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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指南中，您将找到有关旅途计划所需的一切内容，充分享受您即将展开的邮轮假期之旅。从航行前的准备

到航行结束后离船，能够为您提供“完美东道主服务”使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将为您旅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竭尽所能，引领您开启新旅程，华丽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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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线个人账户

• 航行合约

• 文件要求

• 年龄要求/携带儿童出行

• 防疫注射

• 公主医疗中心

• 健康情况

• 怀孕

• 特需乘客

• 医疗状况

航线个人账户

航线个人账户是您填写重要文件、规划您的旅

行和进行更多操作的在线平台。一旦您进行了

预订，即可登录 www.princess.com，点击“已

预订客户（Booked Guests）”下的“航线个人

账户（Cruise Personalizer® Login）”链接，输入

您的姓名、出生日期和预订号码，即可开启。

航行合约

由于《航行合约》具备法律约束力，会对您的

合法权利产生影响，因此请您仔细阅读。您可

以在“航线个人账户”页面中找到《航行合约》。

文件要求

每位旅客均需向公主邮轮提供一套完整准确的

出入境信息。您需在确认预订信息之后，通过

“航线个人账户”功能完成乘客出入境信息的

在线填写。

在您填写完出入境信息之后，必须确认您的姓

名与护照上的姓名或您将带上邮轮的其它国籍

证明上所显示的姓名一致。如果姓名有误，请

联系您的旅游顾问进行信息更正。

若您未提前提供上述信息，则会延误您的登船

手续，甚至可能使您无法登船。

有关在美国港口登船的邮轮的特别注意事项：

美国法律要求邮轮航线必须在从美国出发前提

前60分钟将旅客名单提交给美国国土安全部。

为遵守上述规定，所有的旅客信息都必须在预

期启航时间的 90 分钟前接受审查。如果您未

提前提供所需的出入境信息，您就需要计划提

前抵达码头，以确保自己在预期出发时间的 90

分钟前办理完登船手续，否则您就有可能无法登

船。确保在您的旅行计划中为预留充分时间抵达

邮轮。

对于从美国港口离港，并在 24 小时内在某港口

停靠的航线，您至少需在启航日的四天前提供完

整准确的出入境信息。美国政府规范要求我们在

启航前将旅客名单提供给国土安全部。这项要求

适用于所有的旅客。如果您无法提供出入境信息，

可能会被拒绝登船，且不退回任何邮轮和陆海假

期费用。

旅行文件
您的航程中所途经的国家会对邮轮旅客提出各不

相同的文件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护照、签证和疫苗注射证书（必要

时）。根据您所前往的港口以及您的国籍，相关

的要求会有所不同。

很多国家要求护照的有效期至少持续至您旅行结束

之后的六个月。检查一下您的护照是否在上述期间

依旧有效。请确保护照上的姓名与您预订时的姓名

相同。同时，确保您的护照上还有空白页面，方便

可能所需的入境和出境签注和任何签证。必要时，

请为更换护照和 / 或增添页面预留充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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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您在进行航空旅行、办理登船手续、在

各个停靠港上岸以及再回到您的原住地时，都要

随身持有必要的旅行和健康文件。如果您未能持

有适当的文件，您将被拒绝登船，且不退回任何

邮轮和陆海假期费用。

各国公民根据您的签证要求调整相应的签证政策，

公主邮轮提供的各国签证信息仅供参考。具体签

证事项请联系您预订的旅行社及当地领事馆。

年龄要求/携带儿童出行

年龄要求
公主邮轮有权对船上 6 个月到 17 岁的旅客数量

进行限制。所有未满 21 岁的旅客必须由一名已

满 21 岁旅客进行陪同。对于预订了多个客舱的

家庭团体，孩子们可以与父母或监护人分开，单

独居住一个客舱，但前提是每间舱房必须有一个

已年满 16 岁的孩子。请注意，公主邮轮已不再

要求未满 18 岁的旅客出具经公证的书面许可。

但是，有些国家要求未经父母陪同单独旅行的孩

子提供特殊的文件；这些要求可能随时改变，恕

不另行通知。您需要确保您已经为即将前往的所

有国家准备好了适当的文件。请在您进行航行之

前与您的代理联系，对相关要求进行确认。可在

陪同下参与海陆套装的最小年龄为 5 岁。未满

18 岁的旅客在晚上 11 点之前必须离开舞厅 / 夜
总会。请与儿童中心和青少年酒吧联系，确认一

下是否有专为少年儿童设计的特殊舞厅项目。

儿童的年龄要求
以下航线可接受启航之时已满 6 个月的婴儿：

阿拉斯加、加拿大及新英格兰、加勒比、欧洲（除

大西洋航线以外）、日本（往返旅行）、墨西

哥和巴拿马运河。

以下航线仅接受启航之时已满 1 岁的婴儿：非

洲、亚洲、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夏威夷及塔希

提岛、印度次大陆、南美洲、南太平洋、跨大

西洋、跨太平洋，和世界航线（包括分段航次）。

汽车座椅
美国和加拿大的规范要求，8 岁以下的儿童可

以坐在汽车座椅、增高座椅或其它儿童约束系

统内旅行。在让儿童乘坐汽车、出租车、豪华

汽车、货车或公共汽车时，您必须知晓相关的

规范，并配备适当的儿童约束系统。

未满 18 岁旅客所需的文件
很多国家都要求仅与父母一方或未与父母一同

出行的青少年提供特殊文件；这些要求可能随

时改变，恕不另行通知。您需要确保您已经为

即将前往的所有国家准备好了适当的文件。请

在您进行航行之前与您即将前往国家的领事馆

联系，对相关要求进行确认。

对于在澳大利亚运营的黎明公主号、钻石公主

号、黄金公主号、碧海公主号和太阳公主号的

航线：对于 11 月 1 日到 1 月 7 日之间从澳大

利亚的港口出发的航线，在登船之日未满 19
岁的任何旅客必须与已满 19 岁且负责任的成

人居住于同一客舱。此外，从 1 月 8 日到 1 月

31 日，针对未经陪同单独旅行的未满 19 岁的

旅客数量设有上限。一旦达到上限，就必须有

已满 19 岁且负责任的成人在同一客舱内进行

陪同。我们会在您进行预订时，告知您是否受

到该上限规定所影响。公主邮轮可以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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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上述由负责任的成人陪同的要求。该负责

任的成人需在航行期间，负责照看同客舱未满

19 岁的旅客。任何进行破坏行为的旅客都将受

到“船长权利”的约束。

对于在日本和新加坡运营的钻石公主号，以及

在中国运营的蓝宝石公主号和盛世公主号的航

线：所有未满 20 岁的旅客必须与已满 20 岁的

旅客共同出行。此外，对于预订了多个客舱的

团体或家庭，各客舱的最低年龄要求为 16岁，

前提是他们是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共同出行。

对于不符合我们最低年龄要求的学生和青少年

团体所做的预约，很抱歉我们无法接受您的预

约。各位旅客需保证随时监督其所照看的旅客，

以确保其所监督的所有旅客严格遵守所有的政

策规范。

防疫注射*

防疫注射的要求会随着目的地的不同和不断出

现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我们强烈建议所有的旅

客都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我们强烈推荐您听

取您的初级护理医师的建议，或通过经批准的

公共卫生咨询服务来了解各停靠港口所需的任

何特殊的防疫或健康预防措施。您可能需要参

考世界卫生组织 (WHO)(who.int/ith/en) 或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wwwnc.cdc.gov/
travel) 的相关信息。有些国家会严格执行特定

的健康要求，如黄热病。您可能需要在登船时

提供防疫注射证明原件，若无法提供可能会被

拒绝登船。

*本信息作为通用指南提供。由于政府和防疫注射的要求和建

议会定期发生变化，您必须咨询您的旅行顾问、政府当局和

/ 或医疗专业人士，以对航行期间的实际要求和建议进行确

定或验证。对于旅客未能取得任何必要的防疫注射，公主邮

轮不承担任何责任。

公主医疗中心

公主邮轮医疗中心配备了合格的持证医护人员，他

们在日常办公时间以外，还提供每天 24 小时的医

疗服务。我们的医疗中心拥有齐全的医疗设施，能

满足大多数医疗需求。

公主邮轮上的所有医疗设施都符合或超过美国急

诊医师学院所制定的标准 (http://www.acep.org/
Content.aspx?id=29980)。我们的医疗中心是邮轮

行业内唯——个因医疗质量突出而获得国际认证

和 ISO 9001:2008认证的医疗服务机构。

健康情况

我们旅客和船员的健康情况对我们最为重要。我

们制定了几项措施，来防止和抑制我们船上的疾

病状况，以符合或超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所设定的标准。

保持健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勤洗手：使用肥皂和

清水将手彻底清洁，特别是在饮食或吸烟之前和

用厕之后。除洗手以外，您也可以使用船上自助

餐厅处所配备的洗手液来进行清洁。如果您在航

行过程中感觉身体不适，请立即向医疗中心报告。

我们强烈建议您在旅行前对您医疗保险的覆盖范

围进行一下检查。许多保险，包括医疗保险，都

不会对国外的医疗服务或紧急疏散情形进行偿付。



航行前

为航行做准备

5

怀孕

公主邮轮医疗中心未配备新生儿加护病房。由于

母子的健康和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

对于在航行过程的任何时间内预期孕龄会进入第

24 周的孕妇，非常抱歉我们无法接待您的此次行

程。

所有孕龄不超过 24 周的孕妇需出示医生开具的

信函，证明母子健康，适合旅行，同时怀孕情况

不存在高风险。信函中还需注明预产期（EDD）。

特需乘客

公主邮轮会竭尽全力为身体残疾的乘客提供便

利。您可以通过提前与我们沟通协作，来确保旅

途顺利。

所有的公主邮轮均配备无障碍客舱，方便轮椅进

出。我们强烈建议您在旅行时选用可折叠移动设

备，方便您的出行。您可以带上您自己的设备，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代理向我们预订一个移动设

备。 

为确保旅客和船员的安全，所有的个人物品，包

括移动设备（轮椅、滑板车、步行器等）在闲置

不用时都必须放置于您的客舱内。为确保您的移

动设备能进入标准客舱，其宽度不得超过60厘米。

任何电气插头、延长线或充电装置都必须由乘客

自备。

对于采用电池式移动设备的乘客，建议选用干电

池，同时电池必须存放于客舱内，并在客舱内充

电。由于我们的员工数量不能 100% 满足每位旅

客需求，所以我们建议您找一个身体条件适合帮

助您的人陪同，让他在船上和陆地上都能为您提

供帮助。

身体残疾的旅客需与船上的旅游办公室进行联

系，确保他们可以参与所有的岸上观光活动。

使用移动设备的人群并不能使用所有的港口设

施。有多种方式可以进出港口，包括斜式舷梯、

台阶或小船。在部分情况下，您可能可以使用

接驳船，但无法使用岸上的设施。很多停靠港

会使用一种叫做“登梯机构”的设施，帮助旅

客上下舷梯。旅客必须转移至公主专用轮椅，

这种轮椅与登梯机构相连，由船员进行操作。

如果您不能进行转移或者您的个人移动设备难

以轻松下船，您就可能无法上岸。出于对您的

安全和舒适性考虑，船长会在每次情况下决定

是允许还是禁止旅客上岸，船长的决定是最终

不可更改的。通常使用接驳船与岸相连的港口

会在行程表上注明。

轮椅与旅客对运输升降机所产生的最大总重量

不得超过 600 磅（272 公斤）。如果您在航

行开始或结束时购买了公主移动设备，请注意，

您登船或离船时可能没有可用电梯进行运输。

针对可为残疾人提供协助的动物，相关的入境

管制措施也因港口而异。我们建议旅客在出发

前咨询各港口当局，以了解更多信息。公主邮

轮不供应动物饲料。狗窝材料的选择范围有限，

各邮轮之间也存在差异。

公主邮轮均配备包含TTY在内的“多合一套装”，

大多数客舱和公主阿拉斯加旅馆都可以使用。

船上大多数电视都提供闭路字幕，大多数的船

上影院都配备辅助听力设备。大多数客舱只有

一个插座，因此在旅游时带上一个插线板非常

有用，可以方便您使用电气设备。各公主邮轮

上的网吧内还配备了 JAWS 专业软件，同时各

终端还配有 KOSS-TD/80 耳机。

任何关于通行的特殊要求，请您至少在旅行前

30 天以书面形式进行提交至您预订的旅行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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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状况

