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
2024

7   塔斯曼尼亞天

HK$ 6,740
內艙房

HK$ 8,066起
露台房

HK$ 9,782起
迷你套房

悉尼 登船及離船

7   塔斯曼尼亞天

HK$ 6,389起
內艙房

HK$ 8,807起
露台房

HK$ 10,757起
迷你套房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2024 -  3月10日

8   塔斯曼尼亞天

悉尼 登船及離船

澳洲 - 悉尼, 袋鼠島 | 塔斯曼尼亞 - 荷伯特夜, 亞瑟港

澳洲 - 悉尼, 伊甸 | 塔斯曼尼亞 - 亞瑟港, 荷伯特留, 大蠔灣及菲欣納半島觀 

澳洲 - 墨爾本, 伊甸 | 塔斯曼尼亞 - 大蠔灣及菲欣納半島觀, 亞瑟港, 荷伯特留

HK$ 8,417起
內艙房

HK$ 9,821起
露台房

HK$ 11,693起
迷你套房

2024 -  3月29日

11   塔斯曼尼亞天

HK$ 10,328起
內艙房

HK$ 13,604起
露台房

HK$ 16,256起
迷你套房

布里斯本 登船及離船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澳洲 - 布里斯本, 悉尼, 伊甸 | 塔斯曼尼亞 - 亞瑟港, 荷伯特留, 大蠔灣及菲欣納半島觀, 伯尼

2024 -  1月25日

夜: 深夜離港  |  觀: 觀光之旅  |  留: 停留一晚

立刻預訂

立刻預訂

立刻預訂

立刻預訂

2024 -  2月23日

2023 -  11月20日

至尊公主號® Grand Princess®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請於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https://bit.ly/3vdVLDN) 查閱最新的郵輪資訊、建議及注意事項。 所有郵輪已升級至MedallionClass®

澳洲 Australia

Tasmania塔斯曼尼亞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8337,8406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A408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1408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6403


夜: 深夜離港  |  觀: 觀光之旅  |  留: 停留一晚

2023 &
2024

澳洲 Australia

South Pacific南太平洋

7   昆士蘭天

HK$ 6,116起
內艙房

HK$ 8,066起
露台房

HK$ 8,768起
迷你套房

布里斯本 登船及離船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澳洲 - 布里斯本, 艾爾利海灘, 開恩茲, 道格拉斯港, 威利斯島觀

10   昆士蘭天

HK$ 8,261起
內艙房

HK$ 10,757起
露台房

HK$ 13,175起
迷你套房

悉尼 登船及離船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澳洲 - 悉尼, 布里斯本, 艾爾利海灘, 約克斯諾波(開恩茲), 道格拉斯港, 威利斯島觀 

2023 -  10月23日

*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2024 -  1月31*日 | 3月31*日

2023 -  11月24日
2024 -  2月5日

立刻預訂

立刻預訂

農曆新年

11   昆士蘭天

HK$ 10,796起
內艙房

HK$ 14,618起
露台房

HK$ 17,816起
迷你套房

悉尼 登船及離船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澳洲 - 悉尼, 布里斯本, 艾爾利海灘, 約克斯諾波(開恩茲), 道格拉斯港, 威利斯島觀

2023 -  2月24日

立刻預訂

14   昆士蘭天

HK$ 12,044起
內艙房

HK$ 17,348起
露台房

HK$ 21,404起
迷你套房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澳洲 - 墨爾本, 悉尼, 紐卡斯爾, 艾爾利海灘, 開恩茲留, 威利斯島觀, 布里斯本 

2023 -  10月28日

立刻預訂

至尊公主號® Grand Princess®

14   昆士蘭天

HK$ 11,615起
內艙房

HK$ 17,387起
露台房

HK$ 21,443起
迷你套房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澳洲 - 墨爾本, 紐卡斯爾, 布里斯本, 艾爾利海灘, 開恩茲, 道格拉斯港, 威利斯島觀, 悉尼 

2024 -  3月17日

立刻預訂

至尊公主號® Grand Princess®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6318,6404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1351,8404,8410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8306N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A338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A409


