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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

登上亚洲最大游轮之一的海洋水手号 ( Mariner of the Seas®)

皇家加勒比游轮假期是令人永生难忘的独特经历。挑战真冰溜冰场、迷你高尔夫球场或海上攀岩壁。
与梦工厂动画人物近距离接触、观赏百老汇精彩演出，或在泳池畔自我放松。

尽情玩乐。松懈身心。海上假期，随心所欲。

精彩历程，由此开始

迷你高尔夫

攀岩墙上登高望远，大海的波澜壮阔尽收眼底

汪洋大海上享受滑冰乐趣

在面向大海的果岭上体验迷你高尔夫球

在篮球场上灌篮投球

活力洋溢，新奇刺激 

与《史瑞克》、《马达加斯加》、《功夫熊猫》及 
其他梦工厂动画片里的明星人物共度美好时光

与动画明星一起用餐*或观赏动画人物的盛装游行， 
当然还有3D电影与合影机会

梦工厂梦幻体验

在皇家大道的精品店里享受免税购物 

到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SM)试试手气

购物好运气

享受无微不至皇家金锚服务(Gold Anchor Service®)， 
带来无与伦比的度假体验

体贴入微的个性化服务，每时每刻，每一个细节都 
关怀备至，超越想象与期待

世界级服务

在主餐厅里享用多道式早餐、午餐及晚餐

享用帆船咖啡厅(Windjammer Café) 国际自助餐

品尝皇家大道咖啡馆(Café Promenade) 的轻食糕点

不需早起，24小时舱房送餐服务*让你随时都可以 
在房间里用餐

光顾Chops GrilleSM牛排烧烤餐厅*享用优质肉类与新鲜海鲜

试试吉瓦尼意式餐厅*(Giovanni’s Table) 的意式托斯卡纳 
风味家庭餐

到尊尼火箭餐厅*(Johnny Rockets®) 享用传统 
美式汉堡包与薯条

餐饮选项琳琅满目

沉湎于享受皇家加勒比原创的娱乐表演节目

观赏精彩刺激的冰上表演，由国际专业溜冰手呈献

享受15家酒吧与酒廊里的现场乐队表演

精彩娱乐，目不暇接

海洋宝贝活动(Royal Babies and Royal Tots®) 
让6个月到36个月的婴儿与幼童乐在其中

海上历奇(Adventure Ocean®) 青少年活动专为6个月至 
17岁的不同年龄层而设，寓教于乐

儿童世界

海上历险记
精彩纷呈大盘点

	 	 到VitalitySM Spa享受海藻包扎或热石按摩*

  在3个泳池之一轻松慢游，享受日光浴场(Solarium) 
 与6个按摩池 

  在设备先进的健身中心里挥洒汗水，或报名参加健身课程 
 如瑜伽或太极* 

  到户外跑道上跑步

松懈身心，恢复精力

*需额外付费。

真冰溜冰场

Chops GrilleSM 牛排烧烤餐厅



	条款及条件：
∆所列的价格起于以上航程日期的最低价，须视供求情况而定，由新元为两人一房的每人费用，已包括相关税金及港口费。价格仅供参考。所例的第3/4名客人价格适用于与两位成人共享内舱房的
第3或4位客人。单独出游的乘客须付200%的费用。行程，日期及价格在印刷时正确无误，可能会在未通知情况下更改。附带其他条件。

游轮假期费用起价∆

内舱房 $889
皇家大道观景房 $979 
海景房 $979

阳台房 $1,229 
套房 $1,689
第3/4名客人 $609  

内舱房 $676
皇家大道观景房 $776
海景房 $776

游轮假期费用起价∆

阳台房 $966
套房 $1,416 
第3/4名客人 $486  

内舱房 $1,367
皇家大道观景房 $1,477
海景房 $1,517

游轮假期费用起价∆

阳台房 $1,737
套房 $2,767 
第3/4名客人 $777  

内舱房 $1,282
皇家大道观景房 $1,402 
海景房 $1,472 

游轮假期费用起价∆

阳台房 $1,802
套房 $2,472
第3/4名客人 $1,132 

内舱房 $714 
皇家大道观景房 $814
海景房 $814

游轮假期费用起价∆

阳台房 $1,004
套房 $1,454 
第3/4名客人 $494  

内舱房 $1,501
皇家大道观景房 $1,611
海景房 $1,641

游轮假期费用起价∆

阳台房 $1,911 
套房 $2,941 
第3/4名客人 $811   

曼谷 胡志明市 新加玻 浮罗交怡 普吉岛 上海

内舱房 $855 
皇家大道观景房 $955
海景房 $955 

游轮假期费用起价∆

阳台房 $1,195 
套房 $1,665
第3/4名客人 $585  

天数 停靠港 抵达 离开
01 新加坡  17:00
02 吉隆坡 (巴生港)，马来西亚 07:00 15:00 
03 普吉岛，泰国 11:00 22:00
04 海上巡航 - -
05 新加坡 08:00 

