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海洋航行者號』
『海洋航行者號』簡介 :
1. 總重量，長度及層數 - 138,000 噸，310 米長，15 層
2. 工作人員數量

- 1,176 人

3. 載客量

- 3,840 人

4. 乘客/船員比例

- (載客量 / 工作人員數量) 3,840 / 1,176 = 1:3.3

5. 首航

1999 年 11 月首航，於 2014 年 10 月重新裝修。

6. 艙房

- 總數約 1,557 間:

[即 1 名工作人員服務 3.3 位客人]

- 內艙房 : 約 150 平方英尺
- 虛擬陽台內艙房 : 約 150 平方英尺
- 皇家大道內艙房 : 約 160 平方英尺
- 海景房 : 約 160 平方英尺
- 環迥海景房 : 約 191 至 406 平方英尺
- 高級露台房 : 約 179 平方英尺, 露台約 52 平方英尺
- 豪華露台房 : 約 184 至 188 平方英尺, 露台約 46-50 平方英尺
- 另備有不同種類的套房，由 264 至 1,087 平方英尺不等
- 不論房型，房間均備有私人衛生間、化妝區、風筒、液晶電視、電話、保險箱、冰箱、熱水壺、
衣櫥、浴室 (附淋浴裝備)
- 房間內有兩張單人床，合併後即為雙人床，另備有 3/4 人房
『海洋航行者號』餐廳 :
1. 免費餐廳

2. 免費輕食或飲料

餐廳分別是 1 間主餐廳及 1 間自助餐廳 :
-

1 間主餐廳

:

藍寶石主餐廳 (Sapphire Main Dining Room) (3, 4, 5 樓)

-

1 間自助餐廳

:

帆船自助餐廳 (Windjammer Buffet) (11 樓)

提供食物/飲料的地方:
-

3. 免費 Room Service

皇家大道咖啡廳 (Promenade Café) (5 樓): 24 小時供應免費點心、甜品及咖啡

提供 24 小時 Room Service，客人可要求在房內享用早餐，在前一晚填寫 Breakfast Card 掛在房門外就
可以。(22:00 -05:00 須額外收費，請參閱房間內餐牌。)

4. 收費餐廳

**主題餐廳，有 4 間 :
-

Izumi 日式餐廳 (14 樓) : 食材及佐料純鮮、細膩，極盡完美。食品選擇由壽司卷、生魚片、以至熱
岩（石燒）板等等。[單點+18%服務費]

-

Chops Grille 美式扒房 (11 樓) : 享用皇家加勒比著名的 A 級牛排，煮法、調味完全按照客人喜好
及要求，再配上鮮美的海鮮、豐富的配菜及招牌甜點。[約 39 美元]

-

Giovanni's Table 意大利餐廳 (4 樓) : 提供具現代風味的地道菜餚，包括烤香草香包、意大利面、紅
燒肉類及燉菜，食客以家庭為主。[午餐約 15 美元, 晚餐約 35 美元, 海鮮主題約 60 美元]

-

Johnny Rockets 尊尼火箭美式餐廳 (12 樓) : 50 年代的經典美式餐廳，提供美味多汁的漢堡、純滑的
奶昔及香甜的蘋果批，極具美國特色，濃濃的香氣，隨服務員載歌載舞送到跟前。[單點+18%服務
費]

** 酒吧 :
-

R Bar (5 樓): 具有鮮明復古魅力的 R 吧提供多款經典 - 馬提尼酒，氈酒，威士忌和更多 - 駐場調
酒師更可製作特色飲品。

-

Star Lounge 繁星酒廊 (5 樓) : 酒廊有各式樂隊現場演奏，讓客人一展舞技。

-

Schooner Bar「思古諾」鋼琴吧 (4 樓) : 鋼琴表演酒吧，裝飾別緻而高雅。在舒緩的樂曲中，與親
密好友一起，品一杯美酒，享受遊輪之夜。

-

Viking Crown Lounge 維京皇冠酒廊 (14 樓): 位於船上最高的酒吧，可俯瞰甲板全景。

** 其他 : The Tavern 活力酒吧 / The Pig & Whistler Bar 小豬與口哨酒吧 / Concierge Club 貴賓套房俱樂
部 / Pool Bar 池畔酒吧 / Solarium Bar 日光浴吧 / Sky Bar 天空吧 / Diamond Club 專屬鑽石會 / Ben &
Jerry 雪榚店 / illy 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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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航行者號』餐食安排 :
1. 郵輪上的餐飲

