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Date 

停泊港口 

Port of Calls 

預計抵達時間 

Arrival 

預計起航時間 

Depart 

1 巴塞隆拿, 西班牙 – 登船  
 Barcelona, Spain – Embark   18:00 

2 帕爾馬，西班牙  
Palma De Mallorca, Spain  

08:00 16:00 

3 普羅旺斯(馬賽)，法國  
Provence (Marseilles), France  09:00 18:00 

4 佛羅倫斯/比薩, 意大利  
Florence/Pisa (La Spezia), Italy  08:30 20:30 

5 羅馬(奇維塔韋基亞), 意大利  
Rome (Civitavecchia), Italy  

07:00 20:00 

6 那不勒斯, 意大利  
Naples, Italy 

07:00 18:30 

7 海上暢遊  
At Sea    

8 巴塞隆拿, 西班牙 – 離船  
Barcelona, Spain – Disembark  

05:00  

排水量: 220,000 噸    

載客量: 5,479 人  

翻新年份：2014年 

大海中的豪華移動樂園，有中央公園、百達匯歡樂城、皇家大道、

游泳池和運動區、活力海上水療和健身中心、娛樂世界和青少年活

動區在內的七大不同街區滿足消費者對於遊輪的一切想像。 

<您的特約旅行社> 



巴塞隆拿順道游  

Day 1 巴賽隆納，西班牙  

飛機抵達巴賽隆納，乘專車開始城市遊覽。首先外觀高迪兩個的代表作—米拉之家和巴特

羅之家。我們將入內參觀高迪作品中最舉世矚目的—聖家族大教堂。它是世界上最富神奇色彩的

建築之一,它至今已動工一百年但迄今仍未完成, 整體設計以大自然諸如洞穴、山脈、花草動物

為靈感, 整體設計完全沒有直線和平面, 而是以螺旋、錐形、雙曲線、抛物線各種變化組合成充

滿韻律動感的神聖建築。我們還將入內參觀高迪的另一名作桂爾公園, 公園所有建築造型大膽奇

異色彩豐富構思巧妙, 可以說是驚世之作，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公園高處的大十

字,能完整的看到巴賽隆納城市全景和海灣。 

★膳食：午餐敬請自理，晚上導遊可建議地道西班牙美食（自費）。 

★住宿：巴塞隆拿準四星酒店。 

Day 2 巴賽隆納，西班牙 — 登船 （BD) 

前往西班牙廣場, 遊覽翡翠山,奧運中心設在蒙錐克山上。蒙錐克山奧林匹克體育場和與其

毗鄰的聖喬爾迪體育館為 1992 年奧運會的主要比賽場。然後我們將前往和平門廣場,和平門廣

場是巴賽隆納三大廣場之一,廣場中間是高60米的哥倫布紀念柱,哥倫布1492年就是從巴賽隆納啟航,遠征南美併發現新大陸。 一年

後當船隊順利返回巴賽隆納港時,西班牙國王親自在這裡迎接他們。柱頂是哥倫布的雕像, 手指新大陸的方向。 下午搭乘專車前往

巴塞隆拿碼頭辦理登船手續. 

★膳食：酒店早餐，午餐敬請自理，晚餐于郵輪 ★住宿：Oasis of the seas 海洋綠洲號 

【價格包含】一晚四星酒店,當地導遊，桂尓公園及圣家堂門票，專車接機，送碼頭及碼頭送機。 

【價格不含】本公司華人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服務費約 40歐/人(以最終行程單為準），旅遊保險和其他個人開支。 

精品四國岸上觀光  

Day 3 馬約卡島，西班牙 (B/L/D) 

