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輕鬆舒適的海上旅遊方式★★★★★
搭乘遊輪旅行，它不再只是一個交通工具，因為遊輪本身就是一個旅遊的目的地；與海洋共舞，是多
麼美麗的旅遊方式，尤其是清晨來，倏然發現美麗的蔚藍海岸就在窗前，眼前是一片用陽光與靈魂調
和的畫作，靜待您慢慢欣賞，懶洋洋的躺在涼椅上，讓陽光沐浴全身，心情是自由且毫無壓力的…沒
有鞋履，沒有行事曆，更沒有時間的限制，細細品味圍繞在周圍的晨光夕陽、海鷗與魚群，慢慢隨著
優雅的船身進入美麗的大自然景觀。夜幕低垂時，您也可以一身優雅裝扮，享用美酒佳餚，再與滿天
璀璨的星光共眠。遊輪各項貼心設計，能讓您享受到絕對奢華的頂級海洋假期。而且只要搭乘過一次，
將會從此愛上它。豪華郵輪白天所停靠之處，為原來需要經由長途轉機或長途拉車才可抵達，現在您
卻可利用郵輪方式輕鬆抵達；郵輪停靠之處，均有安排有岸上觀光：以搭車或搭船或步行方式，可深
入行程中的每一細節，郵輪假期可以讓您只需整理一次行李、且不用每日換飯店、並可免每日打包行
李之苦，便可遊覽眾多迷人的景點，每天早上醒來就會激動地發現門口就是一個新的港口。
█：MSC 集團 -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地中海船運公司
http://www.msccruises.com.cn/zh-cn/Homepage.aspx
創立於 1970 年，旗下超過 400 艘貨輪，為全球第二大貨運公司。分公司遍及全球 43 個國家，員工
超過 12,000 人。而「地中海郵輪」是 MSC 集團的分公司，致力於郵輪休閒旅遊事業的發展。地中海
郵輪擁有最年輕的，最現代化的船隊，從 2003 年時只擁有三艘典型的船隻，到 2010 年成為一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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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全球郵輪公司，船隊包括一艘經典的船隻以及 12 艘華麗的而且愛護生態的現代船舶。MSC 於
歐洲是唯一的私營郵輪公司，也是全球唯一的郵輪公司，全權監控由船的設計製作到船上服務，郵輪
軟硬體設計實力堅強。＊MSC 地中海遊輪平均船齡最年輕!! 以地中海風、歐式高貴典雅風格聞名
█MSC‧傳奇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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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航班│

※郵輪抵港與離港時間僅供參考，正確時間與停靠港口依郵輪公告為主。
※本行程表得視航空班機的確認，本公司保留有做行程調整之權利，以出發前說明會行程資料為準。
█行程說明│

第一天

【符號示意★特別安排入內參觀●下車參觀拍照】

桃園／香港／杜哈／米蘭

今天把行李備齊，把地中海的心情準備好，和我們一同赴桃園國際機場集合，班機抵達香
港後，接著轉機前往米蘭，開始實現夢寐以求的夢幻西地中海之旅。
膳食：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豪華客機

第二天

米蘭—熱那亞 登船‧熱那亞【Genoa】

離港：18:00

班機於今日早上抵達米蘭，抵達後搭乘專車前往位於
米蘭南部之義大利第 6 大城【熱那亞】，穿行在這古老的城市裡，
都讓人難以忽略它輝煌的過去：12 世紀的城牆樓塔●索普拉那門
Porta Soprana，13 世紀的●San Lorenzo 大教堂，16 世紀的建築●
市政廳，這些巴洛克式的建築，和聞名遐邇的教堂，全部保存良
好。現代化、功能化和古老的建築和諧融合，這就是熱那亞之美。
之後備妥登船手續，終於登上此一讓您嚮往已久的富麗堂皇的海
上皇宮，領隊帶領著團員登上船橋，船上的攝影師早已忙著準備幫每位上船的旅客拍下這興奮的一
刻，樂師也在船上吹奏著歡樂的迎賓樂曲。房間如同我們家中一般，之後來個午茶點心...。船上擁有
可以滿足旅客各種感官享受的豪華夜總會、電影院、美容院、賭場、商店街、游泳池…等。但是別忘
了，當船上的碰撞警報響起時，要穿好您的救生衣，一起參予「救生演習」喲，若您不知道要到何處
報到時？只要將救生衣的號碼讓船上工作人員看一下，她們就會帶您到定位的，要記得呦！這就是您
的救生艇搭乘位置，當發生緊急事件時，跑錯地方是上不了救生艇的。傍晚準備啟航，夢想準備起飛
囉！
膳食：早餐：機上
午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因登船適逢午餐時間，故安排於郵輪上用餐)
晚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住宿：豪華郵輪兩人一室