*

晚膳分 Dynamic Dining Classic (17:45 及 20:00) 及 Dynamic Dining Choice (自選時間)，最終以郵輪
公司安排為準，若客人欲自選時間，可自由到其他餐廳或房間內用膳。
第一段用餐時間 (First Seating)

第二段用餐時間 (Second Seating)

早餐

06:30 – 11:30

午餐

11:30 – 15:00

晚餐

17:45

20:00

*用餐時間以船上公佈為準*
『海洋航行者號』的設施與活動 :
1. 娛樂活動

(1)

Shows 皇家節目：
－

珊瑚大劇院 (2, 3, 4 樓) 融合 2 類主要演出 : 一類是船上的 16 名專業藝員表演的百老匯風格

歌舞；另外一類是由外聘的著名表演藝術家演繹㨂篤笑、器樂等。(每晚 2 場, 19:30 及 21:30, 以船上
公佈為準)
－

冰上表演 (3 樓) 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冰上舞者，加上先進的音響和照明系統，帶來無與倫

比的美妙感受 [需額外收費，每位約 9 美元, 以船上公佈為準]。
－

星空影院 (11 樓) 在海上最大的銀幕上看電影，同時還有水柱射上 33 呎高空的音樂噴泉助

興，相當震撼。
(2)

Casino Royale 皇家賭場 (4 樓) : 擁有 300 多個賭場耍樂。無論是高手或門外漢，都可以在這裡度

過樂趣無窮的時光。
(3)

Duty Free 免稅店 (5 樓): 獨一無二的皇家大道是最令遊客流連忘返的去處之一。集結了眾多格調

高雅的品牌，仿佛置身於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或是纽約的第五大道丶而平易近人的免稅價格，讓時尚
的海上購物變得觸手可得。
(4)