首先參觀貝利韋爾城堡,城堡獨特的設計包括了三個哥特式塔樓和一個完美的圓形城堡外墻。 在莊嚴的納達爾山頂上,俯視帕爾馬

市中心,貝利韋爾意為「美麗的景色」。現今眾多的文化和休閒活動也在貝利韋爾城堡舉行。 隨後返回市中心參觀大教堂和阿爾穆

德娜王宮。 

Day 4 普羅旺斯 （馬賽），法國 （B/D）  

郵輪與早上抵達法國南部景色優美的城市馬賽。馬賽最引以為傲的卡納比埃街熱鬧非凡，外觀形似斑馬

的圣維克托大教堂，遊覽馬賽老城區，中午您可自費品嘗馬賽魚湯，守護聖母教堂頂上的聖母聖子金像

是馬賽的象徵、 同時也是水手、漁民和所有馬賽人的保護神。守護聖母教堂座落在一座小山丘上，外

設有觀景台是觀賞馬賽和地中海小島的絕佳地點。龍尚宮位於馬賽市中心，融合巴羅克，羅馬及東方建

築風格。 

Day 5 佛羅倫斯/比薩 (拉茲佩齊亞)， 義大利 (BD)  

郵輪與早上到達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首先前往比薩的奇跡廣場，外觀比薩大教堂、洗禮堂、比薩

斜塔和墓園。其中比薩斜塔是世界聞名的景觀，由於地基不均勻和土層鬆軟而傾斜，比薩斜塔完工後，

塔身逐渐傾斜向東南，卻成就了獨一無二的美麗。稍後前往美麗的佛羅倫斯，途中經過著名的聖十字教

堂。短暫自由遊覽、購物和自行午膳後，前往佛羅倫斯市最美最大的領主廣場，廣場上有海神噴泉、傭

兵涼廊、众多漂亮的雕塑，如仿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稍後遊覽韋基奧橋，它是西方建造的第一座

弓形拱橋橫跨佛羅倫斯的阿爾諾河。最後到達大教堂廣場，外觀聖母百花大教堂、 聖佐凡尼洗禮堂及

喬托鐘塔。 



Day 6 羅馬，義大利 / 梵蒂岡 （BD）  

首先團友將前往參觀羅馬古墟—古羅馬的心臟地帶。外觀羅馬鬥獸場, 這裏是古羅馬

最重要的遺跡, 團友將會有少許時間在羅馬鬥獸場及君士坦丁拱門拍照。隨後前往世

界上最小的教皇國-梵蒂岡,我們將參觀全世界最大的教堂-聖彼得大教堂。 (如排隊

時間超過1小時或遇特殊情況如彌撒教堂關閉則改為外觀, 導遊會給您在外面進行詳

盡的描述并將安排更多的時間購物及自由活動。）午餐休息後, 參觀羅馬市內最大的

噴泉,擁有2000多年曆史的少女許願池。這個雄偉的噴線雕刻敘述的是海神的故事,背

景建築是一座海神宮,中間立著的是海神,兩旁則是水神,海神宮的上方站著四位少女,

分別代表著四季。流連于被義大利人譽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廣場-西班牙廣場, 重溫

《羅馬假日》的浪漫溫馨。此處高檔商鋪林立,世界著名品牌的商品琳琅滿目,團友可

在這裡享受自由購物的樂趣。 

Day 7 那不勒斯 - 龐貝古城，義大利 （BD）  

郵輪早餐后,後乘車遊覽那不勒斯市區遊覽,那不勒斯歷史悠久,風光美麗,文物眾多,

是地中海最著名的風景區之一。那不勒斯建築最突出的形式是從中世紀、文藝復興到

巴羅克時期。那不勒斯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擁有 448 座古老的教堂, 使之成為世界

上最羅馬天主教化的城市之一。稍後遊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龐

貝古城(含門票,含講解),這座古城保留了大量古羅馬帝國的建築遺跡和藝術文物,龐

貝古城因此成為世界上最為著名的古城遺址,古城內有市政中心大會堂、阿波羅神

廟、龐貝市場等遺址。  

Day 8 海上航游 （BD）  

郵輪航行于景色旖旎的西地中海上。海洋綠洲號有美麗的中央公園、露天餐廳、幽靜

的閱讀角落、在這裡您可以找到遠離喧囂的快樂。皇家大道是郵輪上最熱鬧的區域、

兩邊的餐館、酒吧和商店讓您感覺仿佛置身忙碌的都市。另外還有百達匯歡樂城，高

空劃繩，海上水療于健身中心等您來體驗。一定不要錯過精彩絕倫的水上表演，精

彩的燈光雜技水上SHOW將給你代理無與倫比的視覺體驗。 

Day 9 巴塞羅那 （B） 

美好的行程到達尾聲，郵輪將于清晨回到巴賽隆納港口，整理行裝辦理離船手續後，搭乘飛機飛回原居地。 

 

