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航行者号
Voyager of the Seas®
总吨：138,000吨

最大载客：3,840人

长度：310米

甲板：15层

船员：1,176人

宽度：48米

海洋水手号
Mariner of the Seas®
总吨：138,000吨

最大载客：3,840人

长度：310米

甲板：15层

船员：1,185人

宽度：48米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是全球第一大游轮品牌，旗下拥有22艘大型现代游轮，遍布全球六大洲72个

国家270多个最美丽的目的地。

2013年春季，皇家加勒比旗下名列全球十大游轮之列，亚洲史上最大游轮：“海洋水手号”和

“海洋航行者号”将在上海、天津和香港璀璨亮相，为中国客人带来欧美现代游轮假期。

以规模、创意和品质第一而著称的皇家加勒比游轮，是独一无二的游轮品牌，皇家加勒比式体验

是地图上找不到的目的地！

屡获殊荣的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

TTG 中国旅游大奖
最佳游轮公司

2009、2010、2011、2012

Travel Weekly China
中国旅游业界奖

年度最佳游轮公司
2009、2010、2011、2012

时尚旅游中国旅游金榜
年度最佳游轮公司

2012

世界旅游行业大奖
最受欢迎游轮公司

2012

世界旅游行业大奖
最受欢迎游轮公司

2011

《资本》杂志
杰出企业成就奖
最佳游轮品牌

2011

中国MICE产业
金椅子奖

年度最佳会奖游轮
2010、2011

香港新城财经台
企业领袖品牌颁奖礼
最佳豪华游轮品牌

2010、2011

榜中榜中国出境游
风云榜

产业创新大奖
2011

《私家地理》杂志
中国旅行奖 

特别推荐游轮公司
2010

日本远洋客运协会大奖
年度最佳游轮
海洋神话号

2010

搜狐网旅游服务大奖
最佳旅游服务游轮

2010

携程旅行网和《携程自由行》杂志联合主办
2010年TOP10最佳目的地

评审团特别大奖"最佳移动型旅游目的地"
2010



亚洲巨无霸  全球十大游轮

总吨：13.8万吨
长度：310米
载客量：3840人

1.5倍航空母舰
3个足球场
7架空客A380

=

=

=

V I K I N G  C R O W N

DECK 11
DECK 9

DECK 7

DECK 5

DECK 3

  DECK 10

  DECK 8

  DECK 6

  DECK 4

  DECK 2   

  DECK 12
  DECK 13

DECK 2
医疗中心

DECK 3
大剧院

DECK 4
皇家娱乐场

DECK 5
皇家大道

DECK 6
商务中心

DECK 7
网吧

DECK 8
图书馆

DECK 9
客房

DECK 10
客房

DECK 11
帆船自助餐厅

DECK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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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历奇  青少年活动中心

1 观景台 OBSERVATION POINT

2 珊瑚大剧院 LA SCALA THEATER

3 慢跑径 JOGGING TRACK

4 水疗中心 DAY SPA

5 健身中心 FITNESS CENTER

7 电影放映室 SCREENING ROOM

6 埃及艳后演艺酒廊 CLEOPATRA'S NEEDLE LOUNGE

8 “伏特”夜总会 THE VAULT NIGHTCLUB

9 国际会议中心 CONFERENCE CENTER

10 “思古诺”钢琴酒吧 SCHOONER BAR

15

14 皇家娱乐场 CASINO ROYALESM

13 泳池与温水按摩池 POOLS / WHIRLPOOLS

12 池畔酒吧 POOL BAR

11 日光浴场 SOLARIUM

20

19 “桅杆”酒吧 CROW'S NEST OBSERVATION LOUNGE

18 香槟酒吧 CHAMPAGNE BAR

17 皇家大道景观房 PROMENADE VIEW STATEROOMS

16 皇家大道 ROYAL PROMENADE

25 “19洞”高尔夫主题酒吧 19th HOLE GOLF BAR

24 商务中心 BUSINESS SERVICES

23 圣光教堂 SKYLIGHT CHAPEL

22 音符爵士酒吧 HIGH NOTES JAZZ CLUB

21 七心棋牌室 SEVEN HEARTS GAMEROOM

30

29 直排轮滑道 IN-LINE SKATING TRACK

28 标准篮球场 SPORTS COURT

27 攀岩墙 ROCK CLIMBING WALL

26 图书馆及网吧 LIBRARY

34

33 海岛烧烤自助餐厅 ISLAND GRILL

32 帆船自助餐厅 WIND JAMMER CAFÉ

31 波多菲诺餐厅（意式） PORTOFINO RESTAURANT

36 冒险海滩 ADVENTURE BEACH

海洋航行者号 Voyager of the Seas®

STUDIO B 冰上运动及演艺场 
STUDIO B ENTERTAINMENT COMPLEX

STUDIO B 冰上运动及演艺场 
STUDIO B ENTERTAINMENT COMPLEX

“九霄”鸡尾酒吧 CLOUD NINE COCKTAIL LOUNGE

歌剧院主餐厅 DINING ROOM

尊尼火箭®餐厅（美式） JOHNNY ROCKETS®

35 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 ADVENTURE OCEAN®

37 高尔夫推杆练习场  9-HOLE MINIATURE GOLF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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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景台 OBSERVATION POINT

2 萨沃伊大剧院 SAVOY THEATER

3 慢跑径 JOGGING TRACK

4 水疗中心 DAY SPA

5 健身中心 FITNESS CENTER

7 电影放映室 SCREENING ROOM

6 莲花演艺酒廊 LOTUS LOUNGE

8 “龙的传说”夜总会 DRAGON'S LAIR NIGHT CLUB

9 国际会议中心 CONFERENCE CENTER

10 “思古诺”钢琴酒吧 SCHOONER BAR

13 泳池与温水按摩池 POOLS / WHIRLPOOLS

12 “布里托”池畔酒吧 BRITTO'S POOL BAR

11 日光浴场 SOLARIUM

15

14 皇家娱乐场 CASINO ROYALESM

20 “九霄”鸡尾酒吧 CLOUND NINE COCKTAIL LOUNGE

19 “桅杆”酒吧 CROW'S NEST OBSERVATION LOUNGE

18 香槟酒吧 CHAMPAGNE BAR

17 皇家大道景观房 PROMENADE VIEW STATEROOMS

16 皇家大道 ROYAL PROMENADE

25 钻石贵宾俱乐部 DIAMOND CLUB

24 商务中心 BUSINESS SERVICES

23 圣光教堂 SKYLIGHT CHAPEL

22 艾灵顿爵士酒吧 ELLINGTON'S  JAZZ CLUB

21 七心棋牌室 SEVEN HEARTS GAMEROOM

34 尊尼火箭®餐厅（美式） JOHNNY ROCKETS®

33 亚洲风味自助餐厅 JADE

30 歌剧院主餐厅 DINING ROOM

吉瓦尼餐桌餐厅（意式） GIOVANNI'S TABLE

29 直排轮滑道 IN-LINE SKATING TRACK

28 标准篮球场 SPORTS COURT

27 攀岩墙 ROCK CLIMBING WALL

26 图书馆及网吧 LIBRARY

32 帆船自助餐厅 WIND JAMMER CAFÉ

31

35 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 ADVENTURE OCEAN®

37 高尔夫推杆练习场 9-HOLE MINIATURE GOLF COURSE

36 冒险海滩 ADVENTURE BEACH

38 池畔星空影院 OUTDOOR MOVIE SCREEN

40 百达汇热狗屋 BOARDWALK DOG HOUSE

39 牛排烧烤餐厅（美式） CHOPS GRILL STEAKHOUSE

海洋水手号  Mariner of the Seas®

38

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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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潮起潮落，

看风卷云涌，

我们来自大海，

此刻，心随海风启航。

—— 海明威

像 皇 家 一 样  尊 享 人 生
The Moments only on Royal Caribbean



8www.rcclchina.com.cn

Onboard Experience
海风拂扬脸庞，阳光温暖倾洒，初遇皇家加勒比游轮，立时被这庞然身影

所震撼。随着船员阳光般的微笑和问候，出行前的忙乱瞬时消散得无影

无踪。踏上舷梯，开始这场无与伦比的游轮盛宴......

体验非凡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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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世界一流的演出阵容与环境设

施，炫目的经典百老汇舞台剧、冰

上芭蕾秀、大型魔术表演、杂技表

演等轮番上场。

梦工厂明星大巡游和3D电影，都是

孩子们的最爱，而“海上历奇®青少

年活动中心”更是让孩子们在娱乐中

学习！

在甲板上晨跑或去海景健身房，练

瑜伽或是约上好友来一场晨间篮球

赛，也可以尝试征服海上攀岩墙。

在我们各式各样的酒吧、酒廊和咖

啡馆，您总能依着自己心境找到适

合的地方。

无论是资深玩家还是新手，皇家娱

乐场都能让您度过趣味盎然的夜晚。

游戏种类丰富，总有一款适合您。

信步踏入全新的海上品牌专卖店，

优美的环境加上平易近人的价格，

将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

分布于游轮各层的餐厅、酒吧和咖

啡馆，带来品种多样的精致美食，

您可尽情享受饕餮盛宴的美味诱惑。

在皇家加勒比游轮，您完全可以依

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舱房类型，

尽情享受宁谧与舒适。

尽情购博幸运随心动乐无限品美食 赏表演 恬梦境 畅爽饮

皇 家 加 勒 比 游 轮 欢 迎 您

Welcome to Royal Carib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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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餐厅以三层欧式歌剧院为主题设计，装饰极致奢华中透着优雅。陈列着著