旅客在进行预订之时，必须将任何身体或精神

疾病、残疾或其它可能需要治疗或导致旅客不

适合旅行，或可能对船上的旅客或其它人员构

成风险或危险的情形，以书面形式通知公主舰

队医疗部门。

如果您需要在航行中补充氧气，您需要提供一

份您的医生所签发的信件或处方。您还需告知

公主邮轮您将使用的设备类型，是否自己携带

氧气源，或者是否会自行将该设备运上邮轮。

对于正在进行腹膜透析的旅客，如果遵守以下

要求，且得到我们首席医疗官的批准，公主邮

轮将考虑允许该旅客上船。请将下列信息发送

至您预订的旅行社。

上船航行的资格需以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批

准。为取得航行资格，您必须满足以下标准：

• 您必须已在家稳定地自行实施透析治疗至少

18 个月。

• 您必须带上一名助手共同出行，他能够对您

的自主透析器进行操作并解决相关问题。这名

助手可以是您的家庭成员；同时他必须由透析

治疗中心确认，已成功完成了任何必要的培训。

• 您必须能为您的整个航程采购所需的所有必需

品，并安排运上邮轮。负责供应相关设备的公司

需与港口代理方取得联系。

• 您必须得到您的主治医生的许可，他必须充分

知晓您的计划行程。您需要向医生咨询，是否需

要携带适量的抗生素以防感染，任何上述药物必

须由您的医生开具处方，并在您的旅行过程中随

身携带。

• 您必须投保全面的旅游保险，包含医疗保险在

内，这项保险在您对现有身体状况做出声明以后

依然有效。

同时，您必须在启航前提供：

• 一份由您的主治肾脏专科医师签字并注明日期

的信函，确认您适合旅行，信函日期不得早于启

航日期前 30 天。

• 安全旅行所需的所有文件，根据自主透析器的

制造商和经营公司所规定。

• 您最近一次血液检查的结果。

• 对保险范围的确认。

对于需要在船上进行血液透析的乘客，为了您的

健康环境考虑，非常抱歉我们不能接待您的此次

行程。

航行前

为航行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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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票、旅行须知和行李标签

•  网上登记指引

• 打印您的船票和行李标签

• 预付小费

• 娱乐活动预付现金

• 预订岸上观光行程

• 预付全套饮料与公主酒吧套餐

• 预约莲花水疗

• 订购礼品和服务

• 邮轮甲板平面图

• 港口行驶方向

在出发前花一点时间来规划您的出行计划，保证

自己拥有一个更为精彩的假期。您可以预约高人

气的岸上观光和莲花水疗服务，预订鲜花或一瓶

香槟酒让我们送到您的客舱，此外还有很多其它

服务。您还可以查看和打印您的船票、旅行须

知和行李标签——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 princess.
com下的个性规划服务和航线应答处实现。

船票、旅行须知和行李标签

您的船票、旅行须知和行李标签都可以在航线

个人账户下找到。在整个登船过程中，从港口

安检到登船入住，您的旅客状态能通过船票和

旅行须知来进行验证。您的旅行须知还包括您

的邮轮概述、航班*、行程、包裹和转运*、重

要通知、预订的岸上观光、预约的莲花水疗，

以及礼品和服务。

*若通过公主邮轮进行订购。

船票有两种类型：常规船票和优先船票。公主

邮轮船长俱乐部会员中心的白金会员或菁英会

员，或者预订了全景套房的旅客都将收到一张

优先船票。

网上登记指引

预订完成后，即可生成旅行社版本及乘客版

本的船位订单，如团房未录名字的可改为准

确姓名及出生年月日后，生成准确订单用于

送签证。

订单生成后，客人即可凭预定号（BK#），准

确姓名，出生年月日，进入英文官网查询：

该船期航次表，旅行摘要（Travel Summary），

房号，乘客个人信息、套餐计划、码头资料、

港口接送、查询及预订岸上观光项目和水疗、

礼物及特殊服务项目等。

网上登记下载船票： 须最晚于开航日前 7 天，最

早于开航日 75 天内或 60 天内（即此航线全款日

后），登陆英文官网，完善护照及签证信息，紧

急联络人电话及邮箱，本人用于船上挂账的信用

卡，所有信息完善后，即可下载电子船票（Boarding 
Pass）及托运行李条（Luggage Tag）。

以下为网上登记指引：

首先进入英文官网： www.princess.com 
 

点击                        进入页面， 右边列的项目

填写正确（拼音名，拼音姓，出生日月年，

BK#）：

 

每位客人首次登入都会显示以下条款页，请仔细

阅读后，选择 Proceed

航行前

出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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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宾客合同（PASSAGE CONTRACT） ，需

要勾选本次为其操作的客人姓名，请仔细阅读

后，选择 Proceed 

 
登船港口及离船港口地址等信息，可查阅 Port 
details
舱房所在位置可查阅 Deck Plan
下载船票前，请点击 Guest Check-in ，完善所

列信息：

 
选择第一项 Guest Information, 可见

 

请逐项展开，标有红色星号 * 的信息必须填写：

如                                                            

为必须填写项，一页填写完后请点击该页紧急

联络人信息 

完成后再进入下一页

其中一页信用卡项为船上消费及小费的担保挂

账所用，请填写准确，如错了一个数字将不能

继续保存。

开航前2周以上，不录入信用卡无法生成电子船票。

在开航前 2周以内，如不输入信用卡，亦可生成

电子船票。客人登船时再办理挂账手续。

 

进入主界面后，可见该航次所有信息，

航行前

出发前



9

 

 若信息还没填妥，则显示 

当所有项都填好后，请点击页面右上方   ，
                                        进入页面

仍不能下载出船票和行李条

若信息填妥，该项会显示两个 PDF 文件：电

子船票（Boarding Pass）及行李条（Luggage 
Tag），可直接点击打印船票和行李条。

可随时回到主页面中：

点击                    查询及预订岸上行程项目

再点击进入： 

即可选择该航次各港口岸上行程项目：

 

可随时回到主页面中：

 

点击              进入最下方的特殊服务项目进行预订：

 

该项可选择特色服务项目，如生日、庆典、红酒、

水疗等。

航行前

出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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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您的船票和行李标签

打印船票和行李标签从未如此简单快捷！只要

您已全额支付您的预订订单，接受了航行合约，

并提供了完整的出入境信息、信用卡注册和授

权，您便可以在启航日之前 75 天起，进行船票

和行李标签的打印。

通过个性规划服务，您可以将您的旅行须知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的朋友和亲人。放心，我

们绝对不会发送垃圾邮件或兜售他们的电子邮

航行前

出发前

件地址。您只需选定您想发送的旅客文件，然后

输入您想将文件发往的电子邮箱，简单两步，大

功告成。

1、行李标签

首先到达公主邮轮的码头，将大件行李交给公主

邮轮的码头行李员，他们会将您的行李托运上邮

轮，并由舱房服务员分发到您的舱房门外。（公

主邮轮的行李标签必须贴在行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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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主邮轮健康卡

此健康卡在码头领取，填写后在办理登船手续时交予办理柜台。

航行前

出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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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前

出发前

3、到登轮办票柜台提供电子船票、护照、信用卡办理登船手续

请与同一房间搭档一起前往登轮办票柜台办理登轮手续。请递交给工作

人员您的护照、健康卡、公主邮轮电子船票 E-TICKET、您在邮轮公司

注册的授权信用卡（如果是同房但分别使用各自的信用卡消费，请留意

E-TICKET 上的信用卡持卡人及授权使用者的关系。如果 E-TICKET 上

表述是错误的，请在登轮办票柜台告诉工作人员为您们办理各自的信用

卡授权）。手续办理完后，您的电子船票 E-TICKET 被邮轮公司收走，

工作人员会分发给您登轮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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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前

出发前

预付小费

为了您的方便，我们乐意为您提供预付小费的

服务，小费会在您的航行结束之时，包含在您

的帐单之内。您也可以将这项服务作为礼物，

发放给其它可能也在船上的人员。

小费金额取决于行程的长度。套房的小费为

15.5 美元 / 人 / 晚，迷你套房舱及会所级迷你

套房舱的小费为 14.5 美元 / 人 / 晚，所有其它

客舱（阳台舱及以下）的小费为 13.5 美元 / 人
/ 晚（小费金额最终以船上公布为准）。

若您需要使用这项服务，您可以登录个性规划

服务，进行在线预付，或者联系您预订的旅行社。

娱乐活动预付现金

每天可在娱乐活动场所购买筹码的费用上限为

1500 美元 / 澳元，每人每航次的总费用上限为

15000 美元 / 澳元，前提是您已经在旅客服务 /
乘务长快速结账台处进行了信用卡的预先登记。

若有旅客需要提高每日上限或航次上限，请在

航行之前联系您预订的旅行社。

在船上参与娱乐活动的年龄下限为 18 岁。

预付和预订岸上观光行程

探索停靠港将是您假期的亮点之一，参与这项

活动的最佳方式之一便是报名参加岸上观光。

您可以在航线个人账户中对您的航程中所提供

的所有岸上观光服务进行查看、预订和预付。

您可以查看所提供的所有岸上观光项目，或者

也可以创建一个符合您自己兴趣需求的自定义

手册。

4、船卡

办理好登船手续后，您将会得到一张公主邮轮

的船卡，上面印有您所乘的邮轮名称、英文姓名、

出发日期、用餐地点、用餐时间和餐桌号以及

救生演习地点。

船卡的三个功能：

（1）门卡 （进出船上房间的钥匙）

（2）消费功能

（3）上下船凭证（每次上下船都要进行电脑的

扫描，请务必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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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全套饮料和公主酒吧套餐

预付全套饮料和酒吧套餐是一种帮您在登船时节

省时间的绝佳办法。从瓶装葡萄酒、特色啤酒到

我们包罗万象* 的选择，其中包括各种鸡尾酒、

苏打水和瓶装水，这是一系列能满足各种品味

需求的全套饮料。

为享受预付款所带来的便利，您需要登陆航线

个人账户，进行在线预付，或联系您预订的旅

行社。

*请注意：全套饮料根据您的航程总天数计算得出。“全套饮

料套餐”中不包括瓶装葡萄酒；但是，若在酒吧、餐厅或在

客舱内购买瓶装葡萄酒时，可以享受菜单价格 40% 的折扣。

适用于零售价在 100 美元以下的瓶装葡萄酒。

“全套饮料套餐”可以在航程为 8 晚或更长的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航次上购买。

