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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全新下水！【Costa 威尼斯號 Venezia】 

與馬可波羅有約 55 日(03/08 出發) 

義大利 克羅埃西亞 希臘 約旦 以色列 阿曼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印度 斯里蘭卡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臺灣(國泰航空)從歐洲搭乘郵輪回到臺灣的奇妙旅程 

 

 

為您呈現 2019 年 3 月新船首航的歌詩達威尼斯號 Venezia，在 13,500 噸的全新豪華海上度假村， 

您可以品嘗到連卡賽諾瓦都著迷的美食，參加 Costa 獨家舉辦的海上威尼斯狂歡節─帶上面具 

與我們一起體驗威尼斯嘉年華會的快感。 

盡情享受從歐洲到遠東的海上冒險旅程，從馬可波羅與卡賽諾瓦的故鄉─威尼斯出發， 

和我們一起走過古代行商的路線，讓歷史風情與沿途美景充滿您的旅程， 

走吧！與我們一同許下乘風破浪的約定，我們與馬可波羅有約！ 

◆選乘歌詩達郵輪十大理由◆ 

 隨心隨興，遨遊世界任何地點─歌詩達共有超過 250 個目的地和逾百行程供您選擇，讓您逍遙四

海遨遊世界，從加勒比海到印度洋、北歐到杜拜以至亞洲，享受寫意的假期。 

 夢一般設施齊備的現代艦隊─歌詩達的艦隊由 15 艘設施齊備的現代郵輪為您服務，船隊還不斷

升級，務求創造更新穎獨特的旅遊體驗。 

 業界翹楚，獨具過人優勢─歌詩達是歐洲首屈一指的郵輪假期品牌。我們擁有 60 年的豐富經驗，

選擇歌詩達郵輪假期，您可享受一流的體驗和可靠周全的服務。 

 歌詩達風格─郵輪假期的禮賓之道無與倫比，慇勤的服務人員時刻展現親切笑容，悉心為您打點

一切，令您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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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卓越典範─郵輪假期竭誠獻上義大利的款客熱情與迷人風情，讓您體驗獨一無二的意國美

食、美容、設計創作和藝術。 

 保健養生─郵輪假期為您帶來浩瀚的海洋、淳美的自然環境和清新空氣，您更可在 samsara spa

或船上其水療設施洗滌塵囂，每天也會感到身心舒泰。 

 男女老少樂融融─郵輪假期適合任何人士、夫婦、闔家歡、三數良朋，我們多元化的行程定可迎

合您的需要和喜好。船上的服務和活動多不勝數，日夜無休，保證讓您盡興。 

 愛護環境─誠如閣下，歌詩達郵輪也愛護地球環境，我們遵守最嚴格的國際標準和規例，為您創

造更美好的將來。 

 賞心回饋─加人專為忠實常客而設的 costa club 便可盡享非凡的尊貴禮遇和服務。 

 物超所值的假期─歌詩達郵輪假期全年出發，全包式團費便可盡享以上所有服務及設施。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降落 起飛/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機型 

國泰航空 CX 401 臺北/轉機點  19:30-21:30 02 時 00 分 A330-300 

國泰航空 CX 233 轉機點/米蘭 00:40-06:35 12 時 55 分 B777-300ER 

預定航班時間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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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 郵輪：Venezia 威尼斯號 

義大利歌詩達郵輪公司起源於 1854 年的歌詩達家族，有著悠久而耀煌的歷史。歌詩達郵輪公司以

「義大利風情」為品牌定位，現已成為義大利及歐洲最大和最先進的郵輪公司。歌詩達郵輪公司在

義大利從事海上客運服務超過 60 年，為世界各地旅客提供義大利風格濃厚的美食、服務與夢幻假

期，帶給旅客快和舒適的旅程，在 2008 年超過 120 萬名旅客選擇了乘搭歌詩達郵輪，為首家擁有

如此卓越成就的歐洲遊輪運營商。歌詩達艦隊航行於地中海、北歐、波羅的海、加勒比海、南美、

阿拉伯灣、遠東地區及印度洋，遍達 250 個目的地。每一艘歌詩達郵輪均懸掛義大利國旗，各具

特色，風格廻異，以及豔黃明亮色調的煙囱 

啟航日期 2019 年 總噸位數 135,000 噸 

載客人數 5,260 人 船員人數 1,450 

艙房數 2,116 間 郵輪長寬 1,062 ft / 158 ft 

甲板層 12 層 最大速率 23 knots 

 