名演员穿着过的华美服饰，述说着《魔笛》、《波西米亚人》和《卡门》的

故事。这里的西式用餐氛围，弥漫着浓郁的欧罗巴风情。和着现场乐队演奏，

美味与艺术辉映出别样的韵味。

专属就餐服务 

在航程上，您无需担心等候用餐的问题。全程为您安排好特定餐桌并配备了专属服

务员，从海上假期的第一天就了解您的饮食习惯，确保您的整个假期用餐都能得到

贴心的服务。他们幽默亲切的话语、给生日宾客的惊喜等亲切就餐体验，为假期带

来更多欢乐。 

华丽西餐

主餐厅每天为您提供精心烹制的三道式正餐。勃艮第蜗牛，慢烤牛肋排佐以法国拉菲

美酒，然后用浓情巧克力或是一道低脂无糖甜品，来为这场美食盛宴写个完美的句号。

若徜徉于这美食的海洋中无从选择，不妨试试“每日主厨招牌菜单”。

中国特色菜肴

我们的中国大厨特别为您带来地道的中式美食：软嫩的本帮醉鸡，酸辣可口的酸菜

鱼片汤，让您食欲大开；传统的京酱烤鸭、白菜猪肉水饺，让远行的您也能感受到

家乡的味道；酸酸甜甜的菠萝咕咾肉、川辣鲜香的宫保鸡丁更是伴饭好手……

        海洋航行者号

卡门 Carmen：免费西式用餐，提供早、午、晚三餐，位于三层

波西米亚人 La Boheme：免费西餐，仅提供晚餐，位于四层

魔笛 Magic Flute：免费西餐，仅提供晚餐，位于五层

“塞维利亚”贵宾间 Seville 

“格兰纳达”贵宾间 Grenada 

        海洋水手号

蓝色狂想曲 Rhapsody In Blue：免费西餐，提供早、午、晚三餐，位于三层

音乐之声 The Sound of Music： 免费西餐，仅提供晚餐，位于四层

礼帽和燕尾服 Top Hat and Tails： 免费西餐，仅提供晚餐，位于五层

“旋律”贵宾间 Melody's  

“歌词”贵宾间 Lyrics 

奢享雍容盛宴

Main Dining Room

奢
享
雍
容
盛
宴

标准用餐时间 Dining Time
开餐时间分为 17:45和20:00两个批次。出行前已为您安排

好用餐时间，并标注于房卡上。如需调整用餐时间，可到

服务台变更。

我的自主就餐时间 My Time Dining
客人可以根据需求在第一或第二批次时间段内选择用餐， 

每天晚上6点-9点30分可到服务台预订，变更完后以后航次

将固定依据变更时间为准。

家庭自主就餐时间 My Family Time Dining 
此项目是帮助您的孩子在45分钟之内和您一起享用正餐厅

美食，随后我们将有工作人员帮您照看孩子，父母更安心。

24小时免费送餐服务

我们将在全船提供电话预订房间送餐服务，菜单见客房内。

仅在晚12点至凌晨5点收取服务费。

每天晚上6点-9点30分可预定自主用餐时间，开餐时间分为 
17:45和20:00两个批次

超过80种丰盛国际美食

提供中文菜单

特别增添中国风味菜肴

专为素食者准备的菜肴

拉菲美酒体验 （收费项目）

作为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的独家合作伙伴，皇家加勒比将

拉菲美酒的极致体验带到了游轮上，您可以在餐厅、酒吧、

阳台甚至泳池边特别为您精选的“罗斯柴尔德男爵－拉菲”系
列葡萄酒。

主餐厅着装注意

- 赤脚、穿短裤、背心、泳装的客人谢绝进入正餐厅用餐。

- 船长正装晚宴请着正装出席。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卡门 Carmen
歌剧《卡门》是比才的作品。该剧塑造了吉

卜赛姑娘卡门与唐•豪塞的爱情故事，卡门

后来又爱上了一位斗牛士，在卡门为他斗牛

胜利而欢呼时，死在了唐•豪塞的剑下。

魔笛 MagicFlute
歌剧《魔笛》是莫扎特最后一部歌剧。故

事叙述了古埃及埃米诺的王子同他所爱慕

的少女帕米娜的爱情，两人经受了种种严

峻的考验，最后终成眷属。

波希米亚人 La Boheme
歌剧《波希米亚人》改编自亨利•缪爵的小

说《波希米亚人的生涯》，讲述的是四位

苦苦挣扎的艺术家，悲喜交错的爱情故事。

蓝色狂想曲 Rhapsody in Blue
1924年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发表了交

响曲《蓝色狂想曲》，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使他成为世界级作曲家。

音乐之声 The Sound of music
这是音乐剧大师理查德.罗杰斯(曲)和奥斯卡.翰

墨斯坦(词)的作品，它被认为是他们最杰出的

永恒佳品。该剧讲述了善良美丽的修女玛利亚

和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追求自由的勇气。

礼帽和燕尾服 Top Hat and Tails
弗雷德·阿斯泰尔是好莱坞音乐舞台剧的天皇

巨星，该剧正是他在鼎盛时期的装束与标志。

连奥黛丽·赫本都说：“每一个女人在一生之

中应该都会梦想和弗雷德·阿斯泰尔共舞”。

主餐厅文化

歌剧院主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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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海洋航行者号

波多菲诺 Portofino：位于11层

帆船自助餐厅 Windjammer Café：位于第11层甲板船尾

海岛烧烤自助餐厅 Island Grill：紧邻帆船自助餐厅 

        海洋水手号

吉瓦尼餐桌 Giovanni's Table：位于11层

帆船自助餐厅 Windjammer Café：位于第11层甲板船尾

亚洲风味自助餐厅 Jade：紧邻帆船自助餐厅 

皇家加勒比游轮上充满风情的多个特色餐厅，弥漫着独特的

氛围，或优雅精致，或热情洋溢，恰如一曲曲别具风情的异

国小调。

波多菲诺

Portofino音译为波多菲诺，这是是意大利

一个优美的海滨小镇的名字，这个小镇被

誉为意大利最美丽的梦幻小镇，客人们从

这个名字就能知道这家餐厅经营的是地中

海风格的意大利菜。

吉瓦尼餐桌

吉瓦尼餐桌提供经典的意式家常菜肴。

Giovanni's Table在Portofino意式餐厅

概念上，融入了托斯卡纳乡村风，是更为

亲切的意大利餐厅。

尊尼火箭

Johnny Rockets餐厅是一家1986年创

立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洛杉矶的美式连锁

主题餐厅，餐厅的装饰极具美国特色，包

括可口可乐的经典广告图案，大红色的火

车座椅等。

美食文化 Specialty & Casual Dining

意大利特色餐厅

外籍厨师长亲自烹饪出的地道意大利美食、配合专业酒师为每道菜品甄选的美酒，让餐

厅里处处都充满醉人的意大利情调；轻晃着透明的水晶杯，在轻松愉悦的夜晚慢慢品味

浓郁的地中海风情佳肴，这便是Portofino波多菲诺。

自助餐厅

如果是三五知己朋友一同出行，选择自助餐厅最合适不过了。帆船自助餐厅里

新鲜水果、精致甜品、各色沙拉、现做主菜等美食品种多样，新鲜而丰盛。建

议您选一个靠窗的座位，边欣赏海景边品尝美食。

海岛烧烤自助餐厅（海洋航行者号）

亚洲风味自助餐厅（海洋水手号）

美式特色餐厅

芝加哥风格的牛排烧烤餐厅，适合庆祝一个特别的节日或安排一场梦幻般的晚餐，

是客人们心中最完美的餐厅。在优雅的环境里，品尝着多汁的菲力牛排、新鲜的

海鲜、丰盛的小菜和美味的甜点......

来到位于第12层船尾的尊尼火箭餐厅，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美式风味，这家

来自美国50年代的经典餐厅提供美味多汁的汉堡、浓纯的奶昔和香甜的苹果派……

餐厅里不仅可以点歌，服务生还会载歌载舞的为您端上美食！

而在“海洋水手号”上的百达汇热狗屋，您既可以选择传统美式热狗，也可以自由

挑选维也纳小香肠、德式小香肠等各类美味，创作专属于自己的特色热狗。

波多菲诺特色餐厅（意式） Portofino 

（海洋航行者号）

吉瓦尼餐桌（意式） Giovanni's Table 

（海洋水手号）

意大利特色餐厅
波多菲诺特色餐厅 Portofino ：
收费意大利餐厅（需提前预订，20美金/人+15%
服务费/人） ，位于11层。

吉瓦尼餐桌特色餐厅 Giovanni's Table ：收费
意大利餐厅，午餐15美金/人，晚餐20美金/人
（需提前预订）位于11层。

美式餐厅

牛排烧烤餐厅 Chops Grills Steakhouse：

收费餐厅，30美金/人，18岁以下客人须有监护人

陪同，开放时间：晚上6: 00-9: 30，仅提供晚餐。

尊尼火箭主题餐厅 Johnny Rockets ：
收费餐厅(4.95美金/人畅吃)，位于12层船尾。

百达汇热狗屋 Boardwalk Dog House：免费餐

厅，可据自己喜好自制热狗。位于5层的皇家大道上。

休闲自助餐

帆船自助餐厅 Windjammer Café：免费餐厅，

提供早餐、午餐、下午茶及晚餐，位于第11层。

海岛烧烤自助餐厅 Island Grill：免费餐厅，畅享

多样美味烧烤，厨师现场烹饪，紧邻帆船咖啡厅，位

于11层。

亚洲风味自助餐厅 Jade：免费餐厅，提供东南亚

口味美食，有厨师现场烹饪，位于1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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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杯淡雅的绿茶，享受内心的宁静；尝一杯温醇的巧克力摩

卡，释放愉悦的心情；陪伴长岛冰茶的不止是伴酒小点，还有

360度的无敌海景。惬意的海上假期少不了咖啡与美酒，在皇

家加勒比游轮上，您总能找到适合的场所来怡养自己的心境。

小猪与口哨

话说当时在英国，每人定量供给朗姆酒， 

有个海军少尉去“小猪”酒库搬朗姆酒上船， 

他一边搬一边偷偷地喝酒，当值军官想了

一个办法，要求少尉一边吹口哨一边搬酒，

这样他就不能在执行任务时偷喝酒了，这

便是“小猪与口哨”的由来。

维京皇冠酒廊

早在8世纪末之前，船就成为维京精神的重

要象征。欧洲语系中，这个名字往往是北欧

海盗的同义词，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活跃

于海上的北欧海盗，欧洲这一时期被称为 

“维京时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词可能是

来源于古代北欧人的语言，“vik”意思是

“海湾”，“ing”意思是“从……来”，“维京”就

是两个词根加起来，意思是指海上冒险。

埃及艳后

埃及艳后即克丽奥佩托拉七世，是古埃及

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法老。文艺或电影

上，认为她为了保持国家免受罗马帝国吞

并，曾色诱凯撒大帝及他的手下马克·安

东尼。

星巴克

星巴克诞生于美国西雅图，靠咖啡豆起家，

自1987年正式成立以来，从不打广告，却

在近20年时间里一跃成为巨型连锁咖啡集

团，其飞速发展的传奇让全球瞩目。

本杰瑞冰淇淋

Ben&Jerry's是仅次于哈根达斯的美国第

二大冰淇淋制造商。由Ben和Jerry这两

个中学同学创立，以口感香醇和口味新奇

闻名。

酒吧文化

多样选择

每晚您都可以在我们不同主题的酒廊、酒吧或夜总会提升能量：用餐前在我们的香槟

酒吧缀饮美酒、认识新朋友；到帆船咖啡厅品尝一杯葡萄酒；餐后在思古诺钢琴酒吧

随琴声一起哼唱；和好友到卡拉OK厅高歌一曲；如果您还没有睡意，可以前往维京皇

冠酒廊，让身心随着音乐尽情放松。

Cafes & B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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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航行者号