预约莲花水疗

如同莲花一般，莲花水疗会为您提供一个宁静

的环境，让您在来自世界各地、富有异国情调

的水疗疗程中放松身心。一旦您踏上这份感官

享受之旅，您便立即进入了一种涅槃的幸福

感——当您迎接新的一天时，您会有一种重获

新生的感觉。

为了帮助您实现重获新生的感觉，莲花水疗能

提供全系列的个性化水疗服务，包括头发和美

容服务、按摩、感官包装、芳香疗法，甚至牙

齿美白。

在出发前120天到7天都接受水疗服务的预约。

已满 18岁的旅客可以享受任何身体护理，已满

16岁的旅客可以使用健身器材。已满13岁的旅

客可在成人陪同下享受少年水疗服务。

即刻访问航线定制服务，预订您的莲花水疗服

务！

订购礼品和服务

将美妙的礼品直接送到旅客的客舱，来祝福他

们旅途愉快，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方法更好。或

者您也可以用来犒劳自己！我们提供了一系

列独特的礼品和服务，包括葡萄酒、烈酒、

鲜花、特殊场合全套服务、纪念品等。请登录

princess.com 查看完整的礼品和服务列表或联

系您预订的旅行社。

礼品和服务中的大多数项目可以在下船的 72 小

时前进行购买，但下列项目除外：特殊场合全

套服务、宣誓服务的延长、全套庆典服务、蜜

月 / 周年纪念全套服务（上述项目至少需在启

航前五天进行订购）。此外，由于太平洋公主

号未配备花店，因此这艘邮轮的鲜花订单至少

需在启航前八天进行订购。

邮轮甲板平面图

通过甲板平面图，您可以更容易地了解您的邮

轮。通过业界领先的互动式甲板平面图和虚拟

场景体验，您可以在登船之前就看到您的邮轮。

登 录 http://www.princess.com/learn/ships/， 选

择您将乘坐的邮轮，来了解更多关于该邮轮的

信息。

港口行驶方向

我们已经整理好了登船港指南，为您提供相关

细节，包括驾驶方向、停车信息、行李搬运指

南等供您参考！登船港指南可在航线个人账户

页面找到。

驾车的旅客需在启航之前 2-3 小时抵达。早于

推荐时间抵达的旅客需在登船开始前耐心等待。

相关码头地址以及码头相关停车信息您可以通

过您预订的旅行社了解。

航行前

出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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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推荐

• 正装租赁
• 度假行李打包

• 贵重物品

既然您已经完成了出行前的所有必要规划，那

么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哪些物品能让您在公主邮

轮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完美假期体验。登录邮轮

个性规划页面，下载航行前检查表，确保您在

前来享受公主假期之前已经准备好所有的重要

文件！

服装推荐

您在公主邮轮上的着装可以与您前往任何时尚

的陆上度假胜地的着装保持一致。

天气较热时，无论海上航行还是岸上停留，休

闲运动装是主流的着装方式，包括短裤、轻便

休闲裤和慢跑服。

而在气温较低的夜晚或进行岸上观光时，我们

建议您穿着毛线衣、夹克或晴雨外套，具体根

据您的目的地决定。由于气候的不可预测性，

请不要忘记携带帽子或眼罩和可折叠雨伞。若

您需访问宗教胜地，请确保携带合适的着装。

为方便在甲板上行走，您还需带上橡胶鞋底的

平跟鞋，以及舒适的步行鞋或凉鞋。

当您进行物品打包和考虑如何着装参加我们豪

华邮轮上的宴会时，公主邮轮可以为您提供帮

助。船上有两种着装名称：商务休闲装和正装。

商务休闲装

旅客的服装应与其前往国内的高档餐厅用餐时

所穿的服装保持一致。

• 女性应穿着裙子 / 连衣裙、宽松长裤和毛线衫

• 男性应穿着长裤和开领衬衫

餐厅内不允许穿着不得体的衣服，如泳装或沙

滩装、短裤、球帽和非正式牛仔裤（存在磨损

和 / 或破洞），必须穿鞋。

正装

在举行正式晚宴时，为确保我们所有旅客的用

餐愉快，请遵守传统就餐餐厅和随时入席餐厅

的着装要求。

• 女性应穿着晚礼服、酒会礼服或优雅的裤装　

• 男性应穿着燕尾服、深色礼服或晚宴礼服和宽松

长裤 

*世界航线全程约有 9 次正式晚宴，其中每航段安排 2-3 次。

*部分短距离航线没有正式晚宴。

正装租赁

公主在所有的邮轮上都提供正装租赁服务，本

项服务可以在登船之前进行安排。

优雅时尚的穿着与公主邮轮上的所有正式场合

都相得益彰。邮轮正装服务会将为您量身定制

的优雅服装直接送达您的客舱。

请联系您预订的旅行社来预订您的正装服务。

航线时长                                  正装晚宴数量 商务休闲晚宴数量

1 – 4 天 无 所有

5 – 6 天 + 1+ 3 – 5
7 – 13 天 2 5 – 11
14 – 20 天 3 11 – 17
21 – 28 天 4 17 – 24
29+ 天 最少 5 次 * 24+

航行前

携带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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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行李打包

请遵守下列重要行李提示：

• 必备药品、旅游文件、贵重物品和易碎物品

需始终随身携带。

• 很多航空公司目前会对一件或多件行李或超

重行李收取额外的行李费，因此您需联系您的

航空公司了解相关的行李限制规定。

• 公主邮轮会尽最大努力帮您保护您的财产。

但请牢记，您必须负责随时保管好自己的财产。

公主邮轮不会对在您自己控制之下的金钱、珠

宝、相机、望远镜、文件或任何其它物品负责。

• 所有的行李上都需附上一个牢固的个人身份

标识牌，确保在常规的机场行李搬运和通过卡

车进行行李运输的过程中，标识牌不会遗失或

损坏。

• 您的行李会在旅途过程（包括航空旅行）中

遭到频繁的搬运，因此我们建议您选用牢固结

实的行李箱。

• 公主邮轮建议您购买适当的旅行保险，在万一

发生任何损失或损害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赔偿。

因公主邮轮或航空公司的原因而导致的任何损

失或损害应立即向相关责任方进行汇报。

贵重物品

我们强烈建议您随身携带所有的贵重物品和易

碎物品，包括珠宝、电子设备和相机以及任何

药品。关于遗失物品和行李的限制和责任，请

参见航行合约。

航行前

携带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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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转

• 旅行攻略
• 途中延误

•  岸上观光安全

中转

如果您购买了公主邮轮机场至邮轮接送套票或

邮轮 + 酒店套票，在登船港机场将有一位身穿

制服的公主邮轮代表负责接待您。

对于美国国内航班而言，在行李认领处安排

有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对于国际航班而言，

在您走出海关安全区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负责

接待。在离开行李认领处之前，请确保已认

领所有行李。

我们将从机场送您前往邮轮或酒店。但如果您

未从公主邮轮购买航空旅行安排服务，请务必

在航行前 15 天之内将您独自安排的航班在航线

个人账户网页予以告知，否则我们无法保证能

够提供中转服务。如果您需要特殊的帮助，需

了解一点，在登船港或离船港不提供配备有电

梯的交通工具。必须提前做好安排，以满足您

的需求。关于中转安排的详情，请与旅游顾问

联系或访问个性规划服务网页。

旅行攻略
关于中国国务院当前发布的中国公民应避免前

往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警告信息，请登录中国国

家旅游局官网：http://www.cnta.gov.cn/。

航行前

旅行与交通

途中延误
如果您的航班在开航时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延误

或因天气原因而导致延误，我们建议您在机场

告知地勤人员，您是一名邮轮旅客，本应在这

一日开始启航旅行。通常而言，航空公司可以

在服务柜台为旅客安排其他航班，以便旅客能

够继续前往登船地点。因航班延误或取消而导

致需安排其他航班的责任应由航空公司承担。

如果产生了费用，则付现费用应由您自己承担。

如果您购买了旅游保险，因旅行延迟而产生的

费用则有可能属于旅行延迟保险的保险范围。

请保存好需提交的所有收据，并与旅游计划管

理员联系以寻求帮助和澄清问题。

如果延迟导致您未能在登船港登上邮轮，您必

须立即与途中服务台联系，以确认允许您在下

一个停靠港登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晚登船

违反了《客轮服务法》（PVSA），或者您没有

携带合适的证明文件（比如护照或签证），则

不允许您在下一个港口登船。如果您未能及时

登船，请联系您预订的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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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观光安全

在公主邮轮上，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您的安全。

就可能影响到我们航行的任何旅游公告方面，

我们一直与当局保持着联系。

如果相关国际发布旅游安全警示，我们会根据

实际情况对已发布的旅行日程作出相应调整。

尽管旅行日程很少会发生变动，但这些变动是

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而且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所以请大家理解。我们要提醒所有旅客注意，

在岸上进行的活动由旅客自己承担责任。就这

一点而言，在参观停靠港时，我们将提醒您注

意一些常识事项：

•  与其他人一同出行，并待在开放的公共场所。

•  着装朴素，将佩戴的珠宝减至最少。

•  看管好手提包、相机和贵重物品。

•  注意您周遭的环境以及人。

•  在公共场所支付现金时需保持谨慎。将用于

少量购和大量购物的钱分开存放，避免显露大

量现金。准备好小费。

航行前

旅行与交通

•  不得向陌生人提供个人信息。

•  在夜晚进行探险需格外小心。

•  不得乘坐非正规出租车；查看证明以及正规

的许可证。

•  如果遇到罪犯，只需记住一点，钱和贵重物

品是可替代的物品。

•  在公主邮轮安排的旅行中或与组织好的其他

团体一起上岸参观；旅客单独旅行时应特别保

持警惕。

•  在酒吧或餐厅里，饮料必须有人照看。

•  如果您卷入了一场车祸，只能待在您认为安

全的地方， 以便交换车辆信息。

•  不得前往乡村或荒芜的道路和地区旅行。

•  远离聚集的人群或示威游行。

您若能采纳这些建议，我们提前表示感谢。我

们相信，这些建议会让您的邮轮之旅更加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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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上气氛

