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家加勒比游轮 

会议与奖励旅游的智慧之选 



选择皇家加勒比的10大优势

6 与时俱进的多媒体设施

游轮上配备有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可满足您的会议需求。 

7 个性化定制

无论是年度奖励旅游还是经销商大会，个性化定制，使您

的活动与众不同。 

8 热门的目的地

皇家加勒比游轮途经的都是当下热门的目的地，您的团队

在享受海上风光的同时也能体验陆地上的美景、休闲及购

物。 

9 独一无二的特色项目

攀岩、真冰滑冰、甲板跳伞、甲板冲浪、百老汇秀等都是

皇家加勒比船队独有的项目，业内再无分号。 

10 无与伦比的价值

选择皇家加勒比，住宿、餐饮、交通、休闲活动、团队建

设、娱乐、会议一价全包，与一般的陆地酒店和度假村相

比平均节约30%的预算；将活动搬上皇家加勒比游轮毫无

疑问是超值的选择！ 

1 极具创意的豪华游轮

颠覆您的想象，我们的游轮旨在为您的团队带来高层次的

放松、娱乐以及享受。 

2 惊喜不断的船上体验

在皇家加勒比，无论是备受赞誉的娱乐表演、特色餐厅，

还是与时俱进的运动及SPA中心等，都能使团队成

员“WOW”惊喜不断。 

3 免费的会议场地

无论是16人以上的小团队还是4000人的大团队，我们的

会议场地都能满足团队的需求。此外，我们还提供全程的

会议服务，确保各项事宜的顺利进行。 

4 极方便的团队管理

游轮一价全包的运营模式将餐饮、娱乐、国际交通、住

宿、会议等全部安排妥当。游轮封闭式的海上航行方便您

更好地组织及管理团队。 

5 满足商务需求

船上提供WIFI信号及船内局域网通信，并通过卫星系统

确保移动电话畅通，使您的团队能够像在陆地上一样办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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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皇家加勒比 

我们使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 

从此不必再为活动、用餐、会议、布置等烦恼！ 

属于您的“精彩” 

住宿 

内舱、海景、阳台、套房等多种房型供您选择。 

餐饮 

主餐厅 

帆船自助餐厅 

休闲简餐厅 

特色餐厅* 

客房送餐服务* 

*仅收取少量费用

一价全包，精彩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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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娱乐 

● 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歌舞剧、乐队表演

● 冰上表演 — Studio B综合娱乐场十

● 皇家娱乐场

● 主题酒吧

● 皇家大道主题游行表演十

● Two 70 o全息数码声光秀十

活动及设施 

● 攀岩墙

● 直排轮滑道十

● 泳池与温水按摩池

● 卡拉OK

● 海上历奇®青少年中心

● 北极星十

● iFly 甲板跳伞十

● Seaplex 海上多功能运动馆十

● H2O水上乐园

● 甲板冲浪

● 真冰溜冰场

● 慢跑径

● 礼品店、精品免税店

● 蛋糕制作

● 宾果游戏

● 篮球、排球场

● 迷你高尔夫推杆练习场

会议空间 

多种会议场地选择：标准会议室、多功能创意
会场、可容纳16-1300名宾客 

● 拥有业内规模最大的会议场所之一

● 设置专用会议设施，且无需额外收费

● 多种会场风格设置，包括圆桌会议、教

室、剧院等

● 免费享用音频/视频设备

● 先进的多媒体技术

● 可提供全套餐饮服务

● 专业协调人员

十 在部分游轮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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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皇家加勒比游轮 酒店/度假村 

 用餐选择 

免费休闲及正式餐厅 √ × 

免费披萨、冰激凌及咖啡吧 √ × 

 娱乐休闲活动 

免费晚间现场乐队、歌剧、舞台剧表演 √ × 

攀岩墙、迷你高尔夫、滑冰等 √ × 

皇家娱乐场 √ 部分有 

24小时泳池 √ × 

主题巡游 √ × 

 运动健身 

慢跑径与拓展运动设施 √ × 

室内多功能健身房 √ 部分有 

桑拿汗蒸及按摩池 √ 部分有 

 客房服务 

客房送餐服务(收取少量送餐费用) √ × 

 会议服务 

多种免费会议室及会议场地 √ × 

先进的预置视听设备 √ × 

专业会奖销售团队 √ √ 

专业团队协调员 √ √ 

游轮VS陆地，全然不同的会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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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介绍 

皇家水手号 

皇家航行者号 

皇家赞礼号 

皇家量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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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活动一览表 
船上活动 海洋量子号 海洋水手号 海洋航行者号 海洋赞礼号 

大剧院 

甲板冲浪 

海上多功能运动馆 

Two 70°观景厅 

甲板跳伞 

标准篮球场 

3D电影 

梦工厂巡游 

北极星 

攀岩墙 

皇家大道 

H2O水上乐园 

皇家娱乐场 

小教堂 

室内冰场 

图书馆 

迷你高尔夫 

室外泳池影院 

慢跑径 

青少年游艺室 

海上历奇青少年俱乐部 

健身房&SPA中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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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量子系列