皇家大道咖啡馆  Promenade Café：免费提供点心、

PIZZA、水、咖啡，24小时营业，位于5层

小猪与口哨酒吧（英式）  The Pig & Whistle：苏格兰

风格酒吧，喝杯威士忌，看看皇家大道人来人往。位于

5层。

维京皇冠酒廊 Viking Crown Lounge：船上最高的

酒吧，可俯瞰甲板全景，位于14层

-“桅杆”酒吧 Crow’s Nest Observation Lounge

-九霄鸡尾酒吧 Cloud Nine Cocktail Lounge

-音符爵士酒吧 High Notes Jazz Club

-“19洞”高尔夫主题酒吧 19th Hole Golf Bar

-七心棋牌室 Seven Hearts Card Room

埃及艳后演艺酒廊 Cleopatra’s Needle Lounge：

现场乐队表演，跳舞之所，位于5层

“伏特”夜总会 The Vault Night Club: 位于3层

思古诺钢琴酒吧 Schooner Bar：钢琴表演酒吧，看

完剧场表演可以来喝一杯，位于4层

香槟酒吧 Champagne Bar：位于5层

套房贵宾俱乐部 Concierge Club: 仅对套房以上客人

预定开放，位于9层

泳池酒吧 Pool Bar：位于11层

本杰瑞冰淇淋屋 Ben&Jerry's：冰激淋，位于5层

星巴克咖啡 Starbucks：位于5层皇家大道咖啡馆

        海洋水手号

皇家大道咖啡馆 Promenade Café：免费提供点心、

PIZZA、水、咖啡，24小时营业，位于5层。

维京皇冠酒廊 Viking Crown Lounge：

船上最高的酒吧，可以俯瞰甲板全景，位于14层

- “桅杆”酒吧 Crow’s Nest Observation Lounge

-九霄鸡尾酒吧 Cloud Nine Cocktail Lounge

-艾灵顿爵士酒吧 Ellington's Jazz Club 

-钻石贵宾俱乐部 Diamond Club

-七心棋牌室 Seven Hearts Card Room

莲花演艺酒廊 Lotus Lounge：

现场乐队演奏，跳舞之所，位于5层

波莱罗休闲吧（拉丁） Boleros lounge: 位于4层

“龙的传说”夜总会 Dragon's Lair Night Club: 
位于3层

“法官大人”酒吧（英式） Wig and Gavel Pub: 
位于5层

思古诺钢琴酒吧 Schooner Bar: 位于4层

香槟酒吧 Champagne Bar: 位于5层

套房贵宾俱乐部 Concierge Club: 仅对套房以上客人

预定开放，位于9层

“布里托”池畔酒吧 Britto's Pool Bar: 位于11层

星巴克咖啡 Starbucks：位于5层皇家大道咖啡厅

皇家大道咖啡馆

漫步在皇家大道上，如果您逛街购物走累了，空气里浓郁的星巴克咖啡香气将

带您来到皇家大道咖啡馆。这里24小时营业，提供免费点心、甜品、咖啡*、 

水和匹萨等，为您打造最佳的体力补充站。

丰富主题派对

各种主题派对活动，让您的假期充实无比。您可以今天加入70年代爵士舞狂

热派对，明天参加维京皇冠酒廊的卡拉ok大赛；也可以参加性感主题游戏大

赛；还可以成为池畔烧烤派对中火车长龙的一员...... 在皇家加勒比游轮的每一

分钟都充满乐趣。

现场乐队演奏

甲板上的音乐派对与中庭的欢乐互动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节目。高水准的乐队

会在现场演奏英文歌曲以及一些耳熟能详的中国歌曲。动人的演唱甚至可以

让您从驻足聆听到情不自禁伴随音乐翩翩起舞，深深乐于其中。

埃及艳后演艺酒廊

“太阳船”模型，法老塑像，各式埃及艺术品...... 所有的一切，都营造着古老

且浓郁的异域氛围。这里不仅有不同主题的乐队表演，还有专业的领舞老师教

授的舞蹈课程。

维京皇冠酒廊 
在全船最高的酒吧——维京皇冠酒廊，白天可以俯瞰无敌海景，聆听爵士乐队

的演奏。晚上酒廊又变身为活力四射的劲歌舞厅，是朋友聚会、小酌聊天的绝

好去处。在音符酒吧里，每晚都会现场演奏经典的爵士乐曲。

小猪与口哨传统英式酒吧

这里有着英国传统的橡木桌椅与吧台，仅有40席的“小猪与口哨”酒吧，弥漫

着浓郁的英伦风情。昏黄的灯光充满了怀旧情调，乡村风格的现场演唱让思绪

飞扬。

伏特夜总会

这个高科技的迪斯科舞厅，将为您带来一次有趣而独特的体验。进入迪斯科夜

总会活动现场，享受现代音乐夜之前需要扫描你手纹，激情爆炸的现代音乐，

将会high爆整个夜晚。

*自助咖啡免费，星巴克咖啡需收费

思古诺钢琴酒吧

“伏特”夜总会

香槟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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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程上的每一个清晨，都能感觉到一份适然和宁静。阳光轻洒在窗前，湿

润的海风吹来淡淡的咸味，甚至还夹杂着阳光的微焦香气，这面朝大海的生

活如梦如幻却无比真实。

Spectacular Accommodations

时尚宽敞的住宿空间

我们的舱房不仅是休憩的空间，更是一片宁静的绿洲。无论您选择的是宽敞舒适的配置、精致时尚的

设计还是想坐拥壮观海景；在皇家加勒比游轮上，您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舱房类型，尽

情享受宁谧与舒适。

顶级皇家套房

皇家套房是成功人士的尊贵之选。举一杯香槟在偌大的客厅里享受静谧时光，配有独立沙发床的起居

室分外温馨。126平米的宽敞空间里最贴心的“礼物”莫过于客厅中央的三角钢琴，临着蔚蓝色的无

敌海景轻弹浅唱，乐在其中。

无障碍设施舱房

皇家加勒比游轮耗资数百万美元对船体进行

升级和改进，专为残障人士设计了配备无障

碍通道和客房——带轮椅通道的客房比一般

客房宽敞：大门与浴室门宽度都达到

81~86cm，并且全部没有门槛（浴室门设有

斜坡门槛）。水槽与梳妆台都是专为残障

人士设计的合理高度，特别的淋浴设施设计

（折叠式板凳、手持花洒等），降低了高

度的笔触、冰箱、保险箱和可以调节的坐

便器等，一切都为残障人士贴心设计。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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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
海洋航行者号：房间面积：26-110平方米   阳台面积： 6-22平方米       海洋水手号：房间面积：26-117平方米   阳台面积： 4-21平方米

两张单人床（可合并成大床）／双人沙发床／小酒柜、吧台／独立卫浴空间／梳妆台与吹风机／液晶电视机／电话／保险柜／冰箱／热水壶
Suite

海洋航行者号：房间面积：16-17平方米   阳台面积：4-5平方米     

海洋水手号：房间面积：18-19平方米   阳台面积：4平方米

两张单人床（可合并成大床）／沙发(部分为双人沙发床)／独立卫浴空间／

梳妆台与吹风机／液晶电视机／电话／保险柜／热水壶／冰箱

阳台房
Balcony

海洋航行者号：房间面积：17-25平方米      海洋水手号：房间面积：15-30平方米

观景舷窗／两张单人床（可合并成大床）／独立卫浴空间／梳妆台与吹风机／液晶电视机／

电话／保险柜／冰箱／热水壶

海景房
Ocean View

海洋航行者号：房间面积：15-16平方米

海洋水手号：房间面积：15-16平方米

两张单人床（可合并成大床）／独立卫浴空间／梳妆台与吹风机／

液晶电视机／电话／保险柜／冰箱／热水壶

皇家大道景观房
内舱房
Interior

注：所有舱房都配备独立卫浴、梳妆台、电吹风、电视、广播、电话、冰箱、保险柜和热水壶。所有图片及数据仅做参考，

实际舱房面积、陈列及家具可能与所示不同。

宽敞的私人活动空间，贴心的管家式服务， 豪华套房以上客户可以享受贵宾专区用餐环境和特别通道，彰显您的尊贵。

宽敞的私家阳台，让您随时沐浴阳光与海风，无需担心被打扰。

设有观景大舷窗，让您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壮丽的美景。

特有的内舱景观房，将皇家大道的美景尽收眼底。

内舱房拥有舒适温馨的海上住宿空间，配备齐全。

*此配置及布局均适用于“海洋航行者号”和“海洋水手号”上
的皇家大道景观房与内舱房。皇家大道景观房有大道观景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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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航行者号

珊瑚大剧院 LA SCALA THEATER：

位于甲板第二、三、四层，免费

        海洋水手号

萨沃伊大剧院 SAVOY THEATER：

位于甲板第二、三、四层，免费

在皇家加勒比游轮的狂欢假期中，每天都有精彩的剧目轮流上映。

无论是美轮美奂的冰上表演或是百老汇歌舞，还是梦工厂明星大巡

游，都是海上假期里不容错过的欢乐盛典。

Entertainment
大剧院表演秀

富丽堂皇的双层大剧院，拥有世界一流设施，足以满足最高级别的演出需求。炫目的伦

敦西区风格的舞台音乐剧、现代音乐剧、美轮美奂的魔术表演、高难度的杂技表演轮番

上场，还有美国百老汇或拉斯维加斯专业演员表演的百老汇舞台剧、音乐演出和特别表

演等，每晚风格各异，精彩绝伦。

实用信息指南tips & info

珊瑚大剧院 / 萨沃伊大剧院

最多可容纳1350名观众

雅马哈专业电子混音设施

杜比7.1环绕立体声

ADA标准的ALD系统

Wholehog灯光控制台

梦工厂认证的3D影视系统

全自动的舞台升降系统

Studio B真冰表演场

最多可容纳740名观众

雅马哈专业电子混音设施

杜比7.1环绕立体声

ADA标准的ALD系统

Wholehog灯光控制台

全自动的升降系统

Foy飞行系统

所有表演项目以具体航次客房时

间表安排为准。

*受海况影响，可能临时取消演出，或变

更演出时间，请您留意每日广播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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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百老汇大道(Broadway)为纽约市重

要的南北向道路，由于此路两旁分布着为数

众多的剧院，是美国戏剧和音乐剧的重要发

扬地，因此成为了音乐剧的代名词。

歌舞剧：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是由喜歌剧

演变过来的，是将音乐、戏剧、诗歌、舞蹈、

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冰上芭蕾：冰上芭蕾作为一种融滑冰与芭蕾

于一体的艺术，既有冰上运动所特有的优美

流畅，又有芭蕾艺术所独具的高贵典雅，因

此自问世以来，深受世界各国观众的青睐。

演艺文化 冰上奥德赛

“海洋航行者号”和“海洋水手号”上拥有令人艳羡的亚洲独一无二的海上真冰溜冰场，

配备专业的溜冰场设施，全天候保持在零下10摄氏度。白天任意驰骋的溜冰场，夜间摇

身一变成为梦的舞台：洁白的冰面上，飞旋的舞者犹如穿越时空的精灵，与梦幻的音效

灯光结合。专业滑冰演员连同特邀嘉宾将音乐、舞蹈、形体艺术和技巧融为一体，带来

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冰上芭蕾秀。

魔幻之夜

国际魔幻大师将各种幻境和魔术完美融合，使观众神驰于魔术奇幻之旅中。亦

幻亦真的表演里，所有的神奇都是那么的真实无暇，活灵活现的布满在观众诧

异的表情中。

歌舞剧《画中曲》

目不暇接的舞台布景变化、活力无限的舞台表演、精彩绝伦的现场演奏与表演，将一首

首电影插曲全新演绎，唤起观众心中观影的感悟，带来绝无仅有、震撼的视听享受。

百老汇秀

幕布拉开，您会恍然觉得置身于美国的百老汇。在皇家加勒比的大剧院，您将

惊艳于《芝加哥》、《周末夜狂热》等以及其他原汁原味的百老汇音乐剧，这

些融汇了舞蹈、歌唱、服装和特效的华丽演出，将由国际一流的表演艺术者在

大剧院的舞台上为您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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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工厂明星