•  特殊场合

•  酒类政策

•  饮酒年龄限制

• 吸烟政策

• 洗熨服务

• 无现金航行

• 船上货币

• 船上购物

• 小费

• 舱房设施

• 全船救生演习

•  电视节目

• 健康生活

• 医疗救助

• 日间活动

• 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

• 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会员

• 未来行程计划预定中心

我们的世界在围着您转。当我们从一个风景极

好的港口航行到另外一个港口时，您就是我们

宇宙的中心。我们的船上工作人员非常敬业，

致力于满足您的一切需求。您去任何地方工作

人员都会面带温暖的笑容向您问好。

船上氛围

公主邮轮的每位员工都将致力于给您提供一次

愉快的邮轮之旅。因此，为了使船上的氛围轻

松、友好，我们要求您遵守几条行为准则。

• 举行宴会时，请遵守传统就餐场地和随时就

餐场地的着装要求，以便所有旅客都能尽情享

乐。关于具体的着装要求，请参见正装部分的

规定。

• 餐厅、任何餐饮服务区或表演厅和剧院禁止

吸烟。出于对同行旅客的礼貌，请避免在所有

的公共场所抽烟斗和雪茄。

• 如果您希望在航行期间在船上观看录像带，

请随意观看。但是，因为版权的原因，不允许

将船上的娱乐节目录制在录像带上。

• 禁止在餐厅穿着泳装或海滩服装、球帽和休

闲牛仔裤（设计有须边或洞）等不适宜的着装。

特殊场合
公主邮轮会给您的生日、婚礼、蜜月旅行、周

年纪念或婚礼服务带来更加难忘的回忆。当您

与公主邮轮一起航行时，热情、善良以及敬业

的工作人员将陪伴着您，让您每天都在庆祝中

度过。关于您生命中特殊的时刻，我们会为您

创造很多难忘的庆祝活动，帮助您长年反复体

会这些时刻。

如果您或您的旅游顾问至少在您离开前 45 天向

我们告知了对您而言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将

安排“特殊场合”工作人员在餐厅将您准备的

特殊活动放在聚光灯下，或者提供优惠套餐和

“额外”服务。

我们的庆祝礼物可供您尽情挑选，包括鲜花、葡
萄酒和香槟等额外的礼物。欲订购礼物或策划一
场特殊活动，请查看精选产品并填写订购单。

酒类政策
根据航行合约的规定，旅客同意不携带任何酒

精饮料上船饮用，每个达到饮酒年龄的成人在

每次航行时携带的一瓶葡萄酒或香槟（不超过

750ml）除外。如果您是在自己的舱房内饮用，

则不收取开瓶费。允许携带更多的葡萄酒或香

槟，但不管您在何处饮用，每瓶酒都将收取 15
美元的开瓶费。不允许携带烈酒、啤酒、瓶装

水和罐装或瓶装苏打水。请记住，我们将对行

李进行扫描，并将我们政策范围之外的酒或任

何饮料拿走扔掉*。

在邮轮的礼品店或停靠港购买的免税酒精饮料

将被收起来妥善保管，并在航行的最后一天送

到旅客的舱房。邮轮的工作人员将在舷梯帮助

旅客存放在岸上购买的酒，而精品店的工作人

员将帮助旅客存放在船上购买的酒。

*  关于被岸上安保员没收的任何酒精饮料，公主邮轮不承担责

任。此类物品不得退款或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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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年龄限制
在船上，必须始终遵守法定饮酒年龄为 21 岁 *
的这一规定，而且可能要求提供年龄证明。船

上的所有工作人员均训练有素，尽职尽责，不

会向未成年人供应酒水。酒吧明文张贴了年龄

限制。

* 对于乘坐从澳大利亚、欧洲和亚洲港口（日本除外）出发的邮

轮旅游的旅客而言，最低饮酒年龄限制为18岁或18岁以上（日

本为 20 岁或 20 岁以上）。

吸烟政策
在船上，必须始终遵守法定买烟和吸烟年龄为

18 岁（阿拉斯加州为 19 岁*）的这一规定，而

且可能要求提供年龄证明。

我们将旅客的舒适感受作为优先考虑事项，而

且鉴于消费者研究显示，旅客当中吸烟的人只

占少数一部分，所以公主邮轮实施了以下吸烟

政策：

船上设置有明确标明了“指定吸烟区”字样的指

定吸烟区，而且指定吸烟区内摆有足够的烟灰缸。

烟灰缸将定期予以清空。通常而言，这些区域包

括了雪茄吧、夜总会的部分区域以及露天甲板的

部分区域。为安全起见，需提醒旅客正确处理香

烟、雪茄和烟丝，绝不能扔到船外，因为有可能

将其吸回到邮轮从而导致火灾。

*对于乘坐从日本出发的邮轮旅游的旅客而言，最低吸烟年龄

限制为 20 岁或 20 岁以上。

公主邮轮禁止旅客在舱房和阳台吸烟。这一政

策表明了大多数旅客的喜好，对在主要居住空

间（舱房和阳台）内禁止吸烟非常重视。因为

阳台是公主邮轮的一个标志性特点，所以我们

相信，使这个宁静的空间远离吸烟非常重要。

这一政策每违反一次将处以 250 美元的罚款。

罚款将记入旅客的舱房账单。我们认为，与吸

烟政策更加严格这一全球趋势保持一致并尊重

旅客的愿望，这种改变将改善我们的船上体验。

电子烟
只允许在旅客的舱房（不包括阳台）以及指定

吸烟区内吸电子烟。

洗熨服务

只需象征性地支付一定费用便可享受船上的洗

熨服务和专业清洁服务。所有需洗熨的衣服将

在48小时内送回或者在当天通过快递服务送回。

我们还提供有投币自助洗衣店。

入住大套房的旅客和菁英级会员还免费享受洗

熨服务和专业清洁服务，需付费的 Presto 服务

除外。

为方便起见，公主邮轮配备有自助洗衣店。自助

洗衣店提供有洗衣机、烘干机和洗衣用的产品，

而且只象征性地收取费用。请注意，在自助洗衣

店还提供熨斗 / 熨衣板。禁止在任何舱房熨烫衣

服和使用私人衣物蒸汽挂烫机。在某些旅行日程

中，尽管很少发生，但与用水相关的环境法规可

能会影响到自助洗衣店的营业时间。这些适用的

限制条件将显示在《公主日报》上。

无现金航行

乘坐公主邮轮航行最大的好处之一是能够签收

所有费用，并将费用记入舱房账单，非常便利。

在办理登船手续时，您将收到一张邮轮卡（个

人身份识别卡）。邮轮卡可用于访问船上个人

账户。所有购物费用均将记入该账户。

在离船之前，一份详细清单将送到您的舱房。

您可以提前拿出信用卡自动快速结账。无需前

往旅客服务台 / 收银台结账。我们接受美国货

币、加拿大货币、英国货币和欧元以及支票，

也接受运通卡 /Optima® 卡、大莱卡 /Carte 
Blanche®卡、Discover® Network卡、JCB卡®、

万事达卡 ® 和 Visa® 卡。通过支票或现金支付

费用则要求在开始航行时向收银台的工作人员

缴纳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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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货币
船上货币使用的是美元，另作说明的情况除外。

但是，黎明公主号、碧海公主号和太阳公主号

进入澳大利亚的旅行日程时，船上货币使用的

是澳元。

为方便起见，在驶出欧洲港口的邮轮上和精选

的外国旅程中，提供有可兑换外币的货币兑换

机。在精选邮轮上还提供有自动取款机（ATM）。

使用这类机器会收取交易手续费。交易手续费

如有变动不另行通知。请前往旅客服务台 / 收
银台了解更多信息。

船上购物
《Porthole 杂志》在过去连续 7 年投票决出公主

邮轮为“最佳船上购物”邮轮，所以请勿错失

在我们船上的所有商店享受惊人的免税优惠以

节省开支的机会。强烈推荐的品牌产品有化妆

品、香水、名牌服装、精美礼品、珠宝，当然

还有您最爱的烈酒。无需担心您是否忘记打包。

所有必不可少的商品在便利店都备有存货。

在航行的头两天，在使用商品打折手册（前往

中国和从中国出发的航行日程中不予以提供）

时，我们还额外提供 10% 的优惠。

除了每日的优惠活动之外，乐于助人且知识渊

博的船上工作人员还会在您每天的航行旅程中

开展日常促销活动。您一登船，便可以在《公

主日报》日程表或 Princess@Sea（在可连接区

域内）和每日的《购物重点推荐通讯》上查看

我们所有精品店的营业时间以及地点，而且每

天都可以参加特殊活动。

小费

在航行期间，不管您选择乘坐哪艘公主邮轮，

您都会碰到为您提供优质服务的工作人员。全

体船员经常在公主邮轮船队的不同邮轮上轮流

上班，帮助每艘邮轮保持高水准。这些敬业的

工作人员身上体现了我们的经营理念，即所有

邮轮上的全体船员是一个大家庭，与我们共享

成功。

为了方便旅客支付小费，套房应支付15.5美元 /人
/晚 小费，迷你套房舱及会所级迷你套房舱应支

付 14.5 美元 /人 /晚 小费，以及所有其他舱房应

支付 13.5 美元 /人 /晚 小费（包括儿童）每天将

自动记入您的船上账单。这笔小费将分给帮助

提供航行体验和给予支持的工作人员，包括船

队里所有的服务员、舱房管家、自助餐管家和

客房服务人员。为方便起见，这笔小费可通过

航线个性规划网站在线预付。或者您可以联系

您预订的旅行社。

酒吧收费项目和餐厅葡萄酒账单中会增加一笔

15% 的小费。这笔小费将分给饮料服务员及其

后勤人员。莲花水疗 ®、时尚沙龙和健身中心

提供的所有水疗服务和健身课程也将收取 15%
的小费（在澳大利亚航行的邮轮将收取 5% 的

小费）。我们确信，您会发现这些船上服务非

常具有代表性。娱乐活动发牌员和儿童看护员

不能共享这些小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旅客都

会享用这些服务（实际小费金额最终以船上公

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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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房设施

您在最好的酒店可以体验到的额外配置——新

鲜水果（应旅客要求）、夜床服务、在枕头上

摆放巧克力、免费洗发水、空调和身体乳液——

在每间舱房都有提供。为了使您住得舒适和方

便，我们将提供华夫格织布浴袍。

对于希望私下在舱房轻松饮酒的旅客而言，可

以通过客房送餐服务或从指定的酒吧购买不免

税的烈酒和舱房酒吧套餐。

迷你套房配备有一杯欢迎您到来的香槟、两台

电视、休息区和大衣柜，大套房提供有所有这

些设施外加 DVD/CD 播放器和免费观看 DVD 影

片库等设施（在设置有视频点播服务的邮轮上

不予以提供）。大套房的旅客还可以享受免费

的洗熨服务和专业清洁服务、莲花水疗 ® 温泉

套房（精选邮轮上予以提供）、一次性免费迷

你吧台以及离船休息室。

为方便起见，每间舱房配备有其他豪华设施，比

如私人保险箱和冰箱。保险箱的操作方法如下：

使用方法：第一次使用先按 ENTER，后按四位

数字，最后按 ENTER。

锁保险箱：关上门，按 CLOSE 。

开保险箱：先按ENTER，后按设定过的四位数字，

最后按 ENTER。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在使用前要求舱房管

家检查电器的适用性。所有邮轮在每间舱房

里均配有电吹风和电话，房间内电话的使用

方法如下：

房间拨房间：先按对方房间的楼层数字，再按

房间号码即可；可以通话或者留言。

留言的接听：看到电话的红灯不停闪动，按接

听键听取留言。

全船救生演习

开航前半小时，将会举行全船救生演习，每位

乘客均应全程参加。演习当中请保持肃静，切

勿奔跑嬉闹或高声交谈。具体的紧急集合地点

及最佳路线均在每间房间的房门背后，请务必

仔细阅读。

救生衣在开放式衣柜上层，请熟悉如何使用。

美标插座（自理）

 
此外，每间客房还配备有 110 伏、60 赫兹的交

流电（AC）以及美国标准插座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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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

乘坐公主邮轮进行航行时，远离尘嚣并不意味

着与外界失去联系！我们邮轮上的每间舱房都

准备有最新的电视节目，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

电影和卫星节目。现场直播节目有各种频道，

以帮助我们的旅客掌握全世界的新闻动态、体

育运动和特殊活动的情况。

在美国和欧洲航行时，我们的旅客可以观看娱

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国际频道、娱乐与体育节

目电视网第 2 频道、福克斯新闻频道、微软全

国广播电视节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英

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和 Prime US Channel
频道。Prime US Channel 频道播放有您最喜欢

的最新电视喜剧和电视剧。我们的旅客全年都

能观看到各种直播活动，包括奥斯卡金像奖、

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全国橄榄球联盟每周

精选赛事、BCS 大学季后赛、疯狂三月、NBA
决赛等等！

在澳大利亚航行时，我们乐于提供娱乐与体

育节目电视网国际频道、福克斯新闻频道、

微软全国广播电视节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和 Sport 24 
network 频道。在 2016 年，我们首次推出一个