自成立以来，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开创了诸多行业先河，如攀岩墙、冰场、模拟冲

浪等。2014年随着海洋量子号的到来，游轮造船业将会经历一场划时代的飞跃。北极星、高空跳伞、Two 

70o  全息数码投影观景厅等海上首创项目将创意推向新的巅峰，从此将改变海上巡游视野及度假方式。 

活动 & 历奇

● Vitality SPA 水疗中心及沙龙

● 最先进设施的健身房（提供瑜伽、太极等课程）

● 室内室外泳池及室内泻湖式温水按摩池

● 皇家礼宾俱乐部

娱乐 

● 星海传奇秀

● 乐舞奥德赛

● 光影之旅

● 唯密诱惑

● 嘉宾头牌秀

吨位 16.78 万吨 

长度 348米 

宽度 41米 

可用客房数 2060间 

最大双人载客量 4092人 

客用甲板数 16层 

海洋量子系列 

船体参数 

海洋量子号首航  2014年11月 

● RipCord by iFly®—海上首创甲板跳伞

● SeaPlex—海上第一座室内运动馆，可以变

换成为篮球场、旱冰场、碰碰车，甚至还可

以变身为一个马戏学校。

● 甲板冲浪— 在冲浪模拟器上踏浪而行

● 攀岩墙—朝着12米高的墙上勇往直前

● 北极星—海拔91米，使视野更加辽阔

● 梦工厂—“史莱克”、“穿靴子的猫”、

“功夫熊猫”、“狮子Alex”等卡通明星随

时出现在您身边，与您和您的团队亲密互

动。

● 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如果您的团队

需要带孩子上游轮，可以让TA来参加我们免

费的俱乐部，而您的团队成员可以尽情享受

团队活动时光。

● 池畔影院

● H2O Zone 水上乐园

● 3D电影

海洋赞礼号首航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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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惬意 &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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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量子系列会议场地 

高雅的环境，成功的会议！ 

我们的游轮为您提供业内非常有创意的会议场地，可以满足20至1300人的不同会议需求。皇家游轮上

的会议场地可以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进行布置及组合。 

● 免费预定使用会议场地*

● 免费提供投影仪及投影屏

● 免费提供话筒

● 保障活动私密性

● 免费茶歇*

可容纳人数/场地格局 

创意会场 圆桌格局 剧场式格局 

奇客餐厅 350人 - 

格蓝迪餐厅 300人 - 

悦音厅 - 100人 

皇家大剧院 - 1299人 

* 船上员工的技术支持及服务费需额外收取



● 所有的场地均已布置妥当，节省装饰费用● 免费提供场地（见下表）及视听设备

● 多元化的场地使您的活动更富创意

场地名称 甲板层 可容纳人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包场/半包场 视听设备 

皇家大剧院 4 & 5 1299 2600 

Two 70° 观景厅 5 & 6 500 1000 

悦音厅 3&4 300 800 

海上多功能运动馆 15 & 16 200 400 

波列罗酒吧 4 96 300 

思古诺酒吧 5 150 300 

葡萄庄园酒吧 5 70 150 

甲板泳池 14 1000 - - 

室内泻湖式泳池 13 & 14 300 - 

北极星 15 14 - - 

图书馆 6 40 - - - 

甲板冲浪 16 - - - 

甲板跳伞 16 12 - - 

攀岩墙 15 6 - 

棋牌室 4 40 79 - 

套房礼宾部 12 70 100 - - 

海洋量子系列活动场地
全球游轮史上又一次重大飞跃，海洋量子号新增Two 70o 观景厅，高科技与娱乐无缝融合，无需移步

即刻换景，日夜变迁，带领您和您的团队领略世界各地奇观。 

10 

具体场地与人数以游轮实际情况为准,包场地举办活动须提前得到船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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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量子系列餐厅 

餐厅名称 甲板层 可容纳人数 开放时段 收费情况 

格蓝迪 3 432 晚餐 免费 

丝绸之路 4 434 晚餐 免费 

美国艾肯烧烤 4 430 早/午/晚餐 免费 

奇客餐厅 3 434 晚餐 免费 

海岸厨房（套房客人专享） 14 128 早/午/晚餐 免费 

帆船休闲餐厅 14 860 早/午/晚餐 免费 

Two 70° 咖啡吧 5 - 早/午餐 免费 

SeaPlex热狗屋 15 - 午/晚餐 免费 

索伦托比萨饼店 4 108 午/晚餐 免费 

皇家大道咖啡吧 4 - 早/午/晚餐 免费 

仙境坊 5 62 晚餐 收费 

杰米意大利餐厅 5 132 午/晚餐 收费 

杰纽因啤酒屋 4 130 午/晚餐 收费 

日光浴酒馆 14 110 
早(套房客人专享）/

午/晚餐
午/晚餐收费 

Chops Grille 美式牛排馆 5 108 晚餐 收费 

泉日式餐厅 5 40 午/晚餐 收费 

主厨餐厅 5 16 晚餐 收费 

功夫熊猫餐厅 14 50 午/晚餐 收费 



Royal Theater 皇家大剧院平面图 

3层甲板 

4层甲板 5层甲板 

可容纳人数：12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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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eros 波列罗酒吧平面图 