Vitality Spa 水療中心 (11, 12 樓) : [收費以船上公佈為準]
－

提供一系列豪華的放鬆按摩技術與水療，每個療程都是為了舒緩壓力而設計，能恢復精神、

使身體充滿活力並提升生活品質。
－

面部護理: 每款面部護理均針對不同皮膚需要，由美白﹑緊緻到含 24-K 金或骨膠原面膜，

締造紓適的美容護理體驗。
－

按摩: Elemis 香薰熱石療程，深肌按摩及足底按摩能有效放鬆肌肉，舒緩情緒，減輕疲勞，

再現活力。
－

身體護理: Elemis 香薰海藻療程，採用全天然草本精華，有效排除身體毒素，由頭到腳激活

身體平衡。
－

放鬆享受: 提供貴賓式精緻典雅的空間，作為療程前放鬆身心的準備或在享受按摩後休息的

絕佳地點。
－

美髮服務: 理髮中心特設專業髮型師，提供專業理髮及護髮服務，在療程過後仍可以最佳髮

型示人。
－

美甲服務: 時下修甲為女士不可不做的大熱之選，中心特設美容師為客人修手甲，包括修剪

甲型、去甲皮、塗甲油及手部護理等。

3. 船上活動

－

男士護理: 護膚不是女士專利，一系列療程為一眾男士帶來多項針對男性的皮膚護理。

－

青少年水療體驗: 一系列療程針對青少年的需要：暗瘡，曰光浴後護理，修甲等。

(1) FlowRider®人工滑浪 (13 樓) : 是一個模擬衝浪器，可以在船上玩布吉衝浪板，或 參加衝浪課程
[約 69 美元, 以船上公佈為準]。
(2) RockWall®攀石牆 (13 樓) : 特色的攀石牆，從初學者到加速登山，每個人都可以在 40 英尺甲板上
享受一個無與倫比的景色。
(3) 泳池 (11 樓) : 船上擁有 4 個泳池，池邊經常安排表演或互動活動。
(4) 迷你高爾夫球場 (13 樓) : 在大海上享受 9 洞推桿的瞬間，伴著陽光、海風，不論大人小孩都可以
玩得自在、愜意。
(5) 標準球場 (13 樓) : 按標準籃球場尺寸所建，不僅可以體驗到 3 對 3 街頭籃球的狂飆體驗，也能體
驗到 5 對 5 國際籃聯的標準比賽。
(6) 緩跑徑 (12 樓) : 早上可慢跑欣賞日出美麗的晨曦及享受沿途 360 度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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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滾軸溜冰滑道 (13 樓) : 設置軟墊讓客人輕鬆地滑在甲板上。
(8) 健身中心 (11, 12 樓) : 擁有世界頂級的各類健身設備，例如：跑步機、舉重機等。此外，還有普
拉提、瑜伽、跆拳道等各類健身課程。
(9) 真雪溜冰場 (3 樓) : 採用世界先進的製冷系統，冰面全年控制在零下 14 度左右，室內溫度保持在
18-20 度左右。
4. Family 親子樂園

(1)

6 個月-3 歲 :
- 海洋寶貝 : 和來自 Fisher-Price®的育兒專家一起為 6 個月到 3 歲兒童設計每日 45 分鐘的遊戲活

動。寶貝們可以從 Get Up & Go 以及" 每日學習 "等活動中取得眾多收穫。蹣跚學步的孩子們在參加
Busy Builder 以及 Pirate and Princess 等活動中快樂成長。所有的活動, 都能讓孩子獲得新知, 讓父母們
了解育兒新法
- Fisher-Price®- 皇家寶貝計劃 : 由 Fisher-Price®以及 Crayola®早教專家專門為皇家加勒比國際遊
輪獨家開發。每個級別各具特色, 包括音樂、適齡故事、藝術創作以及遊戲。
- 玩具外借 : 包含各種適合 6-36 個月大的寶寶的玩具。家長可以每天借取及更換玩具來幫助小
朋友更好的成長。
- 海洋探險俱樂部電視頻道 : 專門為小朋友提供了一個適合他們的電視頻道, 包括專門為寶寶製
作的 Fisher-Price®節目, 在房間休息的同時得到最大限度的放鬆體驗。
- 寶寶看護 (需額外收費) : 請向前台工作人員諮詢更多關於寶寶看護的相關信息。

(2)

Kids 3-11 歲 :
航海者 (3-5 歲)

孩子們一定會從吹泡泡、海盜
夜晚、故事時間等活動中獲得
莫大的樂趣。

海底觀察員項目
快樂開始了
房子裡的小章魚
提前到達
這個世界之外
海盜之夜
小小藝術家
當我長大了
小小火車迷
海底觀察員營地
音樂之夜
海上小小廚
動物樂園
海底世界
公主和騎士
字母 ABC-數字 123
汽車總動員
Diego 的拯救任務
睡衣派對

探險者 (6-8 歲)

航行者(9-11 歲)

諸如 Wacky Water Workshop 或 包含了各種令人興奮的活動。
Staggering through the Stars 等活 遊輪靠岸後,小小航海家們還可
動一定會讓孩子情緒高漲。
以在獨家旅遊目的地參加海灘
接力賽、拔河以及水球等體育
活動。
探險家項目
簡單就是最好
海洋俱樂部前 10
建造於對抗
睡衣電影派對
瘋狂快餐
環遊世界
男聲女生對抗賽
海盜之夜
字母大挑戰
動起來
團隊極限
嘉年華
水手大挑戰
奇怪的水
感受節拍
水手生存大挑戰
海洋探險俱樂部最愛
運動之夜

航海家項目
簡單就是最好
水手生存大挑戰
環遊世界
團隊極限
瘋狂快餐
海洋俱樂部前 10
動起來
感受節拍
字母大挑戰
建造於對抗
奇怪的水
運動之夜
水手大挑戰
男生女生對抗賽
海洋探險俱樂部最愛
睡衣電影派對
海盜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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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ids 12-17 歲 :
領航者(12-14 歲)