紐西蘭New Zealand

夜: 深夜離港  |  觀: 觀光之旅  |  留: 停留一晚

2023 &
2024

13   紐西蘭天

HK$ 8,085起
內艙房

HK$ 12,609起
露台房

HK$ 14,949起
迷你套房

悉尼 登船及離船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澳洲 - 悉尼 | 紐西蘭 - 島嶼灣, 奧克蘭, 陶蘭加, 皮克頓, 基督城 (利特爾頓), 但尼丁(伽默港), 

峽灣國家公園觀 

2023 -  11月27*日
2024 -  1月5^日 | 3月1, 18日

* 不到訪基督城 (利特爾頓)
^威靈頓取代皮克頓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立刻預訂

13   紐西蘭天

HK$ 10,770起
內艙房

HK$ 14,124起
露台房

HK$ 16,620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澳洲 - 悉尼 | 紐西蘭 - 峽灣國家公園觀, 但尼丁(伽默港), 基督城 (利特爾頓), 威靈頓, 

陶蘭加, 奧克蘭, 島嶼灣

2024 -  1月10, 23日 |  2月5日
2023 -  11月2, 19日 | 12月2, 28日悉尼 登船及離船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13   紐西蘭天

HK$ 15,216起
內艙房

HK$ 21,300起
露台房

HK$ 24,420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澳洲 - 墨爾本 | 紐西蘭 - 峽灣國家公園觀, 但尼丁(伽默港), 基督城 (利特爾頓), 威靈頓, 

陶蘭加, 奧克蘭

2023 -  12月20日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至尊公主號® Grand Princess®

14   紐西蘭天

HK$ 16,148起
內艙房

HK$ 20,594起
露台房

HK$ 23,714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澳洲 - 悉尼 | 紐西蘭 - 奧克蘭, 陶蘭加夜, 威靈頓, 皮克頓, 但尼丁(伽默港), 峽灣國家公園觀

2023 -  12月22日悉尼 登船及離船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農曆新年

聖誕節

聖誕節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1352,1354,1355,1401,1402,1403,1404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8338,8402,8407,8409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A401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8401


價錢以雙人房每位計算，包括政府稅項及港口服務費，並不包括機票費用。此單張內容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公主郵輪有權更改任何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princess.com 2952 8066 聯絡旅行社6898 8919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

夜: 深夜離港  |  觀: 觀光之旅  |  留: 停留一晚

13   澳洲及紐西蘭天

HK$ 9,550起
內艙房

HK$ 13,606起
露台房

HK$ 16,102起
迷你套房

悉尼 登船 | 奧克蘭 離船

澳洲 - 悉尼, 墨爾本 ,荷伯特| 紐西蘭 - 峽灣國家公園觀, 但尼丁(伽默港), 威靈頓, 陶蘭加,

奧克蘭

2024 -  2月18 | 3月2*日

* 倒走行程 立刻預訂

14   紐西蘭天

HK$ 10,614起
內艙房

HK$ 14,514起
露台房

HK$ 18,024起
迷你套房

墨爾本 登船及離船

澳洲 - 墨爾本 | 紐西蘭 - 峽灣國家公園觀, 但尼丁(伽默港),  基督城 (利特爾頓), 威靈頓, 

納皮爾, 陶蘭加, 奧克蘭

2023 -  11月15, 29#日
2024 -  1月8*日 | 2月11日                 | 2月25日

立刻預訂

至尊公主號® Grand Princess®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 島嶼灣取代基督城 (利特爾頓)

14   紐西蘭天

HK$ 11,702起
內艙房

HK$ 14,666起
露台房

HK$ 17,162起
迷你套房

布里斯本 登船及離船

澳洲 - 布里斯本 | 紐西蘭 - 峽灣國家公園觀, 但尼丁(伽默港),  基督城 (利特爾頓), 威靈頓, 

納皮爾, 陶蘭加, 奧克蘭 

2023 -  12月4*, 28日
2024 -  1月11日 | 2月12日

立刻預訂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 不到訪基督城 (利特爾頓)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A340,A341,A403,A406,A407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6320,6401,6402,6405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1405,1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