4层甲板 

可容纳人数：96人 



Two 70o 观景厅平面图 

5层和6层甲板 

可容纳人数：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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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甲板 

4层甲板 

可容纳人数：300人 

吧 台 

舞 台 

准备区 

悦音厅平面图 

吧 台 



  海洋航行者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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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参数 

海洋水手号首航 2003年11月16日  翻新：2013年 

海洋航行者号首航 1999年11月21日 翻新：2014年 

最大双人载客量 3080 人     吨位 138,279吨 

长度 311米           宽度 48米 

甲板 15层        船员 1185 

海洋航行者系列 
无论您想要一场放松的旅程或是追求一场探索之旅，海洋航行者系列都能满足您的期望。白天，您可

以体验一边攀岩一边看海的刺激与激情，也能够在甲板上享受按摩池给您带来的惬意，或是在水疗中

心进行一次身心放松之旅。晚间，在三层式千人宴会厅共享晚宴。餐后约上三五同事来到皇家大道狂

欢，去免税店购物，剧院或冰场看表演都是不错的选择。 

惬意 & 享受 

● Vitality 水疗中心提供超过100种服务项目，

包含多种疗养及针灸项目。

● 包含成人日光浴场在内的4个泳池

● 6个按摩浴池

● 最先进的健身房；提供瑜伽、太极等课程

● 池畔星空影院

● 礼宾俱乐部 

* 礼宾俱乐部仅对钻石会员以上及豪华套房宾客开放

活动 & 历奇 

● 攀岩墙

● 冰场

● 迷你高尔夫推杆练习

● 篮球场

● 甲板冲浪

● 慢跑径

● 直排轮溜冰场

● 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项目

● 梦工厂活动体验

● 甲板冲浪

娱乐 & 购物 
● 大剧院免费百老汇音乐剧

● Studio B冰上表演

● 15个酒吧、俱乐部等

● 皇家娱乐场

● 皇家大道免税店购物：奢侈品、化妆品等

餐饮 

● 主餐厅免费正餐提供

● 自助餐厅

● 皇家大道咖啡厅、热狗屋

● 24小时客房送餐*

● 特色餐厅：

● Chops Grille美式牛排馆

● 吉瓦尼意式餐厅

● 尊尼火箭美式汉堡店

* 客房送餐收取少量送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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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者系列会议中心 

将一切交给我们，您可以安心专注于工作！ 

灵感源于环境！将您的下一个会议搬上皇家加勒比，浩瀚的大海将赋予您更开阔的视野和思维。皇家

加勒比航行者系列拥有完善的会议场地及设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会议室可以组合出不同的格局，

可容纳20至200人的会议。 

● 预定使用会议室无额外收费

● 免费提供DVD、VCR、监控屏、电子

屏、液晶显示投影仪及投影屏

● 免费提供先进的多媒体图像液晶电视、

控制板、音响及灯光

● 免费提供讲台及话筒

● 保障活动私密性

● 会议室的分隔/组合

● 免费茶歇*

* 船上员工的服务费需额外收取

可容纳人数/场地格局 

房间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剧场式格局 课堂式格局 会议室格局 U型格局 

会议室 1 99 100 30 26 22 

会议室 2 83 80 24 24 20 

会议室 1 & 2 182 180 54 54 46 

会议室 3 83 80 24 24 20 

董事会议室 40 -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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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者系列活动场地 