第三天

奇維塔韋基亞【Civitavecchia】－羅馬

抵港：08:00

離港：18:00

今日抵達奇維塔韋基亞（Civitavecchia），隨即搭車前
往永恆之城-羅馬，兩千多年以來，歷史將羅馬點綴出與眾不同的
氣質。不論是藝術、宗教、建築等文化，都有著出類拔萃的表現，
就像是一個文化大寶藏一樣，不但替歷史留下見證，更讓後代世人
見識這偉大的文化遺產。帶您走訪●圓形競技場(鬥獸場)●君士坦
丁凱旋門、●萬神殿、●四河噴泉~納佛那廣場、●許願池、●西
班牙廣場等著名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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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早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住宿：豪華遊輪 2 人一室

第四天

午：中式料理六菜一湯

西西里島－帕勒摩【Palermo】

晚：豪華郵輪上享用

抵港：10:00

離港：17:00

【岸上觀光】【帕勒摩】羅馬人、阿拉伯人、拜占庭人和諾曼人
都曾在此留下足跡，整座城市融合了東西方文化，散發獨特而
迷人的風情。今日抵達西西里島的首府『巴勒摩』，巴勒摩的內
陸高地●皇室山 Monreale，西西里語稱「蒙雷阿萊」
，●皇室山
大教堂，並可眺望巴勒摩全市及海港的景色，俯瞰名為「金色
貝殼 La Conca d'oro」的肥沃山谷，農產品以柑橘、橄欖和杏樹
著稱。隨後參觀帕勒摩市區★【大教堂】，以及市區內●巴勒摩
歌劇院、●正法噴泉、●四角廣場等，在在顯示巴勒摩的豐富與多元。郵輪於傍晚離港啟航，經過一
天的交流後，相信此刻更能在這海上璇宮裡共同分享愉快時光，沉浸於兩人的甜蜜世界。
膳食：早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午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晚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住宿：豪華遊輪 2 人一室

第五天

馬爾他【Malta】－瓦萊塔【Valletta】

抵港：10:00

離港：18:00

【岸上觀光】馬爾他是在義大利西西里島以南至非洲大
陸之間的一海島，前 10 世紀起，腓尼基人定居於此，後
來歷經希臘人併吞、迦太基佔領、古羅馬統治，1800 年
英國佔領馬爾他，1814 年正式成為大英帝國殖民地。
1964 年 9 月 21 日宣佈獨立，並仍為大英國協國。在馬
爾他我們可以看到神聖的教堂、迷宮般的小巷弄。無論
你走到何處，都可看到馬爾他島上蜂蜜色的建築，與地
中海湛藍色背景形成詩意的對比。抵港後前往目前的首都●瓦萊塔(VALLETTA) ，這是一個人文薈萃之
城，列為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世界遺產。漫步城區，遊覽●大教長宮●巴洛卡公園的大港口（THE
GRAND HARBOUR），全景一覽無遺。
(注：此徒步行程約 2 公里，與市場一般急促的行程不同，讓您漫步瓦萊塔體驗道地歐洲悠閒好時光)
膳食：早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午餐：為讓貴賓有較多時間觀光，發放餐費 10 歐敬請自理
晚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住宿：豪華遊輪 2 人一室

第六天

海上巡航【At Sea】

今日，您可以參加船上為旅客們準備的各項精彩節目，大劇院、酒吧、游泳池、健身房、
賭場、美容院、圖書，或什麼都不做的倘佯於甲舨上或游泳池畔，做做日光浴、喝著冰涼的飲料，享
受片刻的悠閒，或者三五好友聚集池畔敘舊談心，另有一番樂趣。
膳食：早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午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晚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住宿：豪華遊輪 2 人一室

第七天

西班牙－巴塞隆納【Barcelona】

抵港：09:00

離港：18:00

【岸上觀光】今日郵輪抵達 1992 年世界奧林匹克運動舉辦地、
也是藝術建築之都『巴塞隆納』，建築家高迪(Antoni Gaudi，
1852～1926)的建築名品：如★奎爾公園 Park Guell、●聖家堂
Sangrada Familia、●米拉之家 Casa Mila、●巴特婁之家。高迪
接受巴塞隆那貴族富商等委託的作品總共有十四件，每件皆獨
具特色，除了哥德式、摩爾式特色的新應用外，建材也五花八
門，從玻璃陶瓷拼花到磁磚等各種都有。高迪可說是巴塞隆納
建築的首席彩妝大師，他運用彩色磁磚的馬賽克拚貼，扭曲花飾造型的鐵鑄、大量追求自然的圓弧曲
線，突破傳統既超現實又擁有童趣的玩味，建構了巴塞隆納的生命力，不斷激起彩色的波浪在地中海
上閃耀著。而●格拉西亞大道是巴塞隆納新市區，格拉西亞大道兩旁是商業銀行、高級名品店林立、
藝術穿插其中的現代化商業大道。●加泰隆尼亞廣場、●蘭布拉大道、以及聖荷西市場，也是逛街的
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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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早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住宿：豪華遊輪 2 人一室