 

郵輪旅遊，不只是郵輪，本身就是一個景點！盡情暢玩、盡情享受！ 

 
 
 
 
 

https://www.msccruisesusa.com/en-us/Discover-MSC/Cruise-Ships/MSC-Fantasi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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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行程路線 

•以下為預定路線，行程依郵輪公司預定的狀況以及可能臨時的狀況有所改變，為維護旅遊

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如遇特殊情況或行程順暢度考量，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行程，

敬請貴賓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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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03/03) 臺北-轉機點-米蘭 

 今日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踏著輕鬆愉快的腳步，首先搭乘國泰航空轉機前

往米蘭。 

Day 2(03/04) 米蘭-147KM(約 2H)-杜林-292KM(約 3H)-維洛納 

義大利 

杜林 Torino 

 

我們在米蘭的早晨迎接冒險旅程的第一天，接著前往杜林。 

【杜林】是一座繁榮、勤勞和

國際化的歐洲城市，享受著最

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建築發

展。全世界第一個採用可可做

巧克力的所在地，世界知名的

巧克力品牌 "金沙巧克力

Ferrero 及 精 品 巧 克 力

Caffarel 就是在這裡生產

的。它的文化和歷史非常豐富，並引以為傲。杜林因為它的巴洛克、洛可可

和新古典主義法式建築而舉世聞名。它的很多廣場、城堡、庭園和宮殿(如

貴婦宮)，都是由西西里建築師菲利波·尤瓦拉建造的。因位於義大利北部靠

近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大城，素有阿爾卑斯之都的封號，夏天時是義大利的避

暑勝地，冬天是世界的滑雪勝地，所以杜林是四季都各有風情的城市。 

餐食 

早 機上美食 

午 中式料理 

   七菜一湯 

晚 豬排風味料理 

住宿 

Best Western 或 

NH HOTEL 

Day 3(03/05) 維洛納-185KM(約 3H)-歐洲秘境多羅米堤國家公園 

義大利 

維洛納 Verona/ 

多羅米堤國家公園 

【維諾納】是義大利北部威尼托

阿迪傑河畔的一座歷史悠久的

地區，為旅遊勝地和威尼托地區

的經濟中心；是世界愛情名著─

「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發生

地，因此有著「愛之都」之美稱，

維諾納城在 2000年時被選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入為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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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  【多洛米堤國家公園】是義大利北部不可錯過的自然風光。白色岩石組成的