航行者系列的每一艘游轮都配备了多元化的活动场地，从可容纳1360人的大剧院到60人的

维京皇冠酒廊，都是举办各种活动的最佳选择！ 

● 所有的场地均已布置妥当，节省装饰费用● 免费提供场地（见下表）及视听设备

● 多元化的场地使您的活动更富创意

具体场地与人数以游轮实际情况为准,包场地举办活动须提前得到船方确认。 

场地名称 甲板层 可容纳人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包场/半包场 视听设备 

大剧院 3,4 & 5 1360 2629 

甲板泳池 11 1000 

成人日光浴泳池 11 600 

Studio B 冰场 3 720 1264 

莲花/星空酒廊 5 450（座位246） 674 

思古诺酒吧 4 130 138 

运动酒廊 5 93 131 

英式酒吧 5 75 98 

香槟吧 5 58 130 

套房贵宾俱乐部 14 30 

维京皇冠酒廊 14 335（座位150） 500 

“九霄”鸡尾酒吧 14 40（座位27） 79 

七星棋牌室 14 40（座位32 ） 79 

R吧（航行者号） 5 58 130 

攀岩墙 15 6 - 



餐厅名称 甲板层 可容纳人数 开放时段 收费情况 

主餐厅 3、4 & 5 1862 早/午/晚餐 免费 

帆船自助餐厅 11 796 早/午/晚餐 免费 

皇家大道咖啡厅 5 105 24小时 免费 

Chops Grille 美式牛排馆 11 60 晚餐 收费 

Giovanni’s Table意式餐厅 11 60 晚餐 收费 

尊尼火箭美式快餐厅 12 72 午/晚餐 收费 

餐厅名称 甲板层 可容纳人数 开放时段 收费情况 

主餐厅 3、4 & 5 1899 早/午/晚餐 免费 

帆船自助餐厅 11 670 早/午/晚/宵夜 免费 

皇家大道咖啡厅 5 105 24小时 免费 

Chops Grille 美式牛排馆 11 60 午/晚餐 收费 

Giovanni‘s Table意式餐厅 11 60 午/晚餐 收费 

尊尼火箭美式快餐厅 12 72 午/晚餐 收费 

泉日式餐厅 14 40 午/晚餐 收费 

航行者系列会议中心 

20 

海洋水手号 

海洋航行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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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者系列大剧院平面图 

3层甲板 

4层甲板 5层甲板 

可容纳人数：1360人 



航行者系列会议中心平面图 

2层甲板 

最大可容纳人数：1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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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者系列活动场地平面图 
海洋水手号      莲花酒廊 

海洋航行者号   星空酒廊 

Studio B 冰场 

舞台 

冰场 

可容纳人数：720人 

可容纳人数：450人 



团队建设，无限精彩 
增进人际关系，增强团队凝聚力！ 

皇家加勒比为您提供一系列精彩的团队建设活动供您选择，过程中有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旁指导

以确保每一个活动的质量，使您的团队在活动中进一步增进合作精神。 

活动项目 

名称 描述 

手工艺课程 
由船上专业人员1对25的私人手工教学，传授一系列手工绝

技，如剪贴簿制作、首饰制作、毛巾造型、纸巾造型等。 

Scavenger Hunt 寻宝活动 
游轮寻宝活动，组织者须提前确认是否使用自己制定的线索/

物件（宝物）。之后会有船上工作人员组织大家开展活动。 

舞蹈教学 至少1位舞蹈老师对25个学生的教学 

卡拉OK K歌大比拼 

游轮参观 
每次不超过15人，包括领队。（超过15人需另外再预约参

观） 

Bingo 宾果游戏 趣味博彩游戏 

篮球场活动 
团队可包下篮球场进行多项体育活动，如篮球赛、足球赛、

躲避球、排球赛等，由船上专业人员主持活动。 

甲板冲浪 

甲板模拟冲浪，届时会有两名工作人员在旁做安全指导。 

模拟冲浪课程，两名教练指导客人冲浪，在技术指导的同

时，为客人表演各种特技。 

攀岩 
团队比赛，每次最多15个人轮流攀岩，过程中有工作人员保

障游戏安全 

迷你高尔夫 迷你高尔夫推杆活动 

冰场溜冰 最多50人同时上场，另有专业溜冰课程提供 

以上仅为部分船上活动推荐，组织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其他不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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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船项目 
整包船是保障机密和隐私的最佳选择。除此之外，整包船还能给予您最高程度的自由度与定制化。 

皇家加勒比为您提供专属的豪华会议场

所以及定制航线（3晚起）。游轮公司

有专业的包船销售团队，为您提供全

面的服务： 

● 企业会议

● 会奖活动

● 新品发布

● 消费者促销

● 贸易展览

● 企业周年庆典

● 主题活动

整包船为您带来的不仅仅是无与伦比的价

值，还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 绝佳的私密性

● 更容易的团队管理

● 航线定制化

● 增加团队凝聚力及安全性

● 一次游览，多个目的地

● 一价全包帮助您更好地控制预算

● 与陆地旅游相比更高性价比

● 多样化娱乐活动及设施使团队活动设计更容易

● 定制游轮活动及整船装饰

 - 桅杆上挂置公司旗帜 

 - 皇家大道、泳池甲板、电梯厅体现企业标识 

- 酒吧中部分特殊饮品的命名 

 - 定制餐厅菜单 

 - 定制船上航程指南 

 - 房卡上企业标志体现 

    - 船上专属电视频道 

    - 户外大屏幕转播 



项目收费情况一览 

免费项目 

● 晚间秀场表演

● 3D电影

● 真冰溜冰

● 直排轮溜冰

● 泳池、按摩池 & 日光浴场

● 篮球

● 乒乓球

● 攀岩

● 健身房

● 迷你高尔夫

● 甲板冲浪

● 会议室（需提前预约）

● SeaPlex海上多功能运动馆*

● 主题派对

自费项目 

● 甲板跳伞*

● 北极星*

● 水疗中心SPA

● 皇家娱乐场

● 免税店购物

● 酒精类及带汽类饮料

收费餐厅 

● 美式牛排馆

● 吉瓦尼意式餐厅

● 尊尼火箭美式快餐厅

● 泉日式餐厅

● 仙境坊*

● 杰米意大利餐厅*

● 杰纽因啤酒屋*

● 日光浴酒馆*

● 功夫熊猫餐厅*

● 主厨餐厅*

免费餐厅 

● 主餐厅

● 帆船自助餐厅

● 皇家大道咖啡厅

● 热狗屋

● 格蓝迪餐厅*

● 丝绸之路*

● 海岸厨房*

● 美国艾肯烧烤餐厅*

● 奇客餐厅*

● 270o咖啡吧*

● 索伦托比萨*

● 客房送餐服务（收取少量送餐费用）

* 为海洋量子系列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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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包船案例 