停靠港口及时间可能会变动。

2018年出发日期: 2月15日#, 3月1^, 5, 29日
#节庆假日航线。 
^此航线将前往吉隆坡(巴生港)及浮罗交怡。

5天4夜东南亚岛屿之旅

泰国

马来西亚

普吉岛

吉隆坡

新加坡

5天4夜东南亚岛屿之旅

天数 停靠港 抵达 离开
01 新加坡  17:00 
02 槟城，马来西亚 15:00 22:00 
03 普吉岛，泰国 10:00 20:00 
04 海上巡航 - -
05 新加坡 08:00 

停靠港口及时间可能会变动。

2017年出发日期: 9月18, 25日, 
10月2, 9, 16, 23^, 30日, 11月6^, 13, 20^, 27日, 
12月4, 16日 

2018年出发日期: 1月15, 22, 29^日, 3月12日, 4月2日
*此航线将前往槟城及浮罗交怡。

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普吉岛

槟城

香港 槟城

4天3夜探索马来西亚之旅

天数 停靠港 抵达 离开
01 新加坡  17:00
02 槟城，马来西亚 16:00 23:59 
03 海上巡航 - -
04 新加坡 08:00 

停靠港口及时间可能会变动。

2017年出发日期: 10月10, 17, 24日, 12月1, 8, 20日
2018年出发日期: 1月2, 26日, 2月5日, 3月9, 19日

新加坡

槟城

马来西亚

天数 停靠港 抵达 离开
01 新加坡  17:00 
02 吉隆坡 (巴生港)，马来西亚 07:00 19:00 
03 海上巡航 - -
04 新加坡 08:00

 
停靠港口及时间可能会变动。

2017年出发日期: 9月15, 22, 29日,  
10月6, 13, 20, 27日, 11月3日

2018年出发日期: 1月12, 19日, 2月2日, 
3月16日, 4月6日

4天3夜探索马来西亚之旅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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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靠
港8天7夜东南亚风情游6天5夜东南亚风情游 8天7夜泰国及越南之旅 10天9夜新加坡至上海之旅

天数 停靠港 抵达 离开
01 新加坡  17:00
02 海上巡航 - -
03 胡志明市 (富美)，越南 07:00 19:00
04 海上巡航 - -
05 曼谷 (林查班)，泰国 07:00 -
06 曼谷 (林查班)，泰国 - 13:00
07 海上巡航 - -
08 新加坡 08:00

停靠港口及时间可能会变动。

2018年出发日期: 2月8日

天数 停靠港 抵达 离开
01 新加坡  17:00
02 吉隆坡 (巴生港)，马来西亚  07:00 18:00 
03 槟城，马来西亚 09:00 18:00
04 浮罗交怡，马来西亚 07:00 18:00
05 普吉岛，泰国 07:00 - 
06 普吉岛，泰国 - 17:00 
07 海上巡航 - -
08 新加坡 08:00

停靠港口及时间可能会变动。 

2018年出发日期: 1月5日, 3月22日

天数 停靠港 抵达 离开
01 新加坡  17:00
02 吉隆坡 (巴生港)，马来西亚  07:00 18:00 
03 槟城，马来西亚 09:00 18:00
04 普吉岛，泰国 07:00 19:00
05 海上巡航 - - 
06 新加坡 08:00 - 
   

停靠港口及时间可能会变动。

2017年出发日期: 9月10日, 12月11^, 23#, 28#日
2018年出发日期: 2月19#, 24日
#节庆假日航线。 
^此航线第二天前往槟城及第三天前往吉隆坡 (巴生港) 。

天数 停靠港 抵达 离开
01 上海 (宝山)，中国   16:30
02 海上巡航 - - 
03 冲绳，日本 07:00 16:00 
04 海上巡航  - - 
05 香港，中国  10:00  20:00
06 海上巡航 - - 
07 海上巡航 - -
08 胡志明市 (富美)，越南  07:00 19:00
09 海上巡航 - -
10 新加坡 08:00 