連綿山脈，造就了這片

地區的獨一無二。

2009 年散落在特倫蒂

諾大區的多洛米堤山

區被列入世界自然遺

產名錄。一年四季有著

變化不同的景色觀

賞。多洛米堤是阿爾卑

斯地區最獨特的一片

山脈，據考證，一萬年前這裡曾經是一片汪洋，而多洛米蒂山峰則是海底的

珊瑚礁石，隨著氣候變暖，海水退去，地質運動使得這片區域隆起並形成如

今三千多米的山峰。而冰川運動造就了如今如同犬齒交錯般的奇異地貌。 

早 飯店內享用 

午 中式料理 

   七菜一湯 

晚 阿爾卑斯 

   風味料理 

住宿 

Mercure HOTEL 或 

Best Western 

Day 4(03/06) 多羅米堤-纜車上山眺望阿爾卑斯山 

阿爾卑斯山 【阿爾卑斯山】是歐洲最高大、最雄偉的山脈。它西起法國東南部的尼斯，

經瑞士、德國南部、義大利北部，東到維也納盆地，綿延 1200 千米。寬 120—

200 千米，最寬處可達 300 千米。山勢高峻，平均海拔約達 3 000 米左右。 

阿爾卑斯山是一個巨大的分水嶺。歐洲的許多大河，如萊茵河、多瑙河等，

都發源在這裡，水力資源豐富。阿爾卑斯山可謂是瑞士最靚麗的一條風景

線。“艾格爾峰”、“明希峰”、“少女峰”、三大名山均屹立在阿爾卑斯

山脈。 

餐食 

早 飯店內享用 

午 多羅米提雞排 

   風味料理 

晚 魚排風味料理 

住宿 

Mercure HOTEL 或 

Best Western 

Day 5(03/07) 多羅米堤-171KM(約 3H)-威尼斯 

義大利 

威尼斯 

Venice 

【威尼斯】是著名的水城,位於義大

利東北部亞得里亞海岸,從 5 世紀至

10 世紀,是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

的一個諸侯國。威尼斯由 118 個島

和 400 多座各種各樣的橋樑組成市

區,市內有 170 多條縱橫交錯的大小

河道。整個城市猶如浮在海面上一

樣。 

餐食 

早 飯店內享用 

午 威尼斯海鮮料理 

晚 中式料理 

   七菜一湯 

住宿 

NOV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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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03/08) 離港時間 20：00 

義大利  

第里雅斯特 

Trieste 

【第里雅斯特】是義大利東北

部靠近斯洛維尼亞邊境的一個

港口城市，位於亞得里亞海第

里雅斯特灣的最深處，也是弗

留利-威尼斯朱利亞大區和第

里雅斯特省的首府。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7(03/09)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情

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Day 8(03/10) 抵港時間 07：00 離港時間 19：00 

克羅埃西亞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杜布羅夫尼克】無疑是克羅

埃西亞境內最耀眼的一顆珍

珠。這座小而美的世界文化遺

產城，高聳厚實的城牆內盡是

成片的中世紀紅瓦民宅，曠世

美景原就無比引人目光，而

HBO 剛熱播完結的影集《冰

與火之歌》，以此為君臨城主

要拍攝地，更錦上添花讓古城成為遊客追逐焦點。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9(03/11) 抵港時間 07：00 離港時間 19：00 

義大利 巴里 

Bari 

【巴里】在義大利接近鞋根的位置，是東南方最大的城市，也是巴里省的省

會，最早可追朔到史前時代就已經有人類定居的超級古城。西元前 3 世紀納

入羅馬帝國的領地，漸漸躍升為亞得里亞海邊的重要港口，對於來往東方的

貿易佔有一席之地，現在依然是南義大利重要的商業港口城。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10(03/12)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情

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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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03/13) 抵港時間 08：00 離港時間 16：00 

希臘 伊拉克利翁／

克里特 

Heraklion／Creta 

 

【伊拉克利翁】是希臘位於克里特島上的最大的城市，伊拉克利翁是彌諾斯

文明時期克里特島最大的人口中心，據說古希臘神話中米諾斯王的王宮，米

諾斯迷宮就建在這裡。由阿瑟·埃文斯發現並發掘的克諾索斯宮殿遺址就位於

附近。由此可以推斷大約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這裡應該有港口存在，但這一

推斷並未得到考古證據證明。 

【克里特】就是聖經中所記載的革哩底，位於地中海北部，是希臘的第一大

島。據荷馬的史詩所記說，「在深紅葡萄酒色的海中，是一片美麗，富庶的土

地，四面環水，島上的人多得數不清，城市有九十個」。地處於埃及、希臘、

義大利及腓尼基之間，就成為戰略要衝和貿易重鎮。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12-13 
(03/14-15) 

抵港時間  22：50 (停泊一晚) 離港時間 15：00 

蘇伊士運河 

  