项目简介 

海洋水手号5晚经销商奖励旅游大会。 

客户公司第一次在海上举办此类型的活动。 

经销商数量3000人。 

会议安排：一个全体经销商会议以及一个200人的销售团队会议。 

期间计划举办几场主题派对。 

主要难点 

签约前人数预估2500-3000人间，起航前3个月才能确认。 

游轮上无一个可同时容纳3000人的开会场地。 

由于第一次在游轮上举办活动，客户公司对于会后可以在船上组织的活动不是很明确。 

海洋水手号包船案例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际船只实景为准



海洋水手号包船案例 

解决方案 

2500-3000人统一包船价，给予客户最大人数弹性空间。 

集体会议以直播的方式分别在大剧院、冰场剧院等一切公共区域播放。 

航期之前的一年中，客户公司分别对我们的游轮及码头进行了14次的实地考察以及一次出海考察。 

船方根据客户公司的会议日程特别调整了各项活动的开放时间。 

项目总结 

第一次，3000位伙伴不再分批次活动。 

轻松的会议环境，大家在大会上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会议内容外泄。 

整船布置，定制路线及停靠港、娱乐活动、菜单等使此次活动成为最具归属感的一次奖励旅游。 

开会之余经销商团队能够随时尽情享用美食以及自由参加船上组织的娱乐活动。 

历年活动中，组织方最省心省力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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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地点 

第一天 

上海 - 起航日 
起航时间17:00 

12:00 登船 上海宝杨路码头 

13:00 船上用餐 11层自助餐厅 

14:30 自由活动 

15:30 救生演习 4层甲板 

17:45 晚餐 3层主餐厅 

19:30 梦工厂明星大巡游 5层皇家大道 

20:00 大剧院欢迎秀 3层船头大剧院 

第二天 

公海航行 

8:00 早餐 各餐厅 

9:00-12:00 企业会议 或 免费参加各运动项目（游泳、篮球、溜冰、高尔夫、攀岩等） 

12:00-13:30 午餐 各餐厅 

14:00-

17:00 
免费参加各娱乐活动（除运动项目外，冰上秀、3D电影、艺术课程等） 

17:45 晚餐 3层主餐厅 

19:45 船长鸡尾酒招待会 5层皇家大道 

20:15 经典百老汇秀 3层大剧院 

第三天 

釜山 
抵港时间8:00 离港

时间18:00（当地时

间） 

8:00 早餐 各餐厅 

8:30 下岸观光（含午餐） 3层大剧院 

17:30 全体宾客回船 

18:00 晚餐 3层主餐厅 

20:00 魔术表演 3层大剧院 

22:00 70年代迪斯科派对 5层皇家大道 

第四天 

福冈 

抵港时间9:00 离港

时间21:00（当地时

间） 

8:00 早餐 各餐厅 

9:30 下岸观光 （含午餐） 

20:30 全体宾客回船 

20:30 晚餐 3层主餐厅 

22:00 音乐剧 3层大剧院 

第五天 

公海航行 

8:00 早餐 各餐厅 

9:00-12:00 企业会议 或 免费参加各运动项目（游泳、篮球、溜冰、高尔夫、攀岩等） 

12:00-13:30 午餐 各餐厅 

14:00-

17:00 
免费参加各娱乐活动（除运动项目外，冰上秀、3D电影、艺术课程等） 

17:45 晚餐 3层主餐厅 

21:00 大剧院告别演出 3层大剧院 

第六天 

上海 - 下船日 

6:00-8:00 早餐 11层自助餐厅 

8:30 离船 - 行李等候区根据行李条号码区领取行李 上海宝杨路码头 

海洋水手号包船案例 



Q&A常见问答 

游轮预定篇

100人以上团队需要在多久之前预定游轮行程？ 

请至少在出发月前6个月联络游轮公司确认出发航次。如果是整包船，则需要至少一年前确定

出发日期，且包船航次可定制航线及其他定制化服务。 

儿童是否有优惠价格？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的客房有专为第三、第四位客人设立的优惠价格，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均

可享受此优惠价格。当儿童以第三、第四人的名额入住客房，则可享受此优惠价格。如果儿童

以第一或第二名客入住的话，则需支付正常价格，不享受优惠。 

儿童，孕妇和老人乘坐游轮有什么要求吗？ 

自游轮出发之日起满6个月及以上儿童可乘坐游轮。24周以下孕妇可乘坐游轮，办票时需提供

医生证明，24周是指游轮回程日仍需在24周以内。老人可以乘坐游轮，没有年龄限制，但必

须随身携带日常使用药品，码头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轮椅服务或者老人自行携带轮椅。 