第八天

午餐：中華料理六菜一湯

法國－馬賽【Marseille】

晚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抵港：09:00

離港：17:00

【岸上觀光】郵輪於今日上午抵達法國南部第一大城『馬賽』
，接著前往普羅旺斯首府－●艾克斯普羅旺斯此處代表著優雅
細膩的貴族品味，12 世紀以來成為普羅旺斯文化、經濟、知
識中心，另外此地也是天才畫家保羅塞尚的出生地，因此在這
座古城內，不但有都會的風情，也有藝術的氣息。此處代表
著優雅細膩的貴族品味，12 世紀以來成為普羅旺斯文化、經
濟、知識中心，另外此地也是天才畫家保羅塞尚的出生地，
因此在這座古城內，不但有都會的風情，也有藝術的氣息；
●圓亭噴泉、●米哈博林蔭大道，永遠都是遊客匯聚之處，走著走著很容易就特殊打扮的街頭藝人所
吸引。接著回到馬賽，您可登岸一遊此著名的城市風光，先前往參觀★「聖母守望院 Notre‐Dame de la
Garde」
，
【馬賽】是法國第一大港，從西元前 49 年羅馬人占據後，一直是東方貿易物品進入西方的重
鎮，如果說山頂上的「聖母守望院」是馬賽人的精神支柱的話，那「碼頭」便是創造馬賽靈魂的上帝。
中東、北非、歐陸各種不同文化的結合，更為馬賽帶來獨特的風貌。
膳食：早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午餐：為讓貴賓有較多時間觀光，發放餐費 10 歐敬請自理
晚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住宿：豪華遊輪 2 人一室

第九天

義大利－熱那亞－outlet‐米蘭／杜哈

抵港時間 : 08:00

郵輪於今日上午抵達熱那亞，下船後搭乘專車前往前往米蘭附近最大的●OUTLET，喜歡
血拼的人得把握機會喔。林立的時尚購物 OUTLET，讓您盡情享受購物之樂，救贖自已燃動的採購慾
望，兩旁的精品店以著最細緻的面貌呈現世人，體會時尚流行與風潮，也許時裝、精品或任何一樣折
扣促銷將令您滿足萬分。生命難得心動，此刻也別虧待自己！
接著收拾行囊，前往機場準備返回台灣。
膳食：早餐：豪華郵輪上享用
午餐：為方便 outlet 逛街敬請自理
晚餐：機上
住宿: 機上

第十天

杜哈／香港／桃園

班機將於今日返抵國門，愉快地結束了此次豐富充實的歐洲地中海郵輪之旅。
膳食：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1.本行程交通住宿及旅遊景點將儘量忠於原行程，但如因班機及船班之變動或其他特殊狀況或遇不可
抗拒之因素，本公司將保持變更行程之權利，並以出團說明會資料為主，敬請見諒。
2.本行程表所列之參考菜單，會因季節、時令或不可抗力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力，若有不便，
敬請見諒。
3.報名繳訂後，國外旅遊契約書即生效力，變更或取消行程依契約及以下條款辦理。
*本行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旅客，若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
國護照，請先自行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4. 本公司完全配合地中海郵輪之條款及細則。若有任何異議，一切將依地中海郵輪規定之英文版本
保留最終決定權。
5. 艙房住宿乃根據地中海郵輪實際供應而定，並作最佳安排。
6. 機票開立後，須依指定日期及航班出發，一概不能轉乘其他航空公司、轉換其他行程或退款。
溫馨提醒：如單人貴賓報名，需加購單人房差，以維護個人權益，或同意旅行社將主動幫您搭配室友
於國外旅遊期間無異議。
7.旅遊醫療保險並非以免申根簽證方式入境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歐洲醫療費用昂貴，為保障國人旅
遊期間自身的安全與權益，國人若有加保需要建議出發前購買合適的旅遊醫療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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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團人數：16 人以上方可成行，出發前七天如未達 16 人基本成團人數，訂金將全額退還或與同業
合團。
9.請確認簽證是否在效期內，如為役男或接近役齡男子，請向所屬兵役管轄機構，加蓋允許出境兵役
章。
10.若行程中有特殊需求，如素食､兒童餐或一張大床等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利事先作業。
11.70 歲以上長者報名需有家屬陪同叁團,方可報名.
█【備註說明】
售價包含
1. 來回經濟艙團體機票，機場稅金及燃油附加費(團體機票不得延回)。
2. 行程中所提及之餐食、交通、飯店住宿，免付費餐廳所提供的各國美食。
3. 郵輪上定義為免費設施之使用，如游泳池、健身房..等, 及每晚娛樂表演秀。
4. 行程中所提及之陸上觀光安排。
5. 安排合法保險之觀光巴士。
6. 500 萬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療險。
7. 兩地機場稅、燃油稅等費用。
售價不包含
1. 個人護照/台胞證等辦理費用。
2. 郵輪上定義為個人性消費，例如：SPA、點選飲品、自費餐廳用餐、卡拉 OK 等。
3. 行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自費行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4. 單人房差:如單位貴賓報名參團，且無法安排與領隊或其他客人配房時，需支付單房房查。
5. 不含桃園機場至旅客家中的接送費用。
6.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行李超重費、飲料酒類、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7. 觀賞太陽劇團表演費用：太陽劇團+飲料-16.5 美元/人，太陽劇團+餐點-39 美元/人
(表演約 35 分鐘)
8. 郵輪船艙小費成人每人每晚 10 歐元，領隊小費成人每人每日 1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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