停靠港口及时间可能会变动。

2017年出发日期: 9月1日

泰国
普吉岛

马来西亚

浮罗交怡
槟城

吉隆坡

新加坡

泰国
普吉岛

马来西亚
槟城

吉隆坡

新加坡

中国
日本

越南

上海
冲绳

香港

胡志明市

新加坡

越南
曼谷

胡志明市

新加坡

泰国

内舱房 $1,233
皇家大道观景房 $1,343
海景房 $1,363

游轮假期费用起价∆

阳台房 $1,583 
套房 $2,493 
第3/4名客人 $773  

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您可以
在这里亲身体验五彩缤纷的民族庆典和
绚丽夺目的街头灯饰，或是从香气四溢
的海南鸡饭到辣椒螃蟹、娘惹菜肴， 
沉醉于当地特有的饮食文化之中。发掘
最新的流行趋势莫过于穿梭在乌节路、
滨海湾或是白沙浮等地的购物区，或许
乘着人力三轮车悠闲地欣赏栉比鳞次的
高楼大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槟城，马来西亚
槟城既有美丽的海滩，又拥有丰盛的 
文化与历史及可口的美食。走访保存 
完善的传统中国宗族建筑龙山堂丘祠 
与东南亚精致佛教殿堂极乐寺，体验 
“东方之珠”之美。

浮罗交怡，马来西亚
让您的想象力翱翔在浮罗交怡99座岛屿
众多的神奇神话和传说中。拥有得 
天独厚的白色沙滩与茂密雨林，这独特
的度假胜地绝对会是您的大自然天堂。
 
曼谷 (林查班†)，泰国 
曼谷是亚洲最现代的城市之一，具有 
大型的摩天大楼和超现代化的饭店。 
卧佛寺是曼谷首次到访者的必游之地，
以卧佛金身和传统泰式按摩学院闻名 
于世。当然别忘了前往暹罗广场，那里
汇集了各式各样时尚精品店。如果您想
要感受一下当地的购物氛围，就一定要
到水门区走一趟。那里除了到处都 
是热闹非凡的购物商店，也是主要的 
批发市场之一。

普吉岛，泰国
普吉岛是泰国最大的岛屿，亦被称作 
“南方珍珠”。它的自然资源，岩石 

半岛，石灰岩峭壁，洁白细腻的沙滩， 
宁静广阔的海湾与热带森林，造就了 
普吉岛这个南方最富有，最繁忙， 
也最受欢迎的岛屿及省份。

胡志明市 (富美†)，越南 
富美港口通向十分活力和令人兴奋的 
胡志明市。在那景色秀丽的城市里 
充满着独特的色彩，香气和有趣的文化 
景点。其中之一就是那在战争期间建立
在古芝非常著名的网络隧道。

香港，中国 
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最具魅力之处 
就在于能够将新旧完美融合。您可以 
享受原汁原味的中国生活方式，例如 
结合了古代茶习俗与中式传统点心的 
“饮茶”。跨过九龙半岛体验香港岛 
的露天市场，或前往大屿山及新界 
探索美丽风光。

上海 (宝山†)，中国
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在中国 
最国际化的城市中，漫步探索豫园， 
上海博物馆与玉佛寺，途中还能在 
丝绸厂停步，了解丝绸是如何收集， 
编织制成地毯。

冲绳 (那霸†)，日本
那霸是冲绳县最大的城市，也是著名景
点首里城的所在地。这座城堡是琉球国
的都城所在地和王宫，也是当地最大的
木结构建筑。它融合了中国和日本传统
建筑的特点，形态宏伟，色彩鲜艳。 
在这里，丰富多彩的海鲜与美食， 
悠闲轻松的氛围，超值的纪念品商店， 
定能让您流连忘返。 

†游轮将停靠在圆括号内的港口城市。



航行者系列

海洋水手号®
游轮资料
• 长度: 1,020 英尺
• 宽度: 157.5 英尺
• 吃水度: 29 英尺

• 载客量: 3,807（全数）
• 船员人数: 1,185
• 吨位: 138,279 吨

服务期: 2003年11月 (翻新于2012年4月)

户外电影荧幕 免税购物 主餐厅 皇家大道海上Vitality℠ Spa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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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层甲板第3层甲板第4层甲板第6层甲板 第5层甲板第11层甲板 第10层甲板 第9层甲板 第8层甲板 第7层甲板第15层甲板