完全聚焦于环太平洋地区的新闻以及体育节目

的新频道，包括澳大利亚每天的新闻广播、澳

大利亚澳式足球联赛的每周赛事等等。我们的

旅客全年还能观看到很多特殊活动的节目，包

括奥斯卡金像奖、墨尔本杯赛马节、澳大利亚

全国橄榄球联赛和国际橄榄球秋季联赛。

在中国航行时，我们的旅客可以观看到最棒的

国际节目和国内节目。能够提供福克斯新闻频

道、微软全国广播电视节目和英国广播公司世

界新闻频道的英语新闻报道，我们为此感到很

自豪。我们提供有普通话节目，包括东方卫视、

CCTV 新闻频道、湖南卫视以及江苏卫视。

在日本航行时，我们的旅客也可以观看到最棒

的国际节目和国内节目。能够提供娱乐与体育

节目电视网国际频道、福克斯新闻频道、微软

全国广播电视节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和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的英语卫星新闻报

道，我们为此感到很自豪。

我们专用的英国邮轮能够接收到专为英国旅客

定制的节目。能够提供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

频道、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英国天空体育新闻

频道、英国广播公司 Brit 频道、英国广播公司

地球频道、英国广播公司生活频道、Sport 24
频道、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和 Prime Telly 频

道的节目。我们还提供有特殊的直播赛事精选

节目，包括英超足球联赛、英格兰足总杯等等。

目前，旅客能在皇家公主号、帝王公主号、钻

石公主号、太阳公主号和蓝宝石公主号上收看

最新的视频点播节目。除了卫星节目之外，我

们还准备了 1,000 多个小时的节目，只需轻触

按钮便可收到，非常便利。这些邮轮的所有客

舱都使用了这项激动人心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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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设置视频点播服务的邮轮在客舱里提供有非

常精彩的电影节目。我们准备有各种电影频道，

人人都能欣赏到自己喜欢的精选电影，不管您

的年龄有多大、兴趣是什么。所有邮轮都设有

一个播放好莱坞最新大片的电影频道、一个播

放您在过去与现在最爱的影片的 Flashback 频

道以及一个家庭频道。所有邮轮还准备有生活

频道、探索频道和动物星球频道的各种节目。

所有的公主邮轮都提供有隐藏字幕或带字幕的

节目。船上大多数剧院也配备有助听设备。请

前往收银台 /旅客服务台查看更多信息。请注意，

很多通过国际卫星收看的节目不带有字幕。这

是 航行期间的一个局限，并不是公主邮轮所能

决定的。只要有可能，我们始终会为旅客准备

字幕。

*  因为受卫星通信性质的影响，我们不能保证任何时候都能在

邮轮上收看电视节目。卫星通信受旅行日程、天气形势可能

造成的中断以及各种阻碍的影响。此外，与岸上的高速连接

相比，通过卫星接入互联网要慢上许多。

健康生活

旅客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健康是我们最关心的。

我们采取的几项措施已达到或者超过了美国疾病

控制和预防中心所规定的现行标准，以便在邮轮

上预防和控制疾病。

 
对您而言，保持健康最简单的方法是经常用肥

皂和水彻底清洗双手，尤其是在用餐前和如厕

后。邮轮上放置有洗手液，供您使用。如果在

航行期间您感觉身体不适，请立即向医疗中心

汇报。

医疗救助

我们医疗中心的主要作用是对在航行期间可能

出现的疾病和事故提供急性护理，而不是给慢

性病患者提供长期护理或者替代常规的医疗保

健工作。

我们的目的在于：

• 为邮轮上的旅客和船员提供优质的海上医疗

护理。

• 为患有重病或病情不稳定的患者适当地稳定

病情、进行诊断和治疗。

• 为船上的患者提供支持，安慰和照顾患者。

• 如果合适，对患者给予及时的医疗运送。

我们船上的所有医疗设备已达到或超过了美国

急诊医师协会的标准。除了每天两班倒之外，

如有急诊，医务人员将一天 24 小时上班。医疗

服务的费用将记入您的船上账单，您会收到一

份明细账，以便交给保险公司。重要提示：公

主邮轮的船籍为百慕大或英国。

请向保险公司核实您的保险范围是否适用于美

国以外的国家，否则应购买合适的旅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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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活动

您今天想做些什么？这里有无尽的选择，您可

以参加充满了活力的活动，也可以参加放松身

心的活动。乘坐公主邮轮，您会发现很多不可

思议的选择，让您每一天都能愉快地体验新的

冒险。

《公主日报》和 Princess@sea
我们船上提供的每日简报《公主日报》能让您在

航行期间了解最新信息，所以请确保每天查看。

Princess@Sea 是船上免费的内部网络服务，让

您可以直接在移动设备上快捷方便地访问有价

值的信息。日间活动、查看邮轮的旅行日程、

港口指南、餐厅菜单、查看舱房账单以及免费

发送短信的 Princess@Sea 信使服务尽掌握在您

指尖之上。一登船便可以轻松连接到邮轮上的

Wi-Fi，Princess@Sea 将作为默认页面出现。网

络甚至是以“飞行模式”运行。不收取手机费

或数据费。

莲花水疗 * 和健身

在公主邮轮，我们的目标在于让您的身体和精
神重焕活力。如果您选择在放松之后进行美容，
我们将为您提供极好的面部服务和护理，搓澡，
热石疗法、身体疗法和体膜护理等按摩服务以
及全面的时尚沙龙服务。莲花水疗健身中心提
供有专为增强健康而设计的健身项目，设置有
塑身训练营、成果导向训练和 TRX 悬挂健身器
训练等个人训练项目和私教课程。莲花水疗健
身中心还配备有世界一流的健身设备，所以您
可以自行锻炼身体。

* 18 岁以下的旅客不能预订莲花水疗服务。

圣殿成人休憩区*

仅向成人开放的甲板休憩区与莲花水疗服务形
成了完美互补。圣殿成人休憩区是一处可替代
在邮轮其他地方开展的众多户外活动和娱乐活
动的休闲场所。寻求独处的旅客可以在这个豪
华的户外水疗环境里远离喧嚣，并享用特色饮
料、便餐、按摩、贴心服务和放松身心的个人
娱乐活动。

* 盛世公主号和太平洋公主号未设置圣殿成人休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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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时间     船上消费礼金或折扣

17 天 +     内舱房 / 外舱房 125 美元，
                带阳台舱房 / 迷你套房 / 套房 150 美元

11-16 天     内舱房 / 外舱房 75 美元
                带阳台舱房 / 迷你套房 / 套房 100 美元

7-10 天     内舱房 / 外舱房 25 美元
                带阳台舱房 / 迷你套房 /套房 50 美元

3-6 天     内舱房 / 外舱房 15 美元

                带阳台舱房 / 迷你套房 / 套房 25 美元

* 保证金和船上积分金额是按双人房以及人数计算。如果自购

买之日起两年内行程预定保证金未用于预订新航程，则保证

金将自动返还。船上积分金额只适用于形成预定保证金持有

人，不适用于上铺旅客。船上积分金额不予以返还，只能用

于一次航行，而且在航行结束时便不再有效。这一优惠只会

在船上提供。行程预定保证金不适用于世界航线和世界航线

分段航次。关于在船上通过行程预定中心顾问预订的世界航

线和世界航线分段航次，保证金将减少到邮轮票价的 5%，而

且还将提供 3% 的票价折扣。

运动

邮轮上提供有各种活动，包括乒乓球、沙狐球、
慢跑跑道以及可进行篮球和排球运动的球场*。

* 设备可能随邮轮的不同而不同。

致臻项目*

从致臻讲座到烹饪示范、尊巴舞和手工艺，
这些项目旨在让学习充满乐趣。

* 在为时八天或更长时间的航行中将安排致臻讲座。

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
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会员是海上最丰富的忠
诚计划之一。作为会员，您可以享受特别优
惠以及不可思议的奖品——在每个新会员等
级基础上，您有资格享受更多实惠。首次乘
坐公主邮轮航行之后便可成为一名会员。因
为航行天数以及完成的航行次数都会计入在
内，所以达到更高的会员等级较之以前容易
得多。

黄金级会员资格：首次完成航行

红宝石级会员资格：第 4 次至第 5 次航行或

者共航行了 31-50 天

白金级会员资格：第 6 次至第 15 次航行或者
共航行了 51-150 天

菁英级会员资格：第 16 次航行及以上或者共
航行了 151+ 天

登船

船上体验

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会员
每次航行时，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主管将协助开
展“仅限会员参加”的船上活动，确保所有会员
都能享受到福利。

注意：完成了必要的航行次数或航行天数之后，
会员有资格成为更高一级的会员。航行时单独
入一间舱房并支付专享房间价格的旅客以及航
行时入住大套房（不包括迷你套房）并支付其
价格的旅客可获得两次航行的积分。

未来行程计划预定中心
每艘公主邮轮都设有行程预定中心顾问，以帮
助您计划下一个假期。每人支付 100 美元可
全额返还的保证金，便可以免费获得相应美元
的船上消费礼金或折扣 * ！我们提供有两个选
择——可以在船上预订，或者如果您对未来的
旅游计划尚不确定，只需购买一个低额保证金。
在未来两年内可以将这笔低额保证金用于预订
新航程。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您可以继续与您的
旅游顾问合作或者选择直接向公主邮轮预订。
这项服务仅供船上旅客独享，所以请勿错失这
一惊人优惠的机会！可前往行程预定中心办公
室商定您下一次乘坐公主邮轮航行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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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艘公主邮轮上，我们都有未来行程预订顾问，帮助您规划下一次度假日程！预约时只需缴纳很少的押

金，每人100美元或75英镑，并且可以全额退还；每订一间舱房，您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定的船上抵用金，最

高可达300美元。您可以从两种方案中任选其一，尽情体验此项计划的魅力。

还没有确定未来的旅游计划？ 
即使没有安排好自己的行程，您仍然可以参与此项计划！每人只需缴纳可以全额返还的100美元、加元、欧

元、澳元、新元或者75英镑，您就可以在两年内随时预订下一航次！在预订成功后，即可获得免费的船上抵

用金。在船上，您可以购买无限多份未来行程押金单。.