您一定会爱上皇家大道上的梦工厂动画明星大游行。“怪物史莱克”、“穿靴子的猫”、“狮

子Alex”、“功夫熊猫”以及更多卡通明星都会出现在您的身边，他们经常出现在您意想

不到的地方，和您一起亲密合影或互动表演。您可以在主题表演和3D梦工厂电影中尽

情欢笑，孩子们更可以在“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与动画明星们亲密互动。 

精彩3D电影

梦工厂的《驯龙高手》中许多的火龙在您的眼前飞舞，而《怪兽大战外星人》里的超大

超大人好像就在您身边大打出手。我们船上新的3D电影院能提升您的电影体验，栩栩

如生彷彿就像置身在电影之中。

海洋宝贝（6个月-3岁）
由儿童早教专家开发的每日45分钟游戏
活动，参加儿童必须要有父母陪同。

航海者（3-5岁）
孩子们一定会从吹泡泡、海盗派对之夜、
故事时间等活动中获得莫大的乐趣。父母
可以通过行程表和寻呼机来和海上历奇的员
工保持联系。

探险者（6-8岁）
Get Buggy和Germ Jungle Sciences会
使航行增添些智力趣味，孩子们还可以在
才艺秀和趣味奥运会中成为明星。

航行者（9-11岁）
孩子们可以从众多的趣味活动如冒险科学、
寻宝游戏和冒险剧院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领航者（12-14岁）
这就是少年们想要做的，白天可以参与泳
池派对、角色挑战、运动锦标赛，夜晚可
以享受电影之夜，主题派对和开放的麦克
风比赛。

青少年（15-17岁）
即将成年的孩子们可以和他们的朋友们一
起共进青少年晚餐，参加主题派对，唱卡
拉OK，在客厅休息或者在Fuel舞厅舞上
一曲。

孩子和青少年们可以在海上历奇和青年地
带享受夜晚。晚上10点后将按小时计费。
（不同游轮具体不同）

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计划

芭比娃娃 闪亮登场

在皇家加勒比上独享Barbie™ Premium Experience，结识新朋友，值得一生

回忆，身着 Barbie™ 时装启航。4到11岁女孩，启航 Barbie™ 梦幻之旅包括：

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

将您的孩子们交由我们屡获殊荣的“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后，父母就可

以放心的享受自由的时光。我们团队所有的成员都有专业儿童教育背景，将带

着您的孩子在娱乐中学习艺术、历史、文化和科学等，让您的孩子在船上欢乐

无比的成长！

皇家婴儿和幼儿计划
让您的孩子来参加皇家婴儿（6-18个月婴儿）
和皇家幼儿（18个月到3岁）互动游戏小组，
免费且丰富的活动寓教于乐。

皇家婴幼儿托管所（托管按小时收费，不同游
轮具体不同）
在丰富多彩的托管所，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会
细心的照看小朋友们（6-36个月），引导他们
参加我们特别设计的活动。

Fisher-Price玩具租借计划
Fisher-Price费雪是80年代诞生的著名儿童品
牌，专注于为不同年龄儿童开发事宜的玩具。
我们免费为您的宝贝提供Fisher-Price的玩具
百宝箱，您可以从中租借或交换开发型玩具，
专为6-36个月的婴幼儿而设计。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想在舱房里享受轻松時光？您也可以透过梦工厂

的电视特別节目，邀请他们一起陪伴您。当您的

孩子重温《史瑞克》、《马达加斯加》、《驯龙

高手》中他们最喜欢的片段时，便是您稍作休

息的完美机会。

Barbie™ 客舱套餐：室内装饰均采用特色粉红色，包括可带回家的 Barbie® 娃娃和附件等！

头冠和茶杯派对：享用大餐，同时还有学习餐桌上礼仪技巧的乐趣。

美人鱼舞蹈班：从热门电影《芭比之美人鱼历险记2》中学习受到冲浪启迪的动作。

时装设计师工作坊：绘制草图并设计出自己独一无二的 Barbie® 娃娃。

时装表演：徜徉在T型台上并揭示您的原创 Barbie™ 时装创意。

Shrek, Madagascar, Kung Fu Panda,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and all 
related characters and properties ©2012 DreamWorks Animation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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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初起时，海面上盈满纯净的空气。无论您是在甲

板的慢跑径晨跑或去海景健身房运动；约上三五好友

去运动场来一场晨间篮球赛；还是参加航行者健身中

心的瑜伽；都会帮助您唤醒活力的一天。

Sport
有氧运动

指任何富韵律性的运动，强度低，有节奏，

持续时间较长。这种锻炼，氧气能充分燃

烧体内的糖分，消耗脂肪，改善心肺功能，

预防骨质疏松，调节心理和精神状态，是

健身的主要运动方式。

极限运动

是人类在与自然的融合过程中，借助高科

技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身心潜能，

向自身挑战的娱乐体育运动。强调参与、

娱乐和勇敢精神，追求在跨越心理障碍时

所获得的愉悦感和成就感。

运动着装

宽松、休闲的着装，一定要穿运动跑鞋。

运动前后

运动前的准备活动不能少，防止运动损伤；

运动后的必须做放松动作，不蹲坐休息、

洗冷水浴和立刻进食等。

运动常识

挑战高峰体验

勇于挑战的您可以尝试征服攀岩墙，当您能坚持到200英尺顶峰，你的房卡将被

打上代表成功的五角星，这样会不会觉得激情正被慢慢唤醒？您也可以和同船的

客人一起在我们的标准篮球场来一场友谊之赛；或和好友享受一场四面环海、海

鸥相伴的高尔夫球赛，体验独特的海上运动。

全家齐享运动乐趣

在船上搭建一个真冰溜冰场，这绝对是个值得喝彩的创新设计。Studio B真冰溜

冰场，唯皇家加勒比游轮独有，让您和家人一齐享受在大海上溜冰的无穷乐趣。

还有趣味十足的直排轮滑道也一定不能错过。

精彩水上活动

冒险海滩里惊险刺激的水道滑梯最受孩子们的欢迎，水上活动缤纷多样，而游

泳爱好者则可以在泳池里尽情畅游。

甲板泳池边特别设置了“池畔影院”，拥有21平方米的超大屏幕，您可以一边泡

在舒适的露天按摩池中，一 边在星空下看电影。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甲板泳池 Pools ：位于11层
慢跑径 Jogging Track：位于12层
温水按摩池 Whirl Pools：位于11层
冒险海滩 Adventure Beach：位于11层

海上攀岩墙 Rock Climbing Wall: 
每日上午9：00-12：00、
下午3：00-5：00开放，位于14层。

篮球场 Sports Court:
标准尺寸的篮球场，不定期举办篮球或排球友谊
赛，位于14层。

真冰溜冰场 Studio B
提供免费租借溜冰鞋服务，适合儿童。须穿长裤，
否则不能使用，位于3层。

直排轮滑道 In-Line Skating Track:
每日上午10：00-12：00，下午3：00-5：00
开放，位于13层。

高尔夫推杆练习场 9-Hole Miniature Golf Course:
每日上午10：00-12：00，下午3：00-5：00
开放。不定期举行儿童和成人的高尔夫球比赛，
位于13层。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池畔星空影院 Outdoor Movie Screen:
屏幕尺寸： 21平方米，位于甲板泳池畔的“池畔

星空影院”，播放最新上映的大片。位于11层。

海景健身中心 Fitness Center:
世界一流设施的健身中心，包括最先进的锻

炼心肺设备和重量训练器材。从皮拉提斯、

飞轮有氧、 拳击有氧到瑜伽，从跑步机、到

拉丁舞蹈班等最新的有氧课程，让您的身心

尽情舞动，位于11层。

水疗中心 Day Spa:
水疗中心提供一系列豪华的放松按摩技术与

水疗课程。从超氧脸部护理、海藻排毒身体

护理、芳香疗法、脚底按摩到能量石疗法或

Rasul深海泥护肤疗程。每个疗程都是为了

舒缓压力而设计，让身心恢复精神、使身体

充满活力并提升生活品质。位于12层。

池畔星空影院（海洋水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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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辉煌的娱乐大厅里，已然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空气中充满着兴奋与刺激的气氛。在

航行的日子中， 喜欢挑战的您可以放开所有束缚与压力，在这里一展身手。

Fortune

无论您是资深玩家还是菜鸟新手，皇家娱乐场都会让您充分感受到挑战与刺激。

丰富的游戏种类：百家乐、21点、掷骰子、加勒比扑克牌、轮盘赌、各式老虎机

和电子扑克牌机等，都是您一试身手的好场地。您也有机会参加令人兴奋的

Bingo游戏竞赛，与同船的其他游客来一场脑力与运气的竞技。

我们热情的工作人员将为您演示如何玩这些游戏，还提供免费的游戏教程，让您

玩得更加游刃有余。

娱乐场资讯 Casino:

入场要求：年满18周岁以上

开放时间：公海航行时

您还可以受邀加入Club Royale专属会员

计划（详情请咨询皇家娱乐场HOST）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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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香水：Estée Lauder、Clinique、

Lancome、Shiseido、LaPrairie、Jurlique、

L’Oreal、Giorgio Armani、CK、Chloé、 
Givenchy、Versace

手表：Chopard、IWC、Zenith、Hublot、
Tag-Heuer、Rado、Tissot、Omega、

Longines、Citizen 、Guess、Christian Dior、
Fossil、DKNY、Anne Klein、Michael Kors、

Swatch、Armani、Burberry

珠宝：Tanzanite、Swarovski、Mikimoto、

Diamonds、Toscow

名酒&香烟：Henessy、Remy、Camus、

Chivas、Johnny Walker 、Grand Marnier、
Chunghwa、Panda、Davido�、Alfred 
Dunhill、Marlboro

服饰：Lacoste

品牌专卖店：Burberry、Coach、Michael Kors

纪念品：梦工厂Toys / Souvenir 

船上品牌 info

独一无二的皇家大道

皇家加勒比游轮独有高四层、长130多米的皇家大道，两边遍布着各式的酒吧、咖啡馆与免

税精品商店…… 挑战并独创了游轮史上的先例。在皇家大道咖啡馆点上一杯星巴克咖啡，小

憩一会儿也别有风味。

海上名品店

2012年9月，首次在中国设立海上名品店，三家著名奢侈品牌专卖店同时闪亮登场：

Burberry、COACH以及Michael Kors。全新的专卖店不仅陈列欧美时尚新品，更是全部

免税。

购物的天堂

游轮上独特精致的纪念品，最适合做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各大商场的“大热卖”，必将点燃

您全部的激情；另外，相机特卖会、名牌手表特卖会、珠宝首饰特卖会等也轮番上演。

Shopping Extravaganza 
漫步于皇家加勒比游轮独一无二的皇家大道上，全新“品牌专卖店”里陈列的时尚新品令人

流连忘返，一晃神，总觉得身处浪漫的巴黎或是繁华的纽约。优美的环境加上平易近人的价

格，为您带来畅爽的海上购物之旅 。

游轮上的房卡除了可以用来开门和辨认身

份，还可以用于船上购物消费的结算。您可

前往5层服务台办理信用卡的关联设置，船

上以美金计价消费。

在下船的前一晚，您可以去总台索取一张

消费清单。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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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免费送餐服务 