关于签证？ 

目前，从中国出发能前往的目的国及地区有韩国、日本、台湾和越南。日本对中国游轮团队或

者个人实行免签政策，无论是团队或个人只需要填写一张日本入境卡即可上船。韩国实行的是

游轮团队免签政策，如果您没有跟随旅行社团队，则需要自行办理韩国个人签证。旅行社会告

诉您韩国游轮不需要签证，这是指您必须加入到团队出境名单中。前往台湾，您需要办理大陆

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通行证上的签注及由台湾签发的入台证(可打印的)。关于台湾通行证的

办理需咨询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局，视您的户籍所在地是否是台湾自由行开放城市，如果不是则

需要跟团前往台湾。从上海、天津、厦门或香港出发的行程有以下几种证件要求：纯韩国(护

照，韩国个签或者跟团免签)，韩国和日本(护照，韩国个签或者跟团免签，日本免签)，纯日本

(护照，日本免签)及纯台湾(台湾通行证及入台证)，越南(护照及越南签证)。旅游证件都必须

确保在航程结束日仍在6个月有效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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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准备篇 

是否要购买保险？ 

我们强烈建议，乘客应在预定之日就购买合适的旅游险。我们建议您与您的旅行社洽谈或者选

择游轮公司推荐的保险产品。所购买保险的范围包括个人身体不适、受伤、医疗或财务损失而

引起的费用。 

坐游轮会不会晕船？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的出行时间都是精心安排，是根据当时的气候和海域状况做出的航线部

署。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的吨位比较大，在海面上行驶会更稳定。同时游轮设计上也添加了先

进的平衡装置，可以减少航行过程中的晃动。如果客人特别敏感的话，船上前台也有免费的晕

船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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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略高于您所在国家的陆地同等项目的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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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障。船上配有医务室，有

常见药品出售。 

出发前需要检查的最基本事项有哪些？ 

请检查是否带好出境旅游必备的护照或者港、澳、台通行证及签证。无论使用哪种旅游文件，

都请准备证件的复印件两份。如果是跟旅行社团队出行，旅行社将会代为准备复印件，并在码

头帮助办理好房卡，再将所有文件交还给您。另外，船上消费使用双币国际信用卡、银联信用

卡（限海洋量子号系列）或者美元现金预存。因此，请准备一张国际信用卡或至少换300美元

现金会使游轮行程更加顺畅与舒适。 

未成年人除护照和签证外还需要什么文件？ 

游轮公司定义的未成年人是指6个月以上，18岁以下的游客。如果未成年人与父母一方一起登

船，则需要携带未成年人的出生证明及复印件。如果未成年人不与父母任何一方一同登船，则

必须有父母一方签署的授权信声明(附件一)，随行监护人承诺书（附件二），未成年人的出生

证明，以及以上所有文件的复印件。 

如何整理行李及服装？ 

海上出行，请一定要带长袖外套和围巾，根据季节可以选择厚薄。因为海风和船上空调可能会

很凉。3至6晚的游轮行程，一般第二天会有船长欢迎酒会，根据国际礼仪，请穿上优雅的服

装和船长合影吧。7晚及以上的航程，有两次船长酒会，第一次在第二天晚上，第二次在回中

国前的一晚。 

Q&A常见问答 



登轮篇 

在码头如何托运行李？ 

在游轮码头办理登船手续之前，您可以先行将大件行李托运；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把行李交递

给行李托运员时，请务必确认您的房间号码正确地写在行李条上，以确保该行李准确送达。贵

重物品、旅行证件、常用药物、小件行李请随身携带。托运后的行李将通过安全检查后，直接

递送至您船上的客房门口。 

游轮上如何支付游轮服务费？ 

根据国际礼仪，每人都必须支付游轮服务费。您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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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套房及以上房型的客人与其他房型的客人每人每晚须支付费

用不同；当您在酒吧消费，或购买酒类饮品时，账单上会自动添加18%服务费。其他服务人员

的服务费，则可由您自行斟酌给予。 

在游轮上购物，如何付费？ 

所有皇家加勒比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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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外币兑换以及皇家娱乐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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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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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选择使用现金付账，您可以使用美元现金或者

银联储蓄卡结算账单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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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将房卡与信用卡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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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消费，所有的

房卡消费记录会出现在下船前一晚或下船当天的账单中，请您妥善保存房卡。 

船上使用信用卡会不会产生预授权？ 

船上会根据您消费的情况冻结相应的金额，冻结的金额为预授权，信用卡预授权会在离船后21

个工作日左右自动解除，具体的日子根据不同银行可能会有所不同。需要提醒您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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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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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信，其中一笔可能为预授权。 

Q&A常见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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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生活篇 

您的房卡（Sea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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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定游轮时，请选择主餐厅晚餐的用餐

时间：第一轮晚餐约在晚间5:30，第二轮晚餐约在晚间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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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收取少量送餐费用），包括早