您可以在船上预订下一个航次！ 
我们的未来行程预订顾问可以帮助您规划搭乘公主邮轮的下一次度假之旅。您可以非常方便地选择旅行方

案。只需联系船上的未来行程预订顾问，即可获取关于目的地、邮轮以及价格的信息。

如果在船上预约3到6天的旅程，就可以免去50美元或30英镑的押金，并得到船上抵用金。

免费的船上抵用金！
根据您下一航线的时长以及您选择的舱房类别，每订一间舱房，您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定的船上抵用金，

最高可达300美元。

您可以通过旅行社预订！ 
完全由您来选择——回家以后，您可以继续通过旅行社来预订，也可以直接联系公主邮轮预约未来的 
航次。

现在就开始规划您的下一次“公主邮轮”度假之旅吧，我们保证全额退还押金！

*押金和船上抵用金是按照每人每次押金来计算，并按双人间标准。如果从购买此押金单之日起两年内没有预约任何新航次，则自动全额退还押金。船上抵用金仅适用于未来航次
押金单的持有人，不适用于第二人。船上抵用金只能在单航次中使用，在航次结束使即告失效。对环球航线分段航次，没有押金折扣和船上抵用金。押金减到船票价格的5%，同
时船票提供3%的折扣。更多信息可以咨询您的未来行程预订顾问。

^被《旅行周刊》杂志读者评选为“阿拉斯加最佳航线”。

体验海上最丰富的未来行程预订计划！

航线时长 每人的船上抵用金*

17天以上 阳台舱/迷你套房舱/套房舱：150美元：内/外舱：125美元

11-16天 阳台舱/迷你套房舱/套房舱：100美元：内/外舱：75美元 

7-10天 阳台舱/迷你套房舱/套房舱：50美元：内/外舱：25美元

3 - 6 天 阳台舱/迷你套房仓/套房舱：25美元：内/外舱：15美元

登船

船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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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我们将直接从您的信用卡上收费，此费用不会出现在您的船上账单中。您也可以使用其它信用卡，不过需要向未来行程预订顾问出示该卡，才能进行预约。

*本方案可以与大多数促销方案、提前预约折扣、船长俱乐部优惠价或地区优惠价同时使用。如果从购买此押金单之日起两年内没有预约任何新航次，则自动全额退还押金。如果取消预约，那么只要在罚款截止日期之
前，都可以全额退还押金。船上信用额仅适用于每一份购买的未来航行押金单，并且仅适用于未来航次押金单的持有人，不包括第三第四人。乘客不能为未参加当次旅行的人购买未来航次押金单。对环球航线或环球航
线分段航次的预约，没有押金折扣和船上抵用金。押金减到船票价格的5%，同时船票提供3%的折扣。未来航次船上抵用金不能转让给其他人。©2013年公主邮轮公司版权所有，百慕大船舶登记局，2013年8月版 

1号乘客：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号乘客：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乘客所在舱房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要参加此项目，您需要在此次航次结束前缴纳押金。请填写此表格，然后将其投到未来行程预订销售办公室外面的投递箱里。

请从我在“乘客服务台”登记的信用卡上收取此费用：

署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从如下方案中选择一个。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到princess.com的“My Princess”区来查看自己的未来航次押金单。在

船上可以免费使用princess.com网站。

❏ 请将确认函送到我的舱房：（对于在航期最后两天提交的表格，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确认函）， 
 或者

❏ 请将确认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我登记的地址，

 并且 
礼貌起见，我们将把此预约押金信息发送给您目前的旅行社，如果您不同意，可以在这里签名，我们将不会发送。

每人只需缴纳可以全额返还的100美元、加元、欧元、澳元、新元或者75英镑押金，您就可以根据预约的航线

时长和选择的舱房类型来获取一定的免费船上信用额：

未来航次销售计划  
船上抵用金

未来航次押金：

每人押金数额： ______ 押金总数额： ______

请选择货币： ❏ 美元  ❏ 加元 ❏ 欧元 ❏ 英镑 ❏ 澳元 ❏ 新元 ❏ 日元

航线时长 每人的船上抵用金*

17天以上 阳台舱/迷你套房舱/套房舱：150美元：内/外舱：125美元 

11 – 16 天 阳台舱/迷你套房舱/套房舱：100美元：内/外舱：75美元 

7 – 10 天 阳台舱/迷你套房舱/套房舱：50美元：内/外舱：25美元 

3 – 6 天 阳台舱/迷你套房舱/套房舱：25美元：内/外舱：15美元

登船

船上体验

以邮轮上所提供版本为准以邮轮上所提供版本为准

以邮轮上所提供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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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note: The charge will be made directly to your credit card; it will not appear on your shipboard account. An alternate credit card may be used; however it must be shown to the Future Cruise 
Consultant to process the booking. Direct booking option not available to International passengers (excluding UK and Australia/New Zealand). 

* This offer is combinable with most promotions, Early Booking Discounts, Princess Captain’s Circle® rates or regional rates. The Future Cruise Deposit is valid for two years. The deposit should be applied to a 
booking that sails within two years from date of purchase, if it is not used the deposit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funded. The Future Cruise Deposit is linked to the Circle Member number and can be easily 
viewed at princess.com. Shipboard credit is only applicable to each Future Cruise Deposit purchased and applies to the holder of the Future Cruise Deposit only, excluding 3rd and 4th berth passengers. Not 
applicable to World Cruises. Future Cruise Credits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erson. ©2012 Princess Cruises. Ships of Bermudan registry.

POSLY9EF9087

Book through  
my Travel Agent:

Passenger #1:  La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Passenger #2:   La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Passenger Statero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anning your next voyage while you’re st i l l  onboard is easy. Our Future Cruise Consultants of fer  

advice on destinations, itineraries, ships and special offers you may be eligible for.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and bring to your Future Cruise Consultant onboard, or use the drop box outside the Future 

Cruise Sales Office.

Please charge my credit card that I have registered at the Passenger Services Desk: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ateroom: _____________  

Future Cruise Sales  
Booking Form

FUTURE CRUISE DEPOSIT:

Number of deposits per person: ______ Total number of deposits: ______

Please select currency: USD  CAD EUR GBP AUD NZD

Deck Chair Cruising
(Division of Discovery Rentals P/L)
Po Box 270, Springwood QLD 4127

Ph: 1800 839 499 TAL 3484517
www.dccruising.com.au

登船

船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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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少年项目

• 儿童和青少年项目

• 家庭旅行
• 儿童电视节目

• 特需儿童
• 其他提醒

我们希望对于所有年龄的旅客而言，我们安排

的假期都是精彩绝伦的——这也是我们在海上

提供最佳青少年项目之一的原因。

儿童和青少年项目

对于所有年龄的人而言，乘坐公主邮轮航行是一

个完全逃离尘嚣的方法。在这里，从艺术和手工艺、

体育比赛和电影到配备有桌上足球桌、点唱机和

最新视频游戏的青少年休息室应有尽有。

所有的儿童中心和青少年休息室完全由经验丰

富的青少年活动经理和顾问负责管理。

所有的公主邮轮均欢迎青少年光临，但设施会

有所不同。太平洋公主号未设有专门的青少年

中心。但是，乘坐这艘邮轮旅行的青少年（3-17
岁）人数达到 20 或 20 人以上时，便可以参加

由青少年活动经理组织的活动，活动节目各种

各样，而且有工作人员监督。

 鹈鹕项目适合 3-7 岁的儿童 ,活动将一直开展 ,不会中断：

活动 派对 食物

• 艺术和手工艺 • 生日派对 • 午后冰淇淋

• 迪斯科之夜 • 青少年舞会 • 仅限青少年享用的晚宴

• 电影和动画片 • 睡衣派对 • 披萨和冰淇淋派对

• 才艺表演

• 教育工作室

• T 恤配色

• 儿童游乐园

• Klutz® 手工艺活动

• 海洋知识角

• 皮特的朋友：濒危物种

 Shockwaves 项目适合 8-12 岁的青少年，一直举办有诸如以下各种活动：

活动 派对 食物

• 卡拉 OK • 生日派对 • 午后冰淇淋

• 游戏机® 和Wii® 游戏比赛 • 青少年舞会 • 仅限青少年享用的晚宴

• 电影和动画片 • 睡衣派对 • 披萨和冰淇淋派对

• 寻宝游戏

• 才艺表演

• 海洋知识角

• 体育比赛

• 小小厨师

• 海洋知识角

• 儿童游乐园

• Klutz® 手工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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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少年项目

 Remix 项目专为 13-17 岁青少年的青少年设计，提供有各种活动 :

活动 派对 食物

• 体育比赛 • 舞会 • 披萨派对

• 午夜电影 • 泡澡派对 • 无酒精鸡尾酒会

• 才艺表演 • 睡衣派对 • 仅限青少年享用的正式晚宴

• DJ 工作室

• 街舞班

• 青少年变身游戏

• 游戏机® 和Wii® 游戏比赛

• 寻宝游戏

作为公主邮轮青少年项目的一部分，青少年航游者还可以享用两场专为每个年龄组的青少年而设计的特

殊晚宴。青少年旅客将在新朋友和邮轮上其中一家小餐厅的顾问的陪伴下用餐，而不是与父母一起。对

于青少年而言，其中一场晚宴将在一家主餐厅举办正式的聚会，拍照留念，一群人在外面过夜，享用公

主邮轮在夜晚提供的众多食物 *。

注意：加勒比公主号、钻石公主号、太平洋公主号、蓝宝石公主号和星辰公主号的年龄分组情况可

能有所不同。我们不能保证所有青少年都能参与青少年项目。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所有感兴趣的孩

子们都参与进来，但为了维持一个安全的环境，可能会限制参与者人数。

* 青少年晚宴可能会在不同的地点举办，主餐厅除外。

家庭旅行

建议希望与家人一起就餐的家庭选择随时就餐

服务，这样孩子们便可以完全融入到青少年夜

间活动当中（晚上 6 点开始）。我们邮轮上的

就餐选择使父母能够自由灵活地决定是与孩子

们一起用餐还是独自用餐。父母在披萨吧、地

平线自助餐厅或在可提供 24 小时客房送餐服务

的舱房里提早享用晚餐，可能是希望与孩子共

度用餐时光。或者众多家庭也希望在一家优雅

的高档餐厅与孩子一起用餐。这类餐厅提供有

专门的儿童菜单。

家庭航游者在脑海里选定了很多岸上观光行程。

儿童享有折扣，而且安排有“适合家庭”的活动，

以便能够充分利用在港口停留的时间。

欢迎家长与孩子一起参加青少年中心的活动。

营业时间

海上航行时间：     上午 9:00- 晚上 12:00
                 晚上 1 点 - 晚上 5 点
                 晚上 6 点 - 凌晨 1 点*

港口停靠时间：      上午 8 点 - 晚上 5 点*
                                 晚上 6 点 - 凌晨 1 点*

当乘坐太平洋公主号的青少年人数达到 20 或

20 人以上时，将提供公主邮轮青少年项目。

* 为 3-12 岁的青少年旅客提供的托管服务是从晚上 10 点开始，

到凌晨 1 点结束，收费标准为每人 / 小时 5 美元。在港口，

为 3-17 岁的青少年旅客安排了免费的监管服务。在海洋公主

号或太平洋公主号上未设置儿童托管服务。

* 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将提供免费午餐服务，而且安排

有工作人员负责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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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电视节目*

舱房内的电视设有家庭电影频道，可以播放适

合所有年龄的人观看的电影，并且青少年中心

也会额外播放电影和动画片加以补充。

* 卫星允许的情况下。

特需儿童

公主邮轮欢迎年龄为 3-17 岁的所有儿童和青少

年参与到我们安排的令人激动的项目中来。让

我们的儿童看护员了解清楚医疗需求或特殊需

求，而且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为他们提供空间。

请注意，儿童看护员不能单独提供一对一监管

或管理药物。

其他提醒

除非父母随时陪伴在左右，否则不允许三岁以下

的儿童加入儿童中心。儿童中心的工作人员不负

责管理药物、用奶瓶喂养儿童、换尿布或提供膳

食服务。任何一艘公主邮轮的舱房内都不提供私

人保姆服务。所有在没有家长陪同情况下参加青

少年项目的儿童必须已接受如厕训练。

请 21 岁以下的旅客或者带孩子旅行的旅客
注意：

1. 18 岁以及 18 岁以上的旅客不得进入青少年

迪斯科厅。务必与青少年中心核实专为儿童和

青少年设计的特殊舞会事宜。

2. 允许已通过如厕训练且有家长或监护人陪同的
儿童洗桑拿浴和热水浴，另有规定的情况除外。

3. 如果13岁以下的旅客有家长或监护人陪同，
则可以前往夜间娱乐表演厅。

4. 根据美国国内年龄限制的规定以及我们公司
的政策，18 岁* 以及 18 岁以上的旅客才能参
与娱乐活动、设有现金奖的宾果游戏和赛马。

此外，只有年龄达到 21岁以及 21岁以上的旅客
才能买酒或饮酒。并且要求提供照片身份证明。

* 请注意，在澳大利亚、亚洲和英国航行时，旅客的饮酒年龄

限制为 18 岁；在日本航行时，饮酒年龄限制为 20 岁。

5. 禁止 18 岁以下的旅客在船上购买香烟。

婴儿/儿童和游泳池
提醒父母 / 监护人注意，需给孩子穿上合适的
衣服，并带上毛巾和防晒霜。儿童看护员不负
责带领孩子在任何泳池里活动。在游泳时，父
母必须随时看好孩子。不允许需穿尿布或游泳
尿布的婴儿和儿童以及未通过如厕训练的儿童
在任何泳池或水疗池有用。在船上必须严格遵
守我们的政策，而且制定的政策也是为所有旅
客的公共卫生和安全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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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与夜生活