【蘇伊士運河】處於埃及西

奈半島西側，橫跨在亞洲、

非洲交界處的蘇伊士地

峽，頭尾則在地中海側的塞

德港和紅海蘇伊士灣側的

蘇伊士兩座城市之間，全長

約 163 公里，是全球少數

具備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

無船閘運河。 

在一個原來是乾旱無人居住的沙漠上，以人力開掘出這條長達一百零一哩的

運河，的確是十九世紀歐洲文化中將科技、經濟與政治三種力量結合為一的

勝利，因為它所要征服的不只是天然的地形阻礙，更是國際上因利益衝突而

瞬息萬變的險詐。英帝國主義者便從十九世紀開始假借維護運河的安全，先

將其收購與占領，然後再進一步借故占領整個埃及，最後則以此為根據地繼

續向東擴充，掠奪了敘利亞、伊拉克等土地，直到二十世紀中才因本身國勢

衰退被迫撤離。面對這條運河，埃及人民始終無法去除既驕傲又羞侮的矛盾

情結，一定要將其全部收歸後才能釋懷。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14(03/16) 抵港時間 9：00 離港時間 22：00 

約旦 亞喀巴 

Aqaba 
  

【亞喀巴】位於約旦南部、亞喀巴灣的盡頭，與以色列埃拉特相鄰，是亞喀

巴省的首府、南部地區行政中心、渡假勝地，也是該國唯一的港口。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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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15(03/17) 抵港時間 01：00 離港時間 19：00 

以色列 艾拉特 

Eilat 

【艾拉特】位於紅海阿卡巴灣北端，是以色列最南的城市。以色列給人的感

覺總是跟宗教、政治、歷史扯上關係，充滿戰爭、暴力和仇恨，可是在艾拉

特以南的海岸，卻能找到讓人暫時忘卻世俗紛擾的陽光海灘度假聖地。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16(03/18)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情

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Day 17(03/19)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Red sea) 

今日船隻進入紅海海域，

【紅海】的面積很大，呈狹

長狀，橫跨亞、非兩大洲，

且是一較為封閉的海域。紅

海的海底世界以多采多姿

出名，有形態各異的珊瑚、

色彩鮮艷的熱帶魚和海洋

生物。 

Day 18、19 

(03/20-21)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IRTC) 

郵輪行駛在 IRTC(國際推薦航道)上，在此您可以放鬆的享受美麗的自然景

致。【亞丁灣】是一塊年輕的海域，亞丁灣有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生物多樣性。

這裡有很多品種的魚類，珊瑚，海鳥和無脊椎動物。之所以這裡有富饒的生

物資源，得益於亞丁灣附近較少的人為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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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0(03/22) 抵港時間 07：00 離港時間 18：00 

阿曼 塞拉萊 

Salalah 

【塞拉萊】是阿曼第二大

城市，佐法爾省首府，位

於阿曼南部沿海，馬斯喀

特以南 1000 餘公里處。

塞拉萊氣候深受印度洋

季風影響，並不同於阿拉

伯半島大部分地區的熱

帶沙漠氣候盛產水果。塞拉萊還是著名的「香料之都」以出產的乳香世界

聞名。該城還是阿曼現任君主卡布斯·本·賽義德的出生地。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21(03/23)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

情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Day 22(03/24) 抵港時間 08：00 離港時間 18：00 

阿曼 馬斯喀特 

Muscat 

【馬斯喀特】是阿

曼的首都，也是該

國第一大城市，這

裡也曾經是歐亞之

間的重要貿易港

口，各地商人在此

靠岸後，就在鄰近

的空地擺攤經商，

久而久之便造就了阿曼其中一個最古老的市集 Mutrah Souq 的出現。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23(03/25)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

情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Day 24(03/26) 抵港時間 08：00 離港時間 20：0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布達比 

Abu Dhabi 

【阿布達比】是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

比酋長國的首府，也

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的首都。阿布達比位

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的中西邊海岸，位於

波斯灣的一個 T 字形

島嶼上。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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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5-26 
(03/27-28) 

抵港時間 08：00(停泊一晚) 離港時間 20：0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杜拜 Dubai 