餐、中餐、晚餐、点心服务，还有夜宵。 

船上哪些活动需要预约？如何预约？ 

游轮上有需要预约观看的表演如海洋量子号上的270度观景厅的秀、甲板跳伞运动及北极星

等，这些都可以在登轮后，用事先下载到智能手机的Royal IQ app或者游轮上公共区域的平

板电脑上完成预约，预约信息会进入到您在码头领取的房卡内。在约定时间前15分钟前往秀场

和活动场馆，游轮工作人员会用读卡机读取房卡内信息确认您的预约就可以进入了。 

关于船上的电压？ 

在游轮上有两种插头分别为两脚平插头（110伏）和两脚圆插头（220伏）。由于日常在国内

使用的电器都为220伏两脚平插头，因此您需要额外准备一个两脚圆插头的电源转换器。值得

一提的是，在量子系列的船上，还有额外的USB接口可供充电。游轮客房里的插座最高可支

持1500瓦功率的电器。 

【舱房号】 

【救生艇编号】 

【游轮出发日期】 

【用餐餐厅名称及楼层】 

【乘客英文姓名】 

【游轮名称】 

【用餐时间】 

【乘客账户】 

Q&A常见问答 



游轮生活篇 

船上是否有ATM机器？ 

船上有ATM机可供使用，但是只能取美金，银联储蓄卡也可使用，并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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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考虑到有吸烟习惯的游客，我们

也在游轮上指定了吸烟区域，如皇家娱乐场，救生艇层及甲板泳池的一侧。所有客房属于禁烟

区，包括私人观景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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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随身贵重物品摆放？ 

如果您带了大额现金或贵重物品上船，请一定使用船上保险箱。用法很简单，按一下重置密码，

输入您的密码（4位），再按锁键即可，需要打开时，再按一次密码又打开了。  

船上通讯情况如何？ 

请在登船时即刻关闭网络数据流量，因为登轮后相当于在境外了，使用国际流量可能会出现高额

的费用。进入公海航行时，您的手机信号自动转换成WMS即美国海事卫星信号。拨打电话的费

用是20元/分钟，接听电话是40元/分钟，请斟酌接听，建议使用短信或微信。如果您的手机没

有自动转到WMS，请关闭自动搜索运营商功能，改用手动搜索，选择WMS。 

关于Wifi，海洋量子系列上提供海上高速网络O3B，请在登船的一刻起，连上Royal Wifi，打

开网页，屏幕自动跳转到购买wifi套餐的界面，选择语言后，进入注册时，输入您的姓氏及出生

年月，再输入用户名即手机号码及密码即房号，最后选择购买wifi套餐就连接上了。每张房卡只

可以买一个wifi套餐，有的套餐是支持两台或三台移动设备的，资费上更优惠。 

游轮上是否提供瓶装饮用水？ 

游轮公司每个航程只在首日提供与房间人数对应的瓶装水。如果还需要瓶装水，请在吧台购买普

通瓶装水或者依云水，或者购买包含瓶装水的套餐。但是，游轮的24小时自助餐厅及小吃店都

提供饮用水，需要自取。另，亚洲航程中，客房内都提供了电热水壶及茶包，方便大家饮用。 

游轮上的免费和消费项目？ 

根据每艘游轮略有不同，以海洋量子号为例，四家主餐厅、帆船自助餐厅、比萨饼店、热狗店及

客房送餐的餐食都是免费的。个人消费项目有酒水、带汽类饮料；特色餐厅，如Chops Grille

牛排馆、杰米意大利餐厅、泉日料店、仙境餐厅、功夫熊猫快餐店及主厨餐厅；照片店；免税

店；赌场；SPA；电玩机及WIFI。 

Q&A常见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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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离船篇 

下岸观光？ 

3-6晚的航程一般会停1个到2个港口，除去上下船时间，您大约有6-7个小时的下岸观光时

间。如果您是跟团旅行，已经购买了旅行社的岸上观光，请听从领队的集合下船安排，包括游

轮上集合地点及时间，这是为了避免上千人在同一时间上下船造成拥挤。如果您是散客只想下

船随便走走看看，成熟的游轮客人会在船靠港后的2小时后再下船，那时几乎没有排队下船的

队伍。一般每个港口，当地都会安排出租车或免费班车在船下等候，叫辆出租车或者和其他客

人合租一辆出租车去景点是最自由的岸上游方式。当然，到港后，您也可以不下船，游轮上自

助餐厅和电影娱乐设施还都是开放的。一般最晚的回船时间是起航前的半小时，也就是说起航

前的半小时您必须已经回到船上。 

如何领回我的证件？ 

为了方便游客在目的港迅速登岸观光，游轮公司都会在登船时收取护照以便目的国入境处官员

在船上办理入境。收取的护照，会在入境官完成登记后，通过发到房间内的通知，告知您到所

在楼层中庭去领取您的证件。回国前，请记得不要将证件放在托运行李里。  

关于离船？ 

在下船的时候，每位客人必须使用自己的房卡在刷卡机器上刷一下。如果下船时，听到您的房

卡是”呜“的警告声，说明几种情况：船上消费未结清；证件有问题；入境国移民署留言要求

见您。这时，请保持冷静，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请让同行的小伙伴及其他客人先离船，您直