• 首日就餐

• 随时就餐

• 传统就餐

• 特色餐厅

• 休闲餐饮场地

• 特殊饮食要求

• 客房送餐服务

• 船上娱乐

• 娱乐活动

在船上就餐时，公主邮轮都是最名副其实地在

进行一场愉快的庆祝，每一道菜肴都非常“新

鲜”，而且是精心制作而成，甚至超过了最挑

剔的胃口的要求。旅客可以选择赶上观看一场

节目表演来充实自己的夜晚时光、跳舞度过良

宵或者光顾维加斯风格娱乐活动。

首日就餐

我们在船上欢迎您乘坐壮观的公主邮轮之后不久，

将邀请您前往地平线餐厅或者众多餐厅中的其中一

家休息用餐。

地平线餐厅（在太平洋公主号被称为全景自助

餐厅，在盛世公主号被称为环球美食自助餐厅）

全天以及在夜晚的绝佳时段里提供有千变万化

的自助餐。公主邮轮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位于

邮轮顶部的餐厅。这家餐厅采用落地窗设计，

以绝色海景作为背景。

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一家主餐厅里享用由工作

人员（从大厨到服务员）负责上菜的午餐和晚餐，

致力于让您感受特别的就餐体验。

公主邮轮将亲切的餐厅员工、精美菜肴以及新

朋友这几个因素独特地融合在一起，使每次在

船上就餐都成为令人难忘的回忆。

随时就餐*

随时就餐可以提供灵活的就餐体验——与岸上

的餐厅类似——而且您可以在晚上 5 点至晚上

10 点之间，在优雅的高档餐厅自由选择与何人

就餐。

* 黎明公主号、钻石公主号（日本航程）、太平洋公主号和太阳

公主号不提供此项服务。

传统就餐

传统就餐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就餐体验，设有多个

座位，而且每晚在同一家餐厅就餐，服务员和共

同进餐的人都不会改变。请注意，所有的邮轮都

不提供提前就餐服务。

如果您需要更改餐饮喜好，请在航行前三周内

与您的旅游顾问电话联系。喜好要求以及变更

情况将依据先到先得的原则予以考虑。一旦预

订了座位，并非始终都可以更改餐饮喜好或座

位安排情况。

一旦登船，您可以与餐厅领班联系，尝试根据

供应情况更改喜好。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满足

您的要求。

特色餐厅

变化是生活的调味品，尤其是提到美食时。这

也是公主邮轮为您提供多个特色餐饮选择的原

因，让您在每艘邮轮上都可以尽情选择。

这些特色餐厅将提供温馨的就餐环境，氛围高

档大气。在这些广受欢迎的场所用餐，建议先

预订，而且会收取服务费。特色餐厅的情况随

邮轮的不同而不同。

湾流餐厅 & 牛排馆 

Bayou Café & Steakhouse
体验海上第一家新奥尔良风格的餐厅，享用克

里奥尔和卡真的传统佳肴，比如什锦菜、海鲜

浓汤以及配有波旁威士忌和辣椒的腌制牛排。

皇冠海鲜牛排馆 Crown Grill
皇冠海鲜牛排馆是在一个采用剧院风格的开放

式厨房款待客人。大厨将在厨房定做牛排和

排骨以及传统肋肉和软心甜点，比如七层的

S'Mores 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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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寿司吧 Kai Sushi
Kai 寿司吧提供有多种握寿司和生鱼片以及腌制

海鲜配鸡尾酒。还提供有精选葡萄酒、啤酒和日

本清酒菜单。

萨巴蒂尼餐厅 Sabatini’s
萨巴蒂尼餐厅上的菜肴都是正宗的意大利美食，

主菜单包括开胃菜、招牌意大利面和受地域启

发设计的主菜，比如龙虾三吃。

史德林牛排馆 Sterling Steakhouse
在传统牛排馆体验更加精致的菜肴。享用手切的

现做熟牛肉，比如纽约牛排、上等腰肉牛排、牛

里脊肉和菲力牛排。

休闲餐饮场地

当您想休闲一下时，您有很多选择——即使是在

正式的晚宴上。不管是在我们的特色餐厅之一、

地平线餐厅还是全景自助餐厅、披萨吧、汉堡包

和热狗烧烤吧还是选择 24 小时客房送餐服务，

您都将赞赏选择的多样性。

特殊饮食要求

能够满足您低钠、低脂肪、无糖和素食饮食习

惯的要求，公主邮轮感到非常高兴。访问个性

规划服务网页，并说明您的饮食喜好。

此外，提前书面要求之后，还可以提供犹太人

饮食（仅限于冷冻主菜）和婴儿食品。其他任

何特殊饮食要求必须提前获得公主邮轮公司办

公室的批准。

您或您的旅游顾问必须将任何特殊饮食需求、过

敏症状或医疗需求书面告知公主邮轮。必须在起

航开始阿拉斯加州、加拿大/新英格兰、加勒比海、

夏威夷、墨西哥、巴拿马运河和沿岸度假趣航线

前35天之内收到请求。对于所有其他航线而言，

必须在起航前 65 天之内收到请求。一旦登船，

请与酒店主管核实，以确认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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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送餐服务

旅客可以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要求提供免

费的个人客房送餐服务。要是想将欧式早餐送

到舱房，请填写舱房文件夹（还有一个文件夹

放在枕头上面）内的早餐卡，并在晚上将早餐

卡挂在舱房门外面，以便第二天早上在您选定

的时间拿取早餐。关于完整的舱房菜单，旅客

可以查看舱房文件夹，拨打电话簿上的电话或

者按一下电话上的“客房送餐服务”按钮。

船上娱乐

从艺术品拍卖到尊巴舞，各种令人激动的船上活

动让您每天都可以过得非常充实。您可以参观厨

房；品尝葡萄酒；体验我们传统的香槟瀑布；或

者参加游泳比赛。您甚至还可以参观后台，或者

来到舞台中央参加我们举办的卡拉 OK 活动。邮

轮配备有各种设施，豪华程度与陆地上最好的度

假村旗鼓相当——正是这一特点使公主邮轮旅游

成为了终极假期，让您可以完全远离喧嚣。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观看公主邮轮自己创作、设

计和编排的激动人心的舞台演出。开幕时间不

定；查看船上简报《公主日报》或 Princess@
Sea（在可连接区域内）上标明的表演时间。

公主邮轮设有多个跳舞场地和现场娱乐活动，

让您可以尽情舞动身体，所以请记得带上您

的舞鞋。活动很早便会开始，但很晚才会结

束。举办时间及地点请查看《公主日报》或

Princess@Sea（在可连接区域内），带您的舞

伴尽情旋转吧。

每一次航行时，还准备了很多最近上映的故事

大片，以供旅客观赏。在精选邮轮上，您还可

以坐在星空影院® 舒适的躺椅上观看最新的电

影、体育赛事和演唱会视频。星空影院的户外

电影屏幕足有 300 平方英尺。

旅客也能成为一名明星。您可以在爱之船迪斯科

甲板派对上跳一整晚的迪斯科舞——穿上您的喇

登船

餐饮与夜生活

叭裤，在海上唯一能够跳舞的地方“Isacc”成为

演员中的一员。或者在温暖的天气里航行时，您

可以穿上热带地区的服装参加甲板狂欢派对。我

们还将举办林波舞比赛和游戏，播放卡吕普索舞

的音乐，让您“在走廊里尽情舞动。”在公主邮

轮上，当您想参加活动时，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

您！

娱乐活动*

我们的赌场准备有最流行的桌面游戏，包括 21
点、轮盘赌、三张扑克牌游戏和骰子游戏。我

们还准备了整套令人兴奋的老虎机和电子扑克

机，而且在整个航行期间还将开展正规的宾果

游戏。

每次航行时还将开展免费的老虎机和桌面游戏

经验教授课程，并举办激动人心的比赛。关于

每日特别促销以及营业时间的信息，请查看《公

主日报》或 Princess@Sea（在可连接区域内）。

此外，如果您想在幸运附注赌中给朋友一个惊

喜，您可以选择 25 美元、50 美元或 100 美元

的赌注，而且在船上娱乐游戏场所可以进行兑

换。

禁止 18 岁以下的旅客赌博或留在赌场。想在娱

乐活动上限较高的旅客，请与当地旅行社联系

了解更多详情。

* 娱乐活动可能随邮轮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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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船

联系畅通

为了使旅客心情更加平和，不管是打电话还是

在网吧上网，我们都可以让您轻松地与外界保

持联系。

联系电话

在海上，您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与

您保持联系。

出门在外，为了使心情更加平和，您可以将以

下如何致电的信息告知朋友和亲人。致电公主

邮轮船队的所有邮轮，可以拨打电话 877-656-
7447。每次致电的费用为每分钟 8.95 美元或每

分钟 11.95 加元，如有变更不另行通知。致电

时请说明旅客的姓名和舱房号，以确保迅速接

通。

直接使用长途通信服务致电邮轮或给邮轮发传

真时，可以用到以下电话号码。关于费用问题

请联系长途通信供应商。费用将由呼叫方支付。

国际直拨电话区号 +870（海洋代码）+ 邮轮编

号

示例：

在中国致电钻石公主号：00-870-331-040-410

• 联系电话

• 海上互联网
• Princess@Sea——船上免费赠送
   内部网络与短信服务

• 海上移动设备

邮轮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加勒比公主号 764 947 526 764 947 528

珊瑚公主号 765 068 575 765 068 582

皇冠公主号 331 050 016 764 597 410

黎明公主号 331 043 710 331 043 712

钻石公主号 331 040 410 331 040 414

翡翠公主号 761 118 498 761 118 494

黄金公主号 331 034 410 331 034 430

至尊公主号 765 077 833 765 077 841

海岛公主号 331 038 410 331 038 414

太平洋公主号 765 073 115 765 073 116

帝王公主号 765 120 542 765 120 547

皇家公主号 765 111 847 765 111 852

红宝石公主号 764 877 443 764 877 445

蓝宝石公主号 331 040 510 331 040 514

邮轮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碧海公主号 765 087 732 765 087 734

星辰公主号 765 079 556 331 036 118

太阳公主号 764 050 768 764 050 770

船上通信中心每天上班时间为上午 8:00 至晚上

12:00 以及凌晨 4:00 至上午 8:00，以邮轮的时

间为准。呼叫方应提供旅客的全名以及客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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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船