【價格包含】當地導遊，所列行程及指定入內參觀之門票，停泊港口至景區專車接送。 

巴塞隆拿順道游及歐洲岸上觀光預定須知： 

1.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與聯誼假期購買郵輪、機票及岸上觀光團套票的客人, 如只參加巴塞隆拿順道游需或岸上觀光需正價支付巴塞隆拿順道

游USD350/人，岸上觀光團USD550/人。 

2. 順道游及岸上觀光團費以30人一團為準，如少於30人團費將有所調整。調整範圍不超過USD50/人。 

3. 行程、膳食的先後次序,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如有因任何在非本公司控制能力範圍內的特殊情況下行程將有所調動, 本公司將保留更改

行程次序之權利，恕不另行通知. 本公司將不會對以下任何情況所引致之損失, 遺失, 損傷, 費用, 開支, 延遲或損失負責, 包括原定班取

消或延誤, 天災, 罷工, 停工, 或其它勞資糾紛或中斷, 戰爭, 封鎖, 造反, 暴亂, 地震, 天氣情況, 水災, 或政變等等. 本公司強烈建議

顧客購買旅遊保險以保障自身權益。 



郵輪旅游預定细则及條款 

1. 郵輪報價費用均以成人每位加幣計算。指定內艙特價房型有限, 升艙需繳納附加費用。三、四人間價格需另查。 

2. 所有郵輪及郵輪套餐售價均以確認報名時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3. 请于确认定位即日起2日内支付订金400/人，預定以收到定金為準，若逾期未付，我社有权取消定位。如若重新預

定價格有變，顧客需按照最新價格支付。 

4. 餘款需於郵輪出發前100天繳付，若逾期未付，視為自動退團論，訂金自動作廢。若預定時已距離出發日期不足

100天，需支付全款。 

5. 郵輪公司的港口服務費及碼頭稅包括在內，郵輪每日小費USD$14.5/人/晚不包含于售價內。郵輪公司保留增加燃

油附加費，每日小費及稅項至權利。 

6. 報名後，客人若因私人理由要求取消或更改姓名或出發日期等，本公司將根據郵輪公司的細則處理。 

7. 小童收費指十二歲以下與父母在郵輪同房及佔床計算。21周歲以下游客必須與21周歲以上游客同住一間客艙。 

8. 如單數報名，必需繳付單人房附加費，一般為單人價格的200% 

9. 任何情況下客人取消出發或郵輪更改路線，所有已繳付的燃油附加費，港口服務費，碼頭稅費均不獲得退還。 

10. 由於特價房型限制，艙房層數及位置將以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電子船票及行李牌於約出發前3星期內領取，

視郵輪公司具體分房情況而定。 

11. 旅客需自備有效旅行簽證, 包括護照和各國入境簽證, 護照有效期自回程之日起必須不少於6個月。如旅途因個

人原因有所延誤不能成行, 本社概不負責, 所付款項恕不退還。 

12. 懷有24週身孕客人不接受登船（以起航首日為基準）及6個月以下嬰兒不接受登船（以起航首日為基準）。 

13. 客人必須提供返回原居地機票，否則郵輪公司可能拒絕其登船。 

14. 為保證旅客利益, 本社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險。詳情請諮詢本社旅遊顧問。 

15. 因應郵輪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請提供有效旅遊證件之副本及住址資料。 

16. 郵輪上各項收費，均以美金結算，敬請注意。船上不接受現金，請準備信用卡支付船上消費。如需使用現金，建

議至少攜帶500每人美金以作為船上消費押金，不同的邮轮公司有不同的要求，定金数量取决于游轮的长短。詳情请

参考各邮轮公司网站。 

17. 行程內次序，郵輪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及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客人不得異議。 

18.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的行程之項目，並不會因而作

出補償，各貴賓不得異議。 

19. 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本公司或郵輪公司不會作出任何補償，

顧客不得異議。 

20. 其他所有未列出之郵輪公司具體條款及細則，均以郵輪公司英文行程書內列明條款及網上刊登之條款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