接去服务台即可解决。在回到出发港的前一晚11点前，如果有需要托运的行李，请填写好发到

房间的行李条（主要是姓名，在中国的家庭住址）放到房门口，会有工作人员来收取，请记住

行李条号，第二天下船后到这个号码区域提取行李。再次提醒，贵重物品及药品请勿放入箱子

内，以免被人错拿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当然，游轮码头代理已经提供工作人员尽可能地检查

核对每位客人的房卡和行李条上的姓名。如果在码头真的发生行李丢失，请联系工作人员填写

PPR表格，皇家加勒比游轮的客服部门会介入帮助找寻。 

投诉与建议？ 

航 程 假 期 结 束 后，有 任 何 投 诉 及 建 议 可 以 发 邮 件 到  chinacustomerserv-

ice@rcclapac.com或者拨打电话400 8850 277转客服部。 

Q&A常见问答 



附件一 

授权人现为______________ [未成年人姓名]（护照/证件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_______________[父亲

或母亲或其他直系亲属]，即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现特此声明并授权： 

The Authorizer( s) is/are the ___________[father or mother or the direct relatives] of the _________ [name 

of the minor] (passport/license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 who is/are the legal guardian of the Minor, and 

hereby mak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nd authorization: 

1. 同意未成年人随同 ________________[成年游客姓名 ]（护照 /证件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参加

______________(旅游团项目)前往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国家)旅行。随行监护人将监护持有未成年人的护照，

签证或其他的旅游证件。

Allow the Minor to be participated in the ___________(tour project) and travel to ________ (country) 

with________ [name of the adult tourist] (passport/license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will keep the passport, visa or other travel documents for the Minor. 

1. 授权随行监护人全权行使授权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的一切权利并同时尽一切法定监护人应尽之义务监护未成

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随行监护人所行使的任何监护责任和行为将视为授权人行使的监护责任和行为。

Authorize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to act with all rights and fulfill all guardian liabilities of the 

legal guardian of the Minor to guard the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he Minor. All the guardian 

liabilities and actions rendered by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will be assumed as the actions made by 

the legal guardian. 

1. 同意未成年人在旅行中接受任何必须的医疗和急救措施。

Agree the Minor be treated with any necessary medical and emergency measures during the tour trip. 

1. 授权人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法定监护人，有权并获得全部授权行使上述授权和生命。

The Authorizer is/are the lawful legal guardian of the Minor and have the full authority to make the 

above authorization and statement. 

授权人承诺上述陈述，声明和授权没有虚假或隐瞒并保证对上述声明和授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的责任。授权人随

信附上其作为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的证明文件。 

The Authorizer guarantee that the above representation, statement and authorization has no falsehood or 

omission and promise to assume all liabilities to the consequence of the above statement and authorization. 

The Authorizer attached herewith the legal documents to prove his/her identity as the legal guardian of the 

Minor. 

授权人1姓名/Name of the Authorizer 1:__________ 签署/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证件号/Passport/Licens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人2姓名/Name of the Authorizer 1:__________ 签署/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证件号/Passport/Licens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地址/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Home Tel: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电话/Work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Cel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____________________ 

*背面内容继续 There are content on the back side of this Letter

2.

3.

4.

 授权声明信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and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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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随行监护人承诺 

 The Guarantee of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1. 其所提供的本授权声明信为授权人和其本人亲笔有效签署的函件。

This Letter, provided by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has been duly signed by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and the Authorizer. 

1. 其将尽一切法定监护人应尽之义务监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will fulfill all the liabilities of the legal guardian to protect the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he Minor. 

1. 其将尽一切最大的努力和审慎来行使监护未成年人的职责。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will use all his/her endeavor and prudence to fulfill his/her liabilities to 

guard the Minor. 

1. 如果前述承诺虚假或有所隐瞒而导致承运商有任何损失的，将承担全部责任。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will be fully liable for any loss of the Carrier if due to the falsehood and 

omission of the above guarantee. 

随行监护人1姓名/Name of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证件号/Passport/Licens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签署/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随行监护人2姓名/Name of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证件号/Passport/Licens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签署/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地址/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Home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电话/Work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Cel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随行监护人必须在办理登船手续时在（  ）面前当场签署并提交本授权声明信，否则无效。 

Remark: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MUST sign and present this Letter before( )when check-in

before boarding, or otherwise this Letter will be void. 

2.

3.

4.

随行监护人特此承诺并保证： 

The Accompanying Guardian make the following guarantee and promise: 



航线精粹 





NOTES



WHERE IN THE WORLD CAN 
WE TAKE YOUR CLIENTS NEXT? 

下一站，我们去哪儿？ 

福冈﹒长崎﹒冲绳﹒熊本﹒首尔﹒济州﹒釜山 

台北﹒台中﹒高雄﹒花莲﹒厦门 

皇家加勒比游轮船务（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区包船及企业会奖销售部 

联系电话：（86）21 2501 1777 

传真：（86） 21 3530 8060 

网址：http://www.rcclchina.com.cn/content/privilege/MICE

 邮箱地址： mice@rcclapac.com 

扫一扫，关注皇家加勒比游轮MICE微信 

本手册所涉及信息仅供参考，以船方实际提供为准 

皇家加勒比游轮船务（中国）有限公司保留变动的权利和相关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