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人

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中

東地區的經濟和金融中

心，位於波斯灣東南岸。 

作為杜拜酋長國首府，

杜拜已經成為全球城市

並且是中東地區的商業

聚集地，同時也是主要

的乘客和貨物樞紐。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27-28 
(03/29-30) 

抵港時間 08：00(停泊一晚) 離港時間 12：0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布達比 

Abu Dhabi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

7 個酋長國中，【阿布

達比】是最大的一個，

面積佔國土面積的

80%，其中包括大約

200 個島嶼。阿布達比

市是一個綠意濃濃的

天堂，寬闊的街道、美

麗的公園和視線所及

之處盡是綠樹。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29(03/31) 抵港時間 07：00 離港時間 15：0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富吉拉 豪爾費坎 

Fujayrah Khor 
Fakkan 

【豪爾費坎】與伊朗隔海

相望，是阿聯酋通向印度

洋最便利的海港之一。 該

港口是天然的深水良港，

港口位於名叫「 Khawr 

Fakkan」灣內，原是小漁

村，現在己能容納 3 艘大

型集裝箱船的靠泊，並正

在擴建之中，防波堤也在

填築之中。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30-31 
(04/01-04/02)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

情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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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2(04/03) 抵港時間 10：00 離港時間 22：00 

印度 莫爾穆加奧 

Mormugao 

【莫爾穆加奧】是印度果阿邦 South Goa 縣的一個城鎮。這個位於印度南

果阿的主要港口城市，把印度本身的傳統文化以及來自葡萄牙殖民時期的

歷史背景完美地融為一體：不論你是希望參觀宏偉的莫爾穆加奧堡，還是

悠閒地享受陽光與海灘，這裡都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33(04/04)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

情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Day 34-35 
(04/05-06) 

抵港時間 08：00(停泊一晚) 離港時間 12：00 

印度 科契 

Cochin 

【科契】科契是印度喀拉拉邦最大的城市和主要的港口。「科契」一名來自

馬拉雅拉姆語「Kochazhi」，意指小湖泊。科契素有「阿拉伯海的王后」之

稱。科契以其天然港聞名，曾經是幾個世紀中印度香料貿易的中心。科契

現有一個海軍基地和一個機場可通印度各大城市。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36(04/07) 抵港時間 10：00 離港時間 22：00 

斯里蘭卡 可倫坡 

Colombo 

【可倫坡】位於錫蘭島西南岸、瀕印度洋，是斯里蘭卡的最大城市與商業

中心，同時也是西部省的行政中心。可倫坡陸地和水域交雜，有許多條運

河，市中心還有 65 公頃的貝拉湖。貝拉湖是可倫坡最有特色的地標之一，

數百年來被殖民者用來當作屏障抵禦外敵，現在則用來舉辦許多水上娛樂

活動，例如賽帆船、在岸邊放映電影等等。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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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7-39 
(04/08-10)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

情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Day 40(04/11) 抵港時間 08：00 離港時間 17：00 

馬來西亞 蘭卡威 

Langkawi 

【蘭卡威】位於馬六甲

海峽，是馬來西亞吉打

州海岸 104 個大小群

島中最大的一個。蘭卡

威在檳城北方約 112

公里處，行政上屬於馬

來西亞的吉打州，地理

位置上靠近泰國。如果想要享受與大自然更親密的時光，可以徒步穿過覆

蓋蘭卡威大部分面積的原始雨林或者乘船遊覽紅樹林。還有機會潛水或者

在部分五星級度假村打一場高爾夫球。蘭卡威還擁有奇異瑰麗的海底世

界，一條地下通道貫穿整座巨大的水族館。水族館內遊人如織，美麗的海

下景致令每個人贊不絕口。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41(04/12) 抵港時間 08：00 離港時間 17：30 