联系畅通

海上互联网

您可以通过 24 小时网吧和无线网在所有的公主

邮轮上接入互联网——舱房以及各个公共场所

都有无线网，包括我们的中庭广场 *。

您可以使用我们最新的计算机系统登录网络电子

邮件账户或者上网浏览世界新闻、体育和股票交

易。或者您也可以带上无线设备，利用我们船上

的无线网接入互联网。

建议向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订阅了电子邮

件服务的旅客在航行开始前核实互联网服务供

应商拥有网络电子邮件查看网站。主要的互联

网服务供应商大多数都拥有允许访问电子邮件

的网站，在网页浏览器上输入电子邮箱地址和

密码即可访问。

关于互联网和无线服务费用方面的信息以及任

何其他特殊要求，请与网吧经理联系。

好消息：白金级会员和菁英级会员可以从网吧

套餐积分中获益。

* 与岸上的高速连接相比，通过卫星接入互联网要慢上许多。公

主邮轮保留对通过邮轮上的互联网服务访问的内容进行筛选的

权利。请注意，在公主邮轮上，可能会限制使用高带宽消费应

用程序，比如 IP 语音电话、点对点文件共享和串流媒体。

海上移动设备

在船上时，您可以在国际水域和允许使用个人

移动设备的其他地区使用个人移动设备。需使

用可以兼容的移动设备和能够利用海上通信合

作伙伴 AS 进行国际漫游的服务计划。关于可

用性和费用的信息，请与无线服务供应商联系。

关于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国家的致电说明，请访问

princess.com/learn/faq_answer/onboard/in_touch.
jsp 网站。

Princess@Sea——船上免费赠送内部网络

与短信服务

Princess@Sea 是我们设置的船上免费内部移动

服务，可以让您在船上快速便捷地访问关于邮

轮的重要信息！您可以为日间活动做好计划，

查看邮轮的旅行日程和港口指南，浏览餐厅菜

单，甚至还可以查看舱房账单！此外，在精选

邮轮上，Princess@Sea 信使服务让您可以向船

上的其他旅客发送短信！

Princess@Sea 入门非常简单。一旦登船，只

需连接邮轮上的 WIFI 即可，打开浏览器，

Princess@Sea 便可作为默认页面出现。网络甚

至是以“飞行模式”运行。不收取手机费或数

据费。

Princess@Sea 所有公主邮轮都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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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SS@SEA: 指尖触动完美的邮轮体验     
 
欲访问 Princess@Sea，登船后将您的手机（或其它移动设备）连接至公主邮轮 Wi-Fi，打开浏览
器，Princess@Sea 将显示为默认页面。  或者，仅需在您的浏览器输入“sapphire.princess.com”，
用您所在的邮轮名称替换其中的“sapphire”。手机处于“飞行模式”时，仍可使用 Princess@Sea。
无需任何费用！  

 

  

 

主页：显示部分今日活动，同时欢迎您到达下一个停靠港或享受海上时

光。 

船上活动：显示当下邮轮上的所有活动和节目。 

即时通：使用我们的免费即时通短信服务，在船上与您的朋友和家人保

持联系。 

互联网：通过 Princess@Sea 可方便快速地连接到互联网。（使用互联网

服务需支付相关费用） 

更多内容：查阅您的客舱帐户、基本信息、航行路线、服务时间以及更

多其他信息。 

您可以免费访问 Princess@Sea 的所有内容， 
方便快捷！   您可以查看： 

 

我的联系人、我的客舱帐户和我的活动规划 

Princess@Sea 的某些个人化内容需要创建用户 ID 和密码才可继续访问，包括“我
的联系人”、“我的客舱帐户”和“我的活动规划”，它们可在主页上的左列菜单栏上

找到。 

 

创建帐户 

若需在 Princess@Sea 网站内创建账户，系

统会提示您提供创建用户的三项所须信息，

包括： 

• 客舱号 
• 出生日期 
• 您邮轮卡正面的 4 位数帐户编号

（详见右侧示例图#1 和#2） 

按照提示，轻松创建账户！ 

注意：如果您需要重新设置用户名或密码，请点

击“忘记用户名”或“忘记密码”链接（右图

#3)，根据提示完成相关步骤。 

 

 

 

1 

2 

3 

第 1 页，共 4 页 
 

登船

联系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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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SS@SEA: 指尖触动完美的邮轮体验     
 
欲访问 Princess@Sea，登船后将您的手机（或其它移动设备）连接至公主邮轮 Wi-Fi，打开浏览
器，Princess@Sea 将显示为默认页面。  或者，仅需在您的浏览器输入“sapphire.princess.com”，
用您所在的邮轮名称替换其中的“sapphire”。手机处于“飞行模式”时，仍可使用 Princess@Sea。
无需任何费用！  

 

 

 

  

成功登录后，即可将 Princess@Sea 用作您邮轮上的规划与

沟通工具！  

 

使用“我的活动规划”工具 

仅需点击活动列表右侧的灰色日历图标，即可将特定活动列入您

的滋定义行程安排。选定后，图标会变为绿色。返回主页后，系

统将显示您的自定义活动安排列表！如果您改变主意，按下绿色

图标，即可将该活动从您的列表中移出。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我的活动规划”工具添加自己的活动。选择

绿色的“创建活动”按钮，填写如下表格，即可在“我的活动规划”
中创建自己的活动。  

 

 
 

 

 

 

第 2 页，共 4 页 
 

登船

联系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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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SS@SEA: 指尖触动完美的邮轮体验     
 
欲访问 Princess@Sea，登船后将您的手机（或其它移动设备）连接至公主邮轮 Wi-Fi，打开浏览
器，Princess@Sea 将显示为默认页面。  或者，仅需在您的浏览器输入“sapphire.princess.com”，
用您所在的邮轮名称替换其中的“sapphire”。手机处于“飞行模式”时，仍可使用 Princess@Sea。
无需任何费用！  

 

 

 

  

 

 

使用“我的联系人” 

若需在邮轮上与家人或朋友取得联系，请按照下列简单步骤

添加“我的联系人”：  

1. 导航到主页左列菜单上的“我的联系人”部分。    
2. 选定后，您的“我的联系人”页面会显示“我的即时通

ID”号码。请将此号码与您希望联系的家人或朋友分

享。 
3. 任何一方可输入共享的即时通 ID，输入到标有“输入

即时通 ID”的灰色阴影区。 
4. 点击绿色的“添加”按钮。  
5. 现在，您已经成功添加联系人至“我的联系人”列

表。   

 

 

 

 

 

 

如果您的联系人显示为“未注册”，这表明他们尚未在 
Princess@Sea 上注册，需要创建登录 ID 和密码才可使用即

时通服务。 

 

 

您还可选择“屏蔽”图标，屏蔽任何联系人与您聊天。若需解

除屏蔽，再次按下“屏蔽”图标即可。  

 

第 3 页，共 4 页 
 

登船

联系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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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SS@SEA: 指尖触动完美的邮轮体验     
 
欲访问 Princess@Sea，登船后将您的手机（或其它移动设备）连接至公主邮轮 Wi-Fi，打开浏览
器，Princess@Sea 将显示为默认页面。  或者，仅需在您的浏览器输入“sapphire.princess.com”，
用您所在的邮轮名称替换其中的“sapphire”。手机处于“飞行模式”时，仍可使用 Princess@Sea。
无需任何费用！  

 

 

 使用即时通短信服务 

 

 

建立“我的联系人”列表后： 

1. 选择菜单栏上的即时通按钮。   
2. 您会看到显示如下的屏幕，您可在其中的“选择收件人”区域输入联系人姓名。   
3. 输入一个联系人姓名，可与单人聊天；或在方框内输入多个联系人姓名，用逗号隔开，可进行群聊。  
4. 在“输入您的信息”区域中，输入您的信息。 
5. 按下“发送”，开始聊天。  
6. 新的消息通知通过底部菜单的即时通图标以及概述页面上的即时通联系人姓名呈红色显示。 
7. 与您的家人或朋友尽情聊天吧！ 

  
    

 

第 4 页，共 4 页 
 

登船

联系畅通



• 欢送

航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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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后

欢送

• 离船 • • 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会员

离船

 ●  下船前一晚，公主邮轮服务人员会将您的消

费帐单送至您舱房，请大家留意，并将您保留

的消费签名帐单拿出仔细核对，如发现错误请

及时联系公主邮轮总台。22 点后船上将停止使

用船卡一切消费。如果您在我们为您拉取帐单

后有再次消费，请在 22 点后至 5 或 6 楼总台

拉取帐单及时核对，以免离船当天核对耽误下

船时间。离船当天早上在您的舱房门外有份您

的最终消费确认帐单也请您再次核对，以此帐

单为准并请保留此份帐单与您的信用卡银行作

为核对消费的依据。

 ●  有关邮轮专用行李标签：

下船前一晚的晚餐之前请您将不用的行李整理打

包好，在行李上系缚邮轮专用标签，并将存根撕

下来保留，在您登岸时携带好行李存根。（切记

请将原先旧的所有标签拿掉，这样您的行李才能

被准确的分类上岸。请注意行李存根不是行李核

对标签，但是在下船通道口将会被要求与船卡一

起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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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大家在 22 点之前将整理好并贴有邮轮专用

标签的行李放置在您的舱房门外，邮轮服务员

会前来收取行李并托运上岸。这些行李要等到

您下船后到码头行李处领取。（错过此段时间

有可能您的行李会被要求自提下岸）。大家可

以把当天晚上要用的物品放在随身包内自提下

岸。凡是自提下岸的行李不需要贴邮轮专用行

李标签，请放在舱房内下船时自提下岸。（护照，

机票，易碎及贵重物品，包括免税烈酒，不要

托运，请放在随身行李内自提上岸。）

航行后

欢送

海关和移民检查员将与您一起查看报关单。在

中途停靠港或邮轮精品店里购买的所有商品均

需要符合不同国家入境政策。

建议旅客随身携带售货发票，便于申报所购商

品。不得将任何海关禁止携带的食物或产品带

致该国港口。

欲了解更多的海关信息。我们建议您听取邮轮

总监的离船手续说明，并在航行的最后一天里

仔细阅读送到舱房里的离船信息通知。

如果您购买了公主邮轮机场至邮轮接送套票、

邮轮 + 酒店套票或参加了海陆套装，将有一位

身穿制服的公主邮轮代表带您前往接送出发点。

请注意，如果您的朋友或亲人会在码头接您，

在邮轮按预定时间抵达之后，离船可能需花费

四个小时的时间，以办理入境和海关手续。

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会员

公主邮轮拥有一个独特的忠诚计划——公主邮

轮船长俱乐部会员。如果您是第一次乘坐公主

邮轮航行，祝贺您！当您收到新会员资格详细

信息时，在这次航行结束之后您的会员资格将

自动生效。

在公主邮轮，对于承认和奖励旅客的忠诚，我

们给予支持。这也是您乘坐公主邮轮旅游的次

数越多，您获得的好处也越多的原因。

您所期待的好处有免费订阅会员季刊杂志以及

精选航线的会员优惠。只有会员才能访问在线

会员中心，这样您便可以享受独有项目。

船长和会员主管主持的独有的船上活动是了解

其他会员的最佳方式。

 ●  下船时请出示您的船卡和邮轮专用行李标签

存根。一旦您的行李标签颜色和号码被叫到，您

才可以开始离船登岸。

在我们大多数的航线上，要求旅客识别自己的行

李，并对行李进行通关检查。离船时，旅客将在

公主邮轮代表的带领下前往行李认领处。因为很

多包的外表类似，所以请查看行李牌，以确保您

认领的是自己的行李。

因为受各国海关的限制，在所有的行李全卸下船

之前，旅客不得离开邮轮。基于这一点，我们建

议您在一间公共休息室里休息，按照预先指定的

小组等待结关和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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