24 Hours Room Service

如果您想在舱房享受私密时光，24小时的

免费舱房送餐服务，随时为您准备着。

仅在午夜时段0:00-5:00收取服务费。

24小时医疗服务 

24 Hours Medical Services

皇家加勒比游轮专业的医疗团体提供24小时

全程候命服务，让您有需求便能及时就诊，

并获得专业看护，让您无需担心旅途中发

生的任何意外。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多国语言服务

位于五楼的客户服务台全天侯提供多种语言服务，当然也包括中文，部分服务生能够

熟练应用中文与您沟通。船上的公共设施及环境，均有醒目的中英文对照标记，利于

辨识。多语言的电视娱乐节目亦提供中文频道。

我们用心倾听

每一位乘客都是我们皇家加勒比的贵宾。对于那些可爱的小客人们的请求，我们都会屈

膝贴近，侧耳倾听，并一一满足。

专属用餐服务

主餐厅用餐时，每位宾客全程都有属于自己的餐桌、用餐时间和服务生，并配有中国风

味的中式菜单。您的私人服务生将会记住您的口味和喜好，让您整个假期都能舒心用餐。

温馨亲切的客房服务

整个假期里，热情体贴的客房服务生，将细致周到的照顾到您舱房里的每一处需求，别致

的毛巾动物更是为您带来惊喜！如果您想享受不被打扰的私人空间，24小时免费的舱房

送餐服务最适合不过。

Gold Anchor Service
海上假期的每一天，您都会获得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体验无处不在的温暖舒心。无论是用

餐、购物还是参加各种派对，甚至是在舱房内，多才多艺、体贴入微、笑容可掬的不同国籍

服务生，让您倍享“皇家”尊贵的礼遇！



Discover Cruise Vacation
时尚的游轮假期让您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座一应俱全的“海上移动城堡”让您舒适的与

大海进行一次亲密接触，观潮起潮落，听海鸥歌咏。带您体验不同于一般旅行的滨海城市

与海岛风土人情，无需考虑更换住宿和交通工具，只要带着惬意的心情去领略沿途风光。

全家出游、新婚蜜月、孝敬父母、商务假期⋯⋯ 皇家加勒比游轮都给您带来别样精彩的

海上假期。

精选主题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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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日
记

海上日记

Day1 把行李交给勤快的搬运工后, 花10分钟就办完了出境登船手续。

轻松踏上甲板，在落日的余辉中启程。赶快去预订这些天的岸上观光，服务

员向我讲解了每处细节。音乐与派对已经上演，皇家大道上的“梦工厂”卡通明

星大巡游里，熊猫阿宝、穿靴子的猫、狮子ALex等深受喜爱的梦工厂明星的

热情互动，更是把这一晚推向了高潮。 

关键词：便捷登船、梦工厂明星盛装巡游

Day2 午餐后，船停靠济州岛。 前往世界最大的突出于海岸的火山口

—城山日出峰游览，峰顶是一片广阔的牧场，视野颇佳。免税店自由购物和休

息之后，返回游轮。晚餐后随意散步，顺便了解一下整艘船的设施，在皇家大

道上的小猪与口哨英式酒吧度过了一段乐趣无穷的时光。

关键词：悠闲济州岛、了解船上设施、小猪与口哨英式酒吧

Day3 新的一天是从海上瑜珈开始的。一天的海上航行令我有充足的

时间享受游轮生活。晒日光浴、打高尔夫球，在海上和阳光玩游戏，还有各

类兴趣课程，让人一刻也不寂寞。傍晚，和船长一起合了影，之后随他一起

享用正装晚宴；今晚在大剧院上演百老汇经典音乐剧选段，包括《芝加哥》

中的经典篇章。 

关键词：船上娱乐、运动、美食、正装晚宴、百老汇音乐剧

Day4 美美的睡了一觉后，到攀岩墙一试身手，还参加了趣味十足的

沙壶球比赛。惬意的午休之后，观看了一场3D电影《马达加斯加》，重拾童年

乐趣。傍晚游轮停靠东京港，下船后，随车来到市中心。到新宿著名的娱乐区

—歌舞伎町去欣赏一下表演和演出，深夜，在帆船自助餐厅享用宵夜。

关键词：攀岩、沙壶球比赛、3D电影、帆船自助餐厅、精彩东京

Day5上午参观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庙—浅草寺。品尝过日本人喜欢

的当地小吃后回船，再度起航。晚餐后，去Studio B欣赏了一场令人激动的冰

上表演秀。睡前，惬意地躺在温水按摩池中放松身心，期待明天另一个精彩。 

关键词：东京风情、冰上表演秀、温水按摩池

Day6 一夜好梦后，船停在了神户，这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修建于

丰臣秀吉时代。逛了心斋桥和三井奥特莱斯购物城；最后前往明石海峡大桥，这

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悬索桥。日暮回船，再度起航。晚上，池畔烧烤派对热闹

非凡，竟然还有烤龙虾吃哦!

关键词：悠闲大阪、池畔烧烤派对

Day7 经过一夜航行，来到了位于日本九州的别府。别府的温泉日本

首屈一指，拥有著名的彩色温泉，特别体验了彩色温泉“血池地狱”入浴，选购

了温泉结晶而成的“汤花”。傍晚游轮离港，踏上返程，晚餐后在大剧院欣赏了

一场令人大开眼界的大型魔术表演。深宵，维京皇冠酒廊的现场乐队演奏，营

造了浪漫舒缓的氛围。

关键词：别府温泉、大型魔术表演、维京皇冠酒廊

Day8 清晨起来，伴着日出晨跑。早餐后，抓紧时间把没有玩够的娱

乐项目全部玩遍：篮球、溜冰、皇家娱乐场，还有最受欢迎先生评选，成人游

戏...... 24小时享乐不停。 下午在皇家大道上逛街，买了一大堆免税化妆品； 当然

了，皇家大道上的琳琅满目的名牌免税商品绝对让你欲罢不能。

关键词：皇家娱乐场、皇家大道上的免税店 

Day9 游轮旅程画上完美句号。

游轮假期 PK 陆地自由行

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以每人平均价格计算

 (以海洋水手号8晚9天行程为例：上海-济州-东京过夜-神户-别府-上海）

年龄：主力消费群在35-55岁的游客

类别：家庭、夫妇、情侣、新婚、公司会奖客户

心理特征：喜欢大海的客人、旅行中喜欢住5星级酒店的客人、

喜欢在旅行中享受运动、娱乐设施及活动的客人

皇家加勒比游轮的优势

性价比高

贴近自然的度假方式

边旅行边旅游，游轮就是目的地

自主自由、灵活轻松的旅游方式

适合兴趣各异、所有年龄层的游客

行李箱只需打开一次，没有舟车劳顿

难忘的奢华、浪漫氛围

旅游度假市场

高端

中端

低端

游轮度假

项目

住

行

吃

儿童俱乐部

游

费用合计

娱乐

运动休闲

皇家加勒比游轮假期 陆地度假游

9500元

含5星住宿

一日三餐(星级)

电影(含3D)

大剧院演出(百老汇)

冰上表演

真冰溜冰场

攀岩

泳池、按摩池

迷你高尔夫

篮球场

按6个年龄段

岸上观光

主题派对、互动游戏

交通 含

含

含

含

含

含

含(主餐厅和自助餐厅)

畅玩

特有

另计

16800元

4000元(500元/晚)

4000元(500元/晚)

800元(400元/场)

100元(场)

100元(50元/次)

300元(场)
无

7000元(机票+新干线)

无

另计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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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皇  

家
浪
漫
婚
礼

6:00 pm7:00 pm5:00 pm

2:00 pm1:00 pm10:00 am

全心全意打造的“皇家浪漫”婚礼服务把婚房布置、婚礼仪式、现场音乐、礼宾接待、蜜月行程与度假假期

结合得天衣无缝：由船长（代表）证婚，与您的家人和好友，一同见证难忘的皇家海上婚礼。皇家浪漫婚礼

浪漫烛光晚餐

伴着特色餐厅轻柔舒缓的曲调，柔和的月光轻笼着你我，交织成愉悦，令人

陶醉。香醇的红酒与美味佳肴热烈缠绵，在舌尖味蕾点燃一场浪漫的风暴，

此刻，只想共同沉醉在这浓情蜜意的甜美氛围中……

情侣休闲活动

清晨，在微醺的清风中唤醒彼此，牵手体验皇家加勒比游轮的双人SPA，

在香氛和舒适中放松身心。傍晚时分，一起在露天按摩池沐浴夕阳的静谧，

互诉情话。另外，体验印度的双人瑜伽，也是增进您和伴侣爱意的绝好

方式之一。

12:00 专为您布置的充满爱意的婚房早已在那里等待着您。宣告着您喜讯

的婚礼门贴，洒满了花瓣的婚床……

14:00 在庄严的婚礼音乐中，由您专属的“皇家浪漫”婚庆督导和司仪，为您

在圣光教堂中带来一场永生难忘的海上婚礼。更有船长或船长代表亲自为

您证婚，并颁发纪念证书，在您亲友的见证下，定格这感动的一刻。

18:00 晚餐/情侣休闲活动

圣光教堂 SKYLIGHT CHAPEL:
宁静而甜蜜，浪漫而富有诗意，爱情与幸福在此集结，

很多新人都会选择海洋航行者号作为情定之地。

蜜月房布置（欢迎卡、新娘捧花、婚床装饰、门贴）

船长（代表）证婚仪式和纪念证书

证婚仪式堂

“皇家浪漫” 婚礼司仪

浪漫仪式现场音乐

皇家浪漫婚礼套餐包括

注：产品仅供参考，实际安排及布置以游轮提供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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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水上公园——孩子们最喜欢的水上

冒险活动，全家一起水中嬉戏

真冰溜冰场——皇家加勒比独有的真冰溜

冰场

迷你高尔夫——海上练习高尔夫技巧

泳池派对——充满活力的亲子活动

与卡通人物一同用餐——欢乐全家笑翻天

适合全家的休闲活动 tips

欢
乐
家
庭
假
期

5:00 pm7:00 pm4:30 pm

2:00 pm10:00 am9:00 am

您多久没有全家一同外出度假了？是被辗转的交通、繁琐复杂的旅行计划所推迟，还是被活跃好动的孩子

绊住了脚步？在皇家加勒比游轮上，所有的顾虑都可以抛诸脑后，您只需和家人带着美好的心情，尽情享

受欢乐的海上家庭假期。

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

获得多项荣誉的“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是皇家游轮的特色，也一直是孩子们在游轮

上的必修课 ── 将孩子们从6个月到17岁分为六个不同等级，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或

参加“海盗之夜”，或选择“捕食者寻猎”，还有“冒险运动”和“电子游戏挑战赛”……寓教于乐，

让小朋友从不同角度发现旅游的乐趣。

3-11岁的孩子们可以预订“家庭自主用餐时间”，我们将帮助您的孩子在45分钟内与您一起

享用美食，餐后孩子们可以在我们的活动中心尽情欢乐。

全家一起娱乐

在我们的游轮上，许多娱乐活动适合全家一起参与。比如去运动场打一场篮球赛；与孩子一起挑战，看谁最先爬上攀岩墙的

顶端；一起到溜冰场溜冰，或是到青少年迪斯科舞厅跳舞等等。您也可以加入Pets at SeaSM，跟家人一起制做个性毛绒

宠物。从白天到夜晚，各种游戏与活动会让您应接不暇。在我们的游轮上，您还可以与史瑞克、费欧娜公主、功夫熊猫以及

其他众多您所喜爱的梦工厂动画人物见面，给您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

父母独处时光

将孩子交给专业看护人员后，父母可以安心的给自己和爱人留出一点独处的空间。您可以和爱人一起去观看一场电影，或者

牵手在甲板看壮观的落日，让心灵和身体舒适放松。

欢乐家庭假期 Family G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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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阳
无
限
美
好