第14层甲板

第13层甲板

第12层甲板

阳台房

高级海景阳台房
199平方尺，阳台65平方尺

豪华海景阳台房
184平方尺，阳台50平方尺

D2D1

D3

E3

E1 E2

海景房

家庭海景房
293平方尺

FO 海景舱房
160平方尺

H

I大型海景房
175平方尺

F

内舱房

内舱房
158平方尺

LK

N

Q

M

皇家大道景观房
153平方尺

PR

套房

皇家套房
1,336平方尺，阳台266平方尺

船东套房 
583平方尺，阳台157平方尺

皇家家庭套房 
574平方尺，阳台232平方尺

RS

OS

FS

豪华套房 
401平方尺，阳台104平方尺

标准套房 
297平方尺，阳台65平方尺

GS

JS

皇家加勒比所有游轮上的舱房与套房都配有私人卫浴、化妆区、 
吹风机、开路电视及电话。

注意：此甲板图显示海洋水手号Mariner of the Seas® 设施与舱房 
位置，并非精确的蓝图，也可能不包含最新变化。若有特定需求或 
需要关于某一间舱房的额外资料，请联络您的旅行社或我们的游轮 
假期策划人员。

此甲板图适用于即日起至2018年3月16日航程。2018年3月19日以后的 
航程，请联络您的旅行社，或参考网站：ROYALCARIBBEAN.COM.SG。

∆  舱房配有沙发床

*  舱房配有一张折叠床

♿  无障碍设施舱房

  舱房配有沙发床及一张折叠床

†  舱房配有两张折叠床

  连通舱房

‡ 舱房配有四张额外的折叠床

医疗中心未标示在此图上



1一些标准套房(Junior Suites)提供淋浴间而不是浴缸。2不包括标准套房(Junior Suites)。3不是所有的阳台舱房都有沙发床，请查询甲板图或向旅行社询问。4皇家加大双人床尺寸为

184.2公分宽，208.3公分长。5舱房送餐服务送餐费为每次$7.95美元。豪华套房(Grand Suites)及以上等级免费送餐。

举家同游
我们提供多间特别为家庭而设的连接舱房与套房，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聚在一起，同时又能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连接舱房位置请参考甲板图。

以上所显示的舱房与套房为样本。如果想了解舱房与设施等详细资料，请联络您的旅行社或浏览 ROYALCARIBBEAN.COM.SG
皇家加勒比每艘游轮都提供无障碍设施舱房。

品尝过特色料理、沉湎于异国文化，经过一整天的精彩旅途，最渴望 
的莫过于回到舒适的舱房里，享受属于私密时光。阳台海景舱房里 
让你在一整天的吃喝玩乐之后，面对着无敌海景，放松休息。

海风拂面，清新愉悦

套房
皇家套房
船东套房(图片显示)
皇家家庭套房
豪华套房
标准套房

包含阳台房的设施，外加；

•  宽敞的起居室
•   配有浴缸1

•  豪华商品包括浴袍，拖鞋以及高级卫浴用品
•  特别房内用餐2

•  优先入住及离船2 
•  礼宾服务2

阳台房
高级海景阳台房(图片显示)
豪华海景阳台房

•  私人阳台
•  配有沙发床的起居室3

•  两张双人床或一张皇家加大双人床4

•  电视，电话及保险箱
•   独立卫浴，梳妆台和吹风机
•  全天候 24小时舱房送餐服务5

•  设有观景窗
•  起居室
•  两张双人床或一张皇家加大双人床4

•  电视，电话及保险箱
•  独立卫浴，梳妆台和吹风机
•  全天候 24小时舱房送餐服务5

内舱房
皇家大道景观房(图片显示) 
内舱房

海景房
家庭海景房
大型海景房(图片显示) 
海景房

•  起居室
•  两张双人床或一张皇家加大双人床4

•  电视，电话及保险箱
•  独立卫浴，梳妆台和吹风机
•  全天候 24小时舱房送餐服务5

皇家加勒比（亚太区）游轮公司
3 Anson Road #13-02 Springleaf Tower Singapore 079909 
Facebook.com/RoyalCaribbean

ROYALCARIBBEAN.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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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美好假期将由这里开始

所有图片仅供参考。

大玩家 悠闲旅行者

观赏者美食家

小小梦想家运动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