開放，包含：「水療中心」、「自費海鮮燒烤餐廳」及「雲頂俱
樂部」（CASINO），敬請旅客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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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間點須依星夢郵輪公告或日報為準。
★郵輪登船或離船順序，請依照星夢郵輪所公告的分流表依序進行，本行程除基隆港
外，各停靠點須使用接駁船上岸，敬請依分流順序並耐心等候。
★為落實防疫衛教，本行程各項設施或服務可能異動，請依星夢郵輪公告或日報為準。

｜商品訂購流程及須知｜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訂定「旅行業辦理郵輪國外旅遊應注意事項」，本商品所稱「船
艙費用」即係指由本公司代訂「郵輪船票」，「船艙費用」所含之服務項目包含：郵
輪艙房住宿、免付費餐廳、各項免付費娛樂活動、活動設施、表演，概由星夢郵輪公
司依郵輪規格提供。「船艙費用」未包含樂久所安排或操作之行程。
2. 參加郵輪行程旅客須於登船後繳交護照正本由郵輪公司統一保管。
3. 本行程為國內郵輪旅遊，郵輪船票 ( 船艙 ) 依保證住房規定辦理，艙房訂購完成後
如有取消、變更入住日期或入住旅客，仍須收取全額船艙費用。郵輪岸上行程依國內
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辦理。
4. 所有變更或取消之團體或個人，需以書面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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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同促銷方案—無論是否在促銷的期限
內，原訂位視同取消訂位， 取消費用照規定收取，更改後之新訂位須以訂位當時適
用之艙房價格計。
　※ 變更後之訂位已不適用原優惠內容，須以新訂位當時適用之艙房價格計；出發前 7 天內
更改訂位，視同取消， 並收取百分之百艙房取消費及 5% 營業稅。
　B：換人—每人收取 NT$1000 變更手續費。※ 每間艙房不得全部更換名單，否則
視為取消，取消費用依規定收取，並重新訂位及計費。( 作業至少 3 個工作天，不含
假日 )
　C：調換房間—限同艙等互換，每人收取 NT$1000 變更手續費。※ 其他更改項目視
同取消。
　※ 出發前 4 天內 ( 出發當天不算，不含假日 )，任何更改或換人，一律視同取消，需收取
百分之百的艙房取消費及 5% 營業稅。



Information

參團須知

｜更改與取消規則｜

【更改項目】：每位收費
．【艙房降等】：視同取消，依照下列取消規定時間收取費用及 5% 營業稅
．【更改出發航次日期】：視同取消，依照下列取消規定時間收取費用及 5% 營業稅
．【更改促銷方 或 搭乘其它郵輪】：視同取消，依照下列取消規定時間收取費用及 5%
營業稅
．【艙房人數變少】：NT$1000 或 依照下列取消規定時間收取費用及 5% 營業稅
．【艙房升等（限同一航程）且護照資料必須出發 35 天前提供】：需支付艙房價差，
不需支付更改手續費
．【艙房加人】：需支付加人之艙房費用，不需支付更改手續費
．【由原艙房加人分出之新艙房，將視為新訂房】：需支付新艙房費用，不需支付更
改手續費
．【換人（不能整間換人，需保留原始訂位其中一人）】：NT$ 1000
．【調換房間（限同艙等互換，只能調換其中一人）】：NT$ 1000
※ 出發前 4 天內 ( 出發當天不算，不含假日 ) 任何更改或換人，一律視同取消，需收取百分之百的艙
房取消費及 5% 營業稅。
※ 出發前 7 天內更改出發日期，需收取百分之百的艙房取消費及 5% 營業稅。
※ 整間換人視同取消訂位，依照以下取消規則收取消費及 5% 營業稅。
※ 若原訂航程之日期變更為較長之新航程天數 ( 例如 2 晚變成 7 晚 ) 將不會收取更改費用，但必須