8:30 pm7:00 pm4:30 pm

2:00 pm10:00 am8:00 am

年少时凭海临风的豪情，在瑰丽晚霞中徐徐回味。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走过几万公里的海岸线，看过数千

种大海的表情，在皇家加勒比的一个舷窗外，半生的辉煌终于找到舒适的落脚点。

七心棋牌室

棋牌是老年客人最热衷的活动。皇家加勒比的棋牌室全天开放，提供桥牌、

扑克、棋类活动等，让老朋友新相识，气氛融洽悠闲自在。一场酣战下来，

天色尚早，精神尚好，舞池里的霓虹发出了邀请，迈着飞扬的舞步，焕发青

春的光彩，绚丽的夜晚正式开启。

图书馆和艺术画廊

图书馆和艺术画廊是最合适积淀半生的老年客人。图书馆收藏中外名著，持续的阅读

习惯可以在游轮上得以延续，良好的艺术修养在游轮上寻得知己。不用担心和外国长

相的服务生无法沟通，他们熟练的中文，会让您轻松自在的享受整个海上假期。

夕阳无限美好 Sunset

阳光甲板 —— 无敌海景尽收眼底

游泳池 —— 健身休闲两不误

大剧院 —— 经典百老汇歌舞表演

图书馆 —— 博览中外名著

棋牌室 —— 消磨时间最佳去处

购物中心 —— 采购纪念品

您可于前台租赁麻将等棋牌，于七心棋牌室

玩乐。

皇家加勒比游轮还为55岁以上老年客人提供

定期的优惠活动。

适合老年客人的休闲活动 tips

46www.rcclchina.com.cn



免费使用的声光设备

投影机

DVD播放机

等离子电视

讲台

多功能壁挂式屏幕

电视墙（多画面）

无线或翻领麦克风  

专业舞台灯光

声音板

实用信息指南 info

菁
英
商
务
会
奖

4:00 pm 9:00 pm7:00 pm

3:00 pm2:00 pm10:00 am

Meetings, Incentives & Conferences
无论是举办商务会议，还是开展激励活动，我们专业的商务专家都会尽其所能为您提供专业知识，安排落实整个

海上商务假期里的所有细节，确保您的每一个项目都能成为非凡盛举。皇家加勒比将与您共同见证这标志着企业

和公司发展的里程碑式历史时刻。

非同凡响的海上会奖 

皇家加勒比一价全包式的海上会奖假期，将餐饮、娱乐、交通、团队建设甚至活动布置都为您悉心安排妥当。

无论身处何处，我们独有的“皇冠铁锚服务”以及华美宜人的环境，都能为商务客人带来全方位的会奖假期体验！

应有尽有的休闲娱乐活动

游轮上拥有丰富的休闲活动。迎着阳光和海风，在篮球场、攀岩墙、泳池......尽情释放

激情；夜晚华灯初上，各式酒吧、酒廊、夜总会纷纷闪亮登场，在皇家加勒比，每分每

秒都满溢着欢乐的因子！

专业的会议设施

皇家加勒比拥有可根据人数灵活组合的会议室，可以依据会议需要布置会场，免费提供视听设备。多样面积及

功能的会议空间，可以同时容纳30－3800人不等，满足各种商务活动的需要。

个性化定制

皇家加勒比游轮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商务活动选择，量身定制主题团队活动，适应个性化

的商务度假需要。包括：颁奖典礼、私人酒会、年会、培训会、订货会、新品发布会等

众多形式的团体活动，以游轮为场地尽情施展。

菁英商务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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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专属的尊贵享受，只属于您。

当您出示彰显身份的特制房卡时，

将开启一段充满特别服务和贴心关怀的海上假期。

Premium Experience 
彰显卓越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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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服务体验
特制房卡（顶级套房为金卡，普通套房为银卡） 

登船日的欢迎果盘和依云矿泉水一瓶

每晚开床服务时奉上的精美巧克力

奢华水疗浴袍和拖鞋供您在船上使用（请向您的客房服务员索取）

Cilchrist & Soames化妆品

配备咖啡壶，赠送Seattle's Best咖啡

配备茶壶，赠送Tazo茶

独享枕头菜单，有四款枕头供您选择

为第一个正装晚宴赠送免费熨烫服务（请于第二天中午12点前将需

要熨烫的衣物交给服务生)

可为室内娱乐活动提供Mattel桌面游戏（请在贵宾休息室的开放

时间段预订）

个性化的港口和购物建议

优先通行的驳船特权（仅供套房宾客\金色房卡持有者，但不支持预订）

大剧院和Studio-B表演的定额预约席（预约席会在开演前5分钟被

取消）

优先出境，其中包括套房专享的离船休息室，备有欧陆式早餐

有机会与船长共进晚餐，或参加船长主持的私人酒会

下船日可在专设的休息厅享用早餐，避免用餐高峰

套房贵宾俱乐部
专享9层礼宾俱乐部（刷金卡进入）

每日上午7：00-10：00特设欧陆早餐

每日晚上5：00-8：30特设开胃小吃，免费酒吧服务

每日菜单展示，方便预约晚餐酒水

完全的餐厅客房服务权（在餐厅营业时间提供）

第11层和12层甲板在泳池酒吧附近区域摆放专用VIP休息椅

（请出示您的房卡）

每日上午7：00-下午2：00帆船餐厅早餐及午餐可在

Portofino餐厅享受私人专座（请出示您的房卡）

DVD租赁服务

所有服务和设备均为免费提供给套房宾客（不适用所有套房类型）

尊荣套房贵宾 Premium Suite

尊
荣
套
房
贵
宾

优先上下船礼遇

从登上游轮那一刻，套房贵宾就开始享受特别礼遇：VIP专属通道优先

上船，轻松便捷；而在离船日，您可以在专设的贵宾休息厅悠闲享用欧陆

式早餐，优先下船。

套房贵宾俱乐部免费畅饮

礼宾俱乐部专为豪华套房以上尊贵宾客提供，宽敞的环境和舒适高档沙

发，带来尊贵简约的设计风格。24小时开放。在静谧悠闲的俱乐部里，

尽情品尝自助酒吧内的香槟、葡萄酒以及各种果汁，让您尽享贵宾尊荣。

贵宾专享送餐服务

如果您想享受一段完全独立的私密时光，推荐尝试专为套房贵宾准备的

特别送餐服务，在私人阳台就着醉人的海风，享用丰盛的中、西式美食和

甜点。特别精心设计的点餐菜单，美味诱人的餐点30分钟内便可送达。

贵宾专属席位

无论是主餐厅特别设立的贵宾独立用餐空间、特色餐厅提供的贵宾用餐区，

或是大剧院和Studio-B的专属贵宾观看席位等，都是为了将喧嚣隔绝，让

您尊享精致舒适的海上假期。

入住豪华套房以上的贵宾可以享受到极具个性化和尊崇的服务，专属的贵宾礼遇使您的旅

程成为一次完美的愉悦体验。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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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方式

在线申请，登陆www.rcclchina.com.cn

船上申请：填写会员注册表投入船上的皇冠

铁锚俱乐部信箱，还可参与会员抽奖活动，

赢取多重好礼

电话申请: 400-8850-277

 ( 周一至周五8:00-20:00，周六 9:00-13:00)

邮寄申请：皇家加勒比游轮有限公司 皇冠

铁锚俱乐部（收）

中国上海东大名路358号1601-1605室 

(200080)

会员积分原则

积分基于客人搭乘游轮的间夜晚，是会员等

级升级最公平的方式。每航行一晚，就拥有

1分，如是套房，则积分翻倍，搭乘的航次

越多，优惠越多。

实用信息指南 tips & info

礼宾俱乐部
礼宾俱乐部仅为豪华套房以上类别的客人、银钻卡和金钻卡的会员提供。我们将在上船当日向您提供

有关俱乐部的专属体验信息。俱乐部全天候开放，客人将获得专享服务，如：

自助酒吧免费畅饮、欧式早餐、晚餐前的开胃小菜、冰上表演门票、租借影碟和CD、

预约享受美容沙龙或SPA水疗护理、使用便携式船电话、晚餐葡萄酒预定等等。

会员专属礼遇 Crown & Anchor Society

会
员
专
属
礼  

遇

会员礼遇
黄金会员
会员船上预定奖励积分
受邀出席“欢迎回来”主题排队
房卡身份识别
独享船上预订奖励计划
套房双倍积分
优先升舱
同行儿童完成第一次航行后，与父母同享优惠
和演出嘉宾见面的机会
优先登船
离船日专用候船室和早餐
特别纪念品  

白金会员
在黄金级会员权益基础上，享有更多:
优先办理登船手续
高级会员专属宴会
船上礼服租用
新等级特制徽章
船上预定下个航次阳台房和套房，享受会员折扣
乘坐公司旗下“精致游轮”和“精钻会游轮”
享同等会员待遇

翡翠会员
在白金级会员权益基础上，享有更多:
精美欢迎礼物

钻石会员
在翡翠金级会员权益基础上，享有更多:
名厨推荐礼品/用品
钻石会员专享之夜活动  
离船日优先离船
早餐提供免费特色咖啡
达到新等级尊享特别礼遇
舞台表演后台探秘之旅
主餐厅优先申请用餐时间
优先安排岸上观光或水疗护理
钻石贵宾休息室（仅限自由、绿洲系列游轮）

银钻会员
在钻石级会员权益基础上，享有更多:
游轮幕后工作地探秘之旅
个性化定制皇家礼品
享用礼宾休息室
剧院、冰上演出和剧院优先安排座位
积分在340及以上，与船方高层共进晚餐，舱房护理用品升级
积分在350及以上，可积分兑换礼品
行李标签
主餐厅优先申请座位和桌号
出航前可在英文网站选择礼物
积分在340以上，单人入住仅需支付150%的船票价格

金钻会员
在银钻会员权益基础上，享有更多:
个性化定制徽章
积分在700及以上的会员，免费获赠7晚行程入住阳台房
积分在1400及以上，每增加350分，免费获赠7晚行程入
住普通套房

有人登船一次就爱上这里，愿意将更多的假期交付给这座海上城邦， 成为皇冠铁锚俱乐部

贵宾会员。这些人，是皇家加勒比游轮视之为珍宝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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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ise Vacation
特色游轮之旅

每一次靠岸，都将为您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

异域文化，特色美食，

轻松自由的游览方式——

从繁华的东京到灿烂优美的济州岛，

从宝岛台湾到活力四射的香港， 

每一个港口都活色生香， 欢乐从未停歇。

这是专为您定制的游轮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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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皇家加勒比亚洲巡航

亚
洲
巡
航

中国

泰国
曼谷

马来西亚

越南

福冈

釜山

天津

香港

济州岛

上海

日本

韩国

长崎

基隆

花莲
台北

高雄

胡志明市

新加坡

林查班港

槟城

巴生港

普吉岛
兰卡威

冲绳

名古屋

别府
大阪

东京

神户

境港
金沢

富山

室兰港

始发港
停靠港

长崎港

New!

New!