青少年(15-17 歲)

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將享受更為自由的活動安排。 這個年齡段的活動形式更為自由。各項活動一直
工作人員會組織各種適合該年齡段孩子的活動,
持續到凌晨,孩子們可以自由地活動。具體活動
孩子們則可以在活動中自由進出。
包括青少年夜總會、Hot Tub Party、主題聚會、
Battle of the Sex 和“電影之夜”等。另外青少年
夜總會的 Mocktail 菜單中還提供各種不含酒精
的飲料。
青少年活動
剪貼簿
雕刻家
反過來的躲迷藏
清道夫狩獵
任天堂電玩
解謎語找答案
青少年足球賽
跑出你最快的速度
迷你高爾夫

青少年活動項目
任天堂電玩
名人頭像
藝術塗鴉和不插電音樂
用那運動開始新的一天
越大越好
倉庫派對

(4) DreamWorks 夢工場體驗 :
夢工場® 體驗

夢工場® 大巡遊

充滿童真的大人小朋友，必定喜歡皇家大道上的 在“航程指南”中記好夢工場巡遊時間,找個最
夢工場動畫明星大巡遊。各位卡通明星會在意想 佳位置,等待著精彩時刻到來!
不到的地方出現，跟客人合照互動一番。夢想，
瞬間成真。
夢工場® 早餐
需提前預約,讓夢工場的卡通明星們陪著孩子享
受歡樂的早餐時間。

夢工場® 明星見面會
孩子可以與夢工場卡通明星來個大大的擁抱,或
是一起在泳池甲板跳舞狂歡。

3D 電影
能容納千人的 3D 影院,播放最新的夢工場 3D 電
影,製造珍貴的親子時光。
5. MICE 商旅公務

無論是舉辦商務會議，還是進行團隊活動，皇家加勒比為您將餐飲、娛樂、交通，以至場地佈置都悉
心安排妥當。船上設有可根據容納人數靈活組合的會議室，為各大公司舉辦頒獎典禮、周年晚會、培
訓、新品發佈會等盛事的理想場所，更有為建立團隊精神而度身定製的主題活動，配合豐富多采的休
閒設施，讓您寓工作於娛樂，全程投入，全情享受。
- Theater 大劇院 / 容納人數: 約 1400 人
- Screening Room 放映室 / 容納人數: 約 60 人
- Boardroom 董事會議室 / 容納人數: 約 20 人

6. Passion 海上浪漫

(1) 無論是新婚、銀婚、金婚，甚至鑽石婚，或想再度蜜月，重溫當日盟誓的夫婦，均可登記參加這
個完美的婚禮套餐，在露天按摩池沐浴，同時享受和煦的日光浴及雙人 SPA。入夜後，再到別具情調
的特色餐廳享用燭光晚餐，讓整個旅程更添幾分浪漫。
(2) Skylight Chapel 星光教堂 (15 樓) : 教堂位於船上最高點, 亦是最完美的地方舉婚禮, 並可容納 40
人。
(3) Candlelight Dinner 燭光晚餐 : 在特色餐廳享用燭光晚餐，共同沉醉於這幸福美滿的氛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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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航行者號』的設施與活動 :
5. 其他

6. 上網/電話服務

(1)

Guest Services (5 樓)

(2)

Next Cruise (6 樓)

(3)

Library (7 樓)

(1)

郵輪 WIFI 上網服務 (**最終收費由郵輪公司提供及公佈為準。)
-

船上 WIFI 全程無限套餐 (2 台設備): 每日 25 美元

-

船上 WIFI 全程無限套餐 (1 台設備): 每日 15 美元

-

船上 WIFI 單日無限套餐 (1 台設備): 每日 30 美元

-

船上 WIFI

60 分鐘套餐 (1 台設備): 每 60 分鐘 10 美元

(2) 艙房衛星電話: 7.95 美元 / 1 分鐘 (**最終收費由郵輪公司提供及公佈為準。)
*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最終以郵輪公司資料作準，敬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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