補足增加天數之房間價差。

【取消時間點】：取消費用
．【出發日期 90 天或以上】：艙房費之 25% 及 5% 營業稅 / 每人
．【出發日期 89~46 天】：艙房費之 50% 及 5% 營業稅 / 每人
．【出發日期 45~31 天】：艙房費之 75% 及 5% 營業稅 / 每人
．【出發日期 30 天內或以下或當天未登輪】：艙房費之 100% 及 5% 營業稅 / 每人
※ 特定航程或特別日期，如跨年、農曆春節及公眾連休假期等，訂位確認後不得取消，任一時間點
取消，皆收百分之百艙房取消費及 5% 營業稅。
※ 如同房中任一人取消 ( 或出發當日因故無法登船 )，除收取上列適用之取消費及 5% 營業稅，如因
此取消而產生單人住宿時，此單人住宿必須補繳 2 倍單人費用及 5% 營業稅。
※ 如第一、二人皆為付費旅客、同房第三人為嬰兒時，若第一、二人其中一人取消時，除收取上列
適用之取消費及 5% 營業稅之外，嬰兒需遞升為同房第二人，並補足改為同房第二人之艙房費及 5%
營業稅，不適用嬰兒優惠價。( 嬰兒價是指同一房中 2 歲以下、6 個月以上，且須同房內住滿 2 位付
費乘客後方可使用 )
※ 訂位後產生之換人、艙房降等、調換房間手續費、更改出發日期及取消費用等變更，屬更改事實
已成立該費用不得因日後航程通知取消、更改既定航程或不可抗力因素取消航程而退還。
※ 上述天數計算以上班日為計算標準，若遇假日期間，日期需往前推算至上班工作日為準。　



｜郵輪艙房須知｜
1. 郵輪提供個人盥洗用品如牙刷、牙膏、刮鬍刀，敬請旅客自備。( 實際以星夢郵輪
實際提供為準 )
2. 郵輪兩人艙房、三人艙房及四人艙房，係指可入住人數非指房型規格；郵輪床型配
置依據各艙等，區別如下：
★內艙、海景、露台房三 / 四人房，床型為單人沙發床加壁櫃床（壁櫃床可收納）。
★套房 ( 含 ) 等級房型第三、四床為雙人沙發床。
3. 郵輪艙房提供每人每日一瓶 600 毫升瓶裝水。（部分艙房因尊榮禮遇規格除外）

｜登船年齡限制；入住艙房年齡限制；孕婦孕期限制；身障乘客須知｜

依據郵輪公司安全限制規定，基於逃生設備及突發風險因應所需，以下規定限制請旅
客知悉：
★訂位資格 : 年滿 6 個月以上 89 歲以下；嬰兒年齡需滿 6 個月以上方可登船。
★未滿 18 歲之乘客不得單獨參加航程；且各艙房需有至少一名年滿 18 歲之旅客入住。
★２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孩童以及６個月以上未滿２歲之嬰兒均須佔床。
（提醒您，郵輪可提供之嬰兒床數量稀少，請與您的服務人員提出需求，惟懇請知悉
該項服務郵輪公司有權不予提供或中止提供之權益。並郵輪上不提供嬰兒澡盆。樂久
就本項服務不提供承諾或補償。）
★孕婦以登船日為計算基準，懷孕周期已滿（含）24 周恕不得登船。
★身心障礙乘客必須可以自我照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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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椅需求僅限航程第一天登船日，以及最後一天離船日過海關時使用。全程需輪椅
者，請需自備）
★旅客如有發燒或疑似 COVID-19 症狀將拒絕登船。
★如有糖尿病患、需自行攜帶針劑或腹膜透析等特殊藥品之洗腎患者，及患有心臟病
等其他慢性疾病者，報名時需先出具英文版的醫生診斷證明、攜帶藥劑數量並須填寫
星夢郵輪疾病切結書，需經郵輪公司評估後 . 方可訂房。
星夢郵輪規定不論任何疾病皆需附切結書及英文版醫生診斷證明。( 糖尿病可先訂位，
其他疾病須先經過船醫同意方可訂位 )
請於報名時 , 務必事先告知 , 並檢附以下資料：
1. 星夢郵輪所提供的星夢郵輪疾病切結書 .
2. 醫生證明 ( 中英文適航證明 ), 醫生證明上必須加註要 " 適合郵輪旅遊 "."Fit to 
Travel at sea"... 等字樣。
適用情況：患有糖尿病及腎臟病之乘客；或其他任何經麗星郵輪裁定須簽署之特殊疾
病或情況之乘客。
★星夢郵輪保有審核乘客登船之權利，如遇有特殊疾病或情況之旅客需求訂位，請備
妥英文適航證明 ( 醫生證明 ) 經星夢郵輪申請 , 核准後方可訂位。
★登船當天 . 將簽屬醫生證明及切結書正本帶到碼頭 , 轉交星夢登輪部、始能登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