New!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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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这里有蔚为奇观的富岳风穴

钟乳石冰柱；在东京铁塔上俯瞰城市风光，更是浪漫无比。而

作为潮流发源地的东京，你可以在欧美明星都热衷于光顾的银

座、涩谷、池袋等商业街购物，说不定还能近距离欣赏到喜爱

的明星！观景购物之余，寿司、生鱼片、涮锅、串烧等各式日

本特色美食，更是让你流连忘返。

东京 Tokyo 

曾为琉球王国的冲绳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冲绳世界文化王国是

一座琉球文化主题公园，十个各具特色的观光景点让这个公园丰

富多彩。首里城曾为琉球皇朝首府，集政治、文化、外交与宗教

中心于一身。美之海水族馆拥有各种世界第一，在此你可以看到

大鲸鲨、魔鬼鱼及多种稀有海洋生物。

京都是有名的历史之城，具有浓郁的日本风情。这里有数百间有名的神社、

神阁和古寺名刹，拥有日本二成以上的国宝。它是日本纺织物、陶瓷器、漆

器、染织物等传统工艺品的产地。同时，它又是日本花道、茶道的繁盛之

地，被称为“真正的日本”。

京都 Kyoto-fu

无论是休闲还是探奇，福冈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在这座充满活力生气的

城市中，也不乏像太宰府这样的历史名胜——它曾是日本学问之神的本宫, 

每到应试季节，就挤满了全国各地赶来金榜题名的学子。

福冈 Fukuoka

日本著名的“别府八汤”这个词,说明了别府的温泉产业有多么发达,全市拥

有超过200个公共温泉,泉眼之多、泉质之丰富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别府

近郊 还有可看到为国家自然保护动物日本猴的高崎山自然动物园,还有鹤见

岳和由布岳等群山环抱的志高湖等休闲旅游设施。

别府 Beppu

长崎的美，震撼人心 ，就连日本人自己也为此骄傲不已。西方文化与当地

历史的完美结合，让长崎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这里有凭海临风的自

由露天剧场，有令全日本为之疯狂的花灯节，亦有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呼喊

的和平公园。每年夏天，长崎会举办的龙舟赛，不仅当地人热情参与，就

连许多外国游客也禁不住被其吸引纷纷加入。

长崎 Nagasaki
自古以来大阪就为古都奈良和京都的门户，与众不同的历史孕

育了独特的传统艺术、娱乐文化及饮食文化。大阪的一些代表

性的地点为：作为大阪的象征大阪城，美食和地道小吃的天堂

道顿堀，以及再现美国好莱坞电影真实场面的日本环球影城。

大阪 Osaka

神户依山傍海，登上当地最有名的六甲山头，便可将全日本最

佳的“百万美元夜景”尽收眼底。在神户自然不能错过著名的

神户牛肉，神户牛肉以肉质超柔软和丰富味道闻名于世。从神

户搭乘急行火车便可抵达京都，乘坐JR新干线列车半小时内即

可到达大阪。

神户 Kobe

冲绳 Okinawa
金泽市中心的“兼六园”庭园是日本三大名园之一。 寺町集中了 70 

座寺院，尾张町百年老店林立，这些地方都让游人感受到历史的

沉淀。具有现代风格的流行服饰城“香林坊”与传统建筑物十分协调

地同处一城。

金泽 Kanazawa

拥有日本最大的天然沙丘——鸟取沙丘，东西长16公里，南北2公

里，广阔的沙丘在海风吹拂下，形成波浪般美丽荡漾的曲线。西

部的大山是鸟取县地标，形似富士山，秋天一到，便成赏枫胜地。 

温泉和松叶蟹是鸟取县的特产。

境港 Sakaiminato

名古屋是一个历史风味浓厚的古都。虽然人文及历史文化深厚，却

自然地融合乐现代的摩登气氛。如果想在古都中追寻现代感的流

行脉动，名古屋绝对可以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动。

名古屋 Nagoya

富山县一年四季都风景优美。富山的景区数不胜数，著名的雨晴

海岸全长20公里，连接冰见市的冰见线的景色极好，晴朗的日子

还能隔着富山湾遥望3000米高的立山峰峦。

富山 Toyama

室兰港是北海道西南部的天然良港，三面环海。在这里，你可以

欣赏到室兰八景、室兰港夜景、测量山景观、大黑岛、绘鞆岬、

金屏风·银屏风、马斯契浜、地球岬、白鸟大桥（东日本最长吊

桥）等迷人景色。

室兰港（札幌） Muroran

日
本

日本

东京

New!

New!

New!

New!

New!

浪漫樱花

冲绳

福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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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

界和周边小岛组成。这里拥有着中西融合、兼容并蓄的种

种惊艳，这里有世界级的建筑、发达的电影工业、狂热的

赛马博彩、时尚摩登的娱乐享受，每一处的精彩都让你觉

得值得为她驻足。

基隆是台湾岛最北端的城市，因而有“台湾头”之称。邻近台

北， 是台北都会区重要之卫星都市。

主要游览地有观海亭、慈航寺、佛都图书馆和全身乳白、颇为

壮观的观音菩萨像。 建于1889年的灵泉寺，是基隆最古、最大

的佛寺。还有社寮岛蕃字洞和千叠敷海蚀奇观等旅游胜地。

基隆小吃主要分布在奠济宫附近的庙口，种类繁多的小吃，吸

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饕客。最能代表基隆小吃的海鲜都集中于

仁三路小吃街，除海鲜之鲜之外，还有天妇罗、虾仁肉羹、豆

签羹、泡泡冰等。 

基隆 Keelung

台北，既传统又摩登。了解传统文化可以去台北故宫观赏国际

级的中华典藏，和雕龙画栋的精美庙宇；体验现代都市可以到

101大楼饱览夜景体验刺激；赏景休闲可以去淡水、九份、阳明

山，或是去体验温泉。

不能错过的还有在热闹拥挤的夜市大肆饕餮台湾小吃。士林夜

市、通化夜市、宁夏夜市等都是当地人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不

管是淡水的鱼丸，基隆的天妇罗，新竹的贡丸，台南的鼎边趖，

员林的肉丸等等，都可以在台北的夜市上吃到。

台北 Taipei

香港 Hongkong

高雄风光以“高雄八景”为最，包括：旗山夕照、埕埔晓鹭、猿峰

夜雨、戍楼秋月、江港归帆、鼓湾涛声、苓湖晴风和江村渔歌。

高雄的小吃主要以夜市为主，高雄有六合夜市、青年夜市、新兴

夜市等著名的夜市。 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小吃是黑轮和黑砂糖刨

冰。此外，作为国际大港，高雄也聚集了世界料理佳肴，从意大

利面到日本料理，应有尽有。

高雄 Kaohsiung

港
台
地
区

港台地区

台北

台北自由广场 日月潭文武庙

香港夜景香港美食

香港的美食种类繁多，集世界美食精髓，绝对是美食爱好

者不容错过完美圣地，无论是港式饮茶、煲仔饭、粤式烧

腊、还是甜品、海鲜等，都让人欲罢不能。香港美食主要

分布在尖沙咀、旺角、中环、铜锣湾和其他地区。最著名

的美食区有兰桂坊、苏豪SOHO、鲤鱼门、南丫岛、香港

仔避风塘等。香港特色美食主要分为四类：海鲜、茶餐厅

小吃、烧腊和甜品，也是游港游客最喜欢的四类美食。

62www.rcclchina.com.cn



普吉岛是泰国最大的岛屿，宽阔美丽的海滩、洁白无瑕

的沙粒、碧绿翡翠的海水，作为印度洋安达曼海上的一

颗“明珠”，普吉岛无可挑剔。这里遍布海滩和海湾，有

以清净著称的卡马拉海滩，有私密性风格的苏林海滩，有

经常举行海上运动的珊瑚岛，还有夜生活较丰富的芭东

海滩等。 在普吉，一年到头人们似乎都在寻找着各种各

样狂欢的理由，众多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是生活的

一部分。

其实，人们还是更愿意叫它西贡，因为这个带有诗意的名

字，仿佛更配得上它的繁华与妖娆。来到西贡，你马上会

被绕城而过美丽的西贡河吸引，泛舟河面，两岸景色如同

不真实的卷轴画卷，如痴如醉。这里有最著名的咸鱼火锅

面条、咸鱼、鲜虾、花枝和大量蔬菜，共同烘托出令人齿

颊留香的美味。

认识曼谷最好的切入点便是去老城区转转,因为在那里才能最真

切的感受 到曼谷原汁原味的生活。老城区中遍地古迹,触摸历史

最好的方式是就是 参观这些记录着历史与本土文化的“民间博

物馆”。而乘坐被当地人昵称为“TUKTUK”的三轮摩托车,

颠簸前行,曼谷最原生态的生活画面也会 一 展现在眼前,让你的

曼谷之行丰富多彩。

曼谷 Bangkok

普吉岛 Phuket

胡志明市 Phu My

兰卡威不仅是个浪漫的岛屿，还拥有许多浑然天成的优秀

条件，使她成为东南亚的度假天堂。走在 主岛兰卡威时，

眼前是一望无垠的橡胶林与水田，其间散布着传统式的高

脚屋，椰影婆娑，以捕鱼和种田为生的岛民三三两两，构

成旅客眼中一幅极为悠闲的画面。在这充满古老传说的岛

屿上，虫唧蛙鸣是大地沉沉睡去的催眠曲。

兰卡威 Langkawi

东
南
亚

东南亚

泰国

马来西亚兰卡威 泰国普吉岛

马来西亚水上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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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我该如何预订皇家游轮的行程？ 

方式一：拨打皇家加勒比游轮免费客服热线400-8850-277或登

陆官网 www.rcclchina.com.cn 进行查询。

方式二：通过旅行社预订您的游轮假期，并办理签证，签订旅游

合同及购买保险。

温馨提示：出发前请向皇家客服热线或旅行社索取《游轮度假手

册》和行李标签。详细阅读《游轮度假手册》了解关于登船手

续、注意事项，及有关您和船方之间责任与义务的法律条款。

船票贵吗？

“海洋航行者号”及“海洋水手号”都是以大众消费者为目标客

户，加上船上提供一应俱全的服务与设施，舒适度及性价比相对

于陆地旅游更高。

如果我需要取消或者被迫取消我所预订的游轮产品，是否可以

收到全额退还？ 

请咨询您预订的旅行社详细了解预订取消规则。如果开航当天

未登船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只能退还预付小费和港务税费；如果

在旅途中自行中断或临时取消，恕不退款。

游轮只适合老年人吗？

各个年龄层的客人都可以在游轮假期中体验到比以往更多的欢乐。 

从国内的母港出发，可以令年长的客人省去舟车劳顿的麻烦；对

于容易接纳新鲜事物的中青年人来说，游轮上丰富的游乐设施往

往让人流连忘返；而游轮上享有专门的儿童节目、儿童菜单及专

用区域更是让孩子们在游轮上尽情欢乐。

游轮上是否无事可做？

皇家加勒比游轮提供包括室内、室外游泳池；按摩水池；桑拿设备；

健身房设备；攀岩场；真冰溜冰场；游乐场；棋牌室；电影院；迪

斯科；卡拉OK；夜总会；大剧院等各种娱乐设施，可谓一应俱全。

另外，还有丰富的岸上观光行程供您自由选择。

儿童是否有优惠价格？

皇家加勒比游轮的部分舱房有专为第三、第四位入住客人设立的

折扣价格，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均可享受此优惠价格。当儿

童以第三、第四人的名额入住船舱，则可以享受此折扣价格。如

果儿童以第一或第二名额入住的话，则需支付正常价格，不能

享受任何优惠。

游轮上如何支付小费？

中国出发的乘客无论团体或个人都需要预付小费，您的小费将由船方

分别给予客房服务员、餐厅侍者、助理侍者、餐厅领班； 套房客人每人

每天须支付14.25美元; 其它客人每人每天须支付12美元; 当您在酒吧消

费，或购买酒类饮品时，账单上会自动添加15%的服务费。

其它服务人员的小费，则可由您自行斟酌给予。

预订船票

我该准备哪些衣服？

游轮旅行活动丰富,场合多样。 我们建议您至少带好四类服装：

休闲装、正装（正装晚宴必备）、运动装、泳装。

船上是否有中文菜单？

我们的游轮上都提供中文菜单。

如果我有特殊餐饮要求时该怎么做？ 

皇家加勒比游轮努力在航程中尽量满足您的餐饮需要。您须确定旅行

社已将您的特殊要求或其它相关资料提前两周通知我们。我们可以提供

以下特殊餐饮：素食、糖尿病餐饮、低脂餐、低钠餐、低胆固醇餐，以

及其它特殊餐饮。

船上用餐的安排？ 

游轮上您可以选择自助餐和正餐两种用餐方式。在预订游轮时，请选择主

餐厅晚餐的用餐时间：第一轮晚餐约17:45，第二轮晚餐约在20:00，还

有自主用餐时间，可在两个晚餐批次中自主选择用餐时间。用餐时间会因

不同的游轮及行程而略有不同。此外，我们提供24 小时的客房送餐服

务(午夜12:00至凌晨5点需收取3.95美元/次的送餐服务费)，包括早餐、

中餐、晚餐、点心服务，偶尔还有午夜自助餐。

开瓶费规则？

1、游客可在开航之日自行携带果类酒饮品(如：葡萄酒等)，每间舱房限

带2瓶。如游客需在船上任何餐厅，酒吧或用餐场地饮用自带果类酒，

需收取每瓶25美金开瓶费。费用将通过游客的船上账户收取。 

2、若果类酒饮品是作为游客的礼物或礼遇(通过游轮公司购买或者由游

轮公司赠送)，游客需要在舱房或者任意船上公共区域（包括餐厅，特色

餐厅，酒吧或休息室）饮用，则不需要收取开瓶费。 

3、若果类酒饮品是游客从岸上商店购买或来自旅行社赠送的，如游客

需要在餐厅或公共区域饮用，则需要支付每瓶25美金的开瓶费。费用将

通过游客的船上账户收取。 

游轮生活

游客常见问题 Q&A

磅礴瀑布、洁白沙滩、蔚蓝的海水......这如同仙境般的地

方，就是韩国南部海域的济州岛。四季如春的济州岛是韩

国人的度假胜地，也是广受全球游客喜爱的度假天堂。城

山日出峰是耸立在济州岛东端的巨大岩石，也是世界最大

的突出于海岸的火山口，周边是一个大草原，有着田园诗

般的美丽景色，在城山日出峰观赏海上日出，可以欣赏被

称为“济州岛第一景”的壮观海景。另外，柱状节理带、

泰迪熊博物馆等也是济州岛精华游览的地方。

济州岛 Jeju

韩国釜山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货运港口之一，还以丰富海产与

美丽自然人文景观著称。无论你是从釜山亚运会，或是国际电影节

认识的这座城市，当游轮靠岸，你都会对它产生不一样的认识。登

上龙头山，可以俯瞰釜山的繁华街景和临海风光，茂郁的冬柏和松

林围绕世峰楼，海岸边松涛阵阵。背倚灯塔，远眺大 桥，釜山的传

统与现代尽在眼前。更有新开通的巨加大桥，海上犹如一条海上宝

石项链。

釜山 Busan

韩国

济州岛城山日出峰

济州岛

釜山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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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资讯仅供游客参考，有关船方与客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详细法律条款，请以船票契约为准。

在游轮上购物，如何付费？ 

所有皇家加勒比游轮上均使用无现金交易的房卡SeaPass 签账系统。消

费时只要出示房卡（SeaPass）即可，个别要求使用现金的场所例外，

外币兑换、以及皇家娱乐场博彩。在航程的最后一晚，我们会将明细

账单送到您的客房以供核对，并请至前台付清您的消费账目，如果您

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您的信用卡信息，并且开通了房卡自动还款功能，

对我们所列清单上的项目没有异议，我们会自动根据账单向您的银行

请款，您无需至前台付款。如果您对账单项目或退款有任何异议，请

务必于离船前联系前台工作人员解决。因为在您下船后，船公司恕不能

受理有关消费清单的异议。您也可以使用美元或旅行支票支付您的账单

费用。前台服务处可兑换旅行支票，并提供外国货币兑换服务。

目前一般有几种信用卡可在船上使用？

目前使用最多的是：VISA维萨卡、MASTER万事达卡、AMEX美

国运通卡。卡上必须要有VISA, MASTER,AMEX的标志。由于船上消

费是以美金结算，请保证使用的信用卡是可以刷取美金的。此外，中

国的银联信用卡也可以使用，但借记卡暂时不能使用。

如何绑定房卡与信用卡？

如果您打算使用信用卡作为船上的消费方式，您可以在码头信用卡链

接柜台或者船上前台（Guest Relations）做房卡信用卡绑定。上船后

只要出示您的房卡即可以直接消费，所有的房卡消费记录会出现在下

船前一晚或者下船当天的账单中,请您妥善保存房卡。但需要提醒您的

是在船上使用信用卡会产生一定的预授权，预授权会在下船后起30天

内自然解冻，在这期间预授权可能会占用您卡片的信用额度。

为什么在下船后还收到船上消费的信用卡消费的短信提醒？

船上由于信号原因，短信可能会出现滞后现象。若在下船后收到银行

发来的重复扣款的短信，其中一笔可能为预授权，预授权会在下船后

起30天内自然解冻。

舱房内是否免费供应水和饮料？

舱房内瓶装矿泉水和碳酸性饮料是收费供应，由于舱房消费账单为提

前打印账单，最后一天的饮料消费可能未出现在账单中，建议在船上

关联信用卡消费的客人在下船当天再去前台确认饮料的消费，以避免

消费扣款争议。

充电转换器及船上毛巾的借用是否产生费用？

只产生押金，在您归还的同时，押金自动返还房卡账户中，建议您有借用

此两样物品，务必留意下船前收到的账单，或在下船当天再次与前台确

认，押金是否退换，以避免消费扣款争议。

船上是否有ATM机器？

船上有ATM机可供使用，但是只能取美金，银联卡也可使用，并会收取

一定的手续费。

船上是按什么汇率进行兑换？

船上是按照当日交易汇率进行货币的兑换，一般来说，会略微高于国

家对外公布的外币汇率。

坐游轮会不会晕船？

皇家加勒比游轮的出行时间都是精心安排，根据当时的气候状况和海

洋状况来考虑。皇家加勒比游轮的吨位比较大，在海面上行驶会很稳。

同时游轮设计上也添加了先进的平衡装置，可以减少游轮的晃动。如

果客人特别晕船的话，船上也有免费的晕船药提供，客人可以到船上

的前台服务处领取。

如果在游轮行程中生病了该怎么办？ 
船上都备有医疗设施。每艘游轮上都至少有一位医师与一名专业护理

人员为您服务。接受医疗服务将额外收取医疗费用（以美元计价），

我们的计价方式将会略高于您所在国家的同等项目的费用。我们强烈

建议您购买完整的旅游保险，以便在发生这种意外状况时能由保险支

付。船上配有医务室，有常见药品出售。

医疗保健

支付

我需要哪些旅游证件与身份证明文件？ 
检查您的护照有效期限，务必确保您的护照到期日在游程结束日期的6
个月之后。您必须在出发旅行前准备好所有必需的签证，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需要多次的入境签证。请向您的旅行社、或所在地的护照发放当局、

或本次游轮旅行将前往的国家的大使馆（领事服务）咨询，了解目的地

的入境要求。

贵重物品、旅行证件、液体（酒、饮料、液体化妆品等）、易碎物品是
否能够托运？

请您随身携带，以免在托运过程中发生损坏和遗失。我公司对上述托运

物品损坏所造成的损失不做任何赔偿。我们建议您锁上您的托运行李。

我是否应该投保旅游险？ 
我们强烈建议，乘客应在预订之日就购买合适的旅游险。我们建议您与您

的旅行社洽谈，选择游轮公司推荐的保险产品。所购买保单的范围可包

括因取消或中断行程、个人身体不适、受伤、医疗或财物损失而引起的

费用。

我如何了解到有关岸上观光的行程及付费的方式？ 
您可拨打400-8850-277由我们的客服人员为您解答，或者您还可以

登陆我们的网站www.rcclchina.com.cn观看岸上观光行程的详细情形。

登船后，您也可使用客房内书桌上的预订表格，或直接至岸上观光柜台

进行预订查询。

游轮上可以吸烟吗？ 
为确保游客的舒适和享受，游轮上大部分区域为非吸烟区。不过考虑到

某些游客的吸烟习惯，我们也在游轮上安排了指定的吸烟区域，如某些

休息室、露天甲板，以及在停靠码头之时。所有客房属于禁烟区，但是

在私人景观阳台上可以吸烟。如果违反规定，在收到警告信后依旧违反

上述规定者，将被处以250美金/次的罚款。此外岸上接驳用的巴士上也

是禁烟。

我可以从游轮上打电话回家吗？ 
您可以随时由舱房中直拨电话回家，每分钟收费$ 7.95美元，费用会直接

列入您的房卡账户中。我们建议您开通手机的全球漫游功能。使用国际

漫游提供的优惠，话费会更便宜。

我的亲朋好友可以联络到船上的我吗？ 
通过游轮的卫星电话，您可以全天24小时与外界保持沟通，电话费为

$7.95美元（每次通话最多10分钟）。

话费须使用信用卡支付（Visa/万事达卡/Discover/美国运通/Carte 
Blanche/JCB和Diners Club）。

1-888-724-7447（自美国地区）

1-732-335-3285（自美国以外地区）(需额外加付长途电话费)

其它

4、游客不允许携带任何其他酒精或非酒精性饮料上船饮用或用于其

他用途。在码头或船上商店购买的酒精性饮料将会交予船方保管并在

航行最后一天送至游客房间（对于连续乘坐游轮的游客，他们购买的

酒精性饮料将会在最后一个航次的下船前一天归还）。游客在开航之

日携带的酒精性饮料(如：白酒、黄酒、啤酒等)一经发现将不予归还。 

5、游客自行打开的自带酒水不允许带入餐厅或公共区域 

在船上购买的酒精型饮料需要先寄存在船上，在游轮旅行的最后一晚

请向免税商店领回。

在船上如何了解娱乐活动项目的安排？

丰富的娱乐设施是皇家加勒比游轮一直所骄傲的。我们拥有专业的娱

乐团队，为您带来各种气氛活跃、放松休闲的船上活动。只需查看

船上的《每日快讯》，一天的节目安排尽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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