馬來西亞 巴生港 

PORTKELANG 

【巴生港】是馬來西亞的一個港區，建於巴生河河口，地處雪蘭莪州巴生

縣巴生區境內，距離同縣的巴生市西南方約 6 公里，與馬國首都吉隆坡的

公路和鐵路服務相連接。巴生港作為巴生縣的重要集裝箱口岸，不僅是馬

來西亞的最大貨運港口，也是大馬在馬來半島西海岸和馬六甲海峽的「海

上門戶」之一。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42(04/13) 抵港時間 08：00 離港時間 23：59 

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是東南亞中南半島南端的一個城邦島國，它不只是一個城市，

同時也是一個國家。該國位於馬來半島南端，扼守馬六甲海峽最南端出口，

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峽與印尼相隔，北面有柔佛海峽與西馬來西亞相隔，並

以新柔長堤與第二通道等這兩座橋梁相連於新馬兩岸之間。新加坡的國土

除了新加坡本島之外，還包括周圍數島，新加坡最大的外島為德光島。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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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3-44 
(04/14-15)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情

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Day 45-46 
(04/16-17) 

抵港時間 06：00(停泊一晚)離港時間  

泰國 蘭查邦 

Laem Chabang 

【蘭查邦】是泰國最大的深水港，也是泰國最重要的國際貨櫃樞紐港。是現

代化、自動化、一體化操作管理水平與港口基礎設施標準規格均極高的東南

亞地區的商業新港。該港位居泰國灣北部沿海，在泰國首都曼谷往南 110 公

里、著名旅遊勝地芭提雅往北 15 公里處，距芭提雅車程不到 20 分。是泰國

港務管理局直屬的深水國際貿易商港。經過短短几年的發展，蘭查邦已經成

為泰國最重要的國際貨櫃樞紐港，也是現代化、自動化、一體化操作管理水

平與港口基礎設施標準規格均極高的東南亞地區的商業新港。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47(04/18)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情

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Day 48(04/19) 抵港時間 08：00 離港時間 21：00 

越南 富美 

PHU MY 

【富美】是越南第一個有總體規劃的新都市中心，精心策劃金融商業中心及

住宅文教區並兼顧娛樂和醫療等重要需求，配合越南穩定成長中的經濟，富

美興歡迎全世界投資人與我們一起開發，滿足逐步成長的商辦、零售購物空

間需求。富美商業中心約 16 公頃，保留了菁華土地供國內外投資人短期、長

期開發，並提供完善服務及便利的投資環境。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49(04/20)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情

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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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0(04/21) 抵港時間 08：00 離港時間 20：00 

越南 峴港市 

Da-Nang 

【峴港市】於越南中部，古都順化的附近，地理上屬南中部。峴港是越南第

四大城市，僅次於胡志明市、河內市和海防市，越南中部重要的城市之一。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51(04/22) 全日海上航行 

海上巡航 豪華郵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可盡情

的享受船上的設備。 

Day 52(04/23) 抵港時間 07：00 離港時間 14：00 

中國 深圳 

SHENZHEN 

【深圳】依山面

海，與香港新界山

脈連為一體。市區

的大部分區域處深

圳灣北岸；西部寶

安區和南山區的珠

江口沿岸是珠江三

角洲平原的一部

分，有大面積的填

海陸地，地勢也較為平坦。全市的整體地勢為東南高，西北低，多數地塊屬

於低丘陵地，並有平緩台地相間。 

深圳市域內山巒廣布，植被豐盛，農副產品種類豐富。北部的龍崗區盛產三

黃雞；南山區的南頭有大面積的荔枝林和桃樹；寶安區的石岩和龍華盛產沙

梨、金龜橘和柿子等，沙井的生蚝早有名氣。北部及東部山區地帶棲息著許

多國家級的野生保護動物，如虎紋蛙、蟒蛇、獼猴、大靈貓、金錢豹、穿山

甲等。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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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3-54 
(04/24-25) 

抵港時間 20：00 (停泊一晚)離港時間 18：00 

中國 香港 

Hong Kong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位於南海北岸、以及珠江

口東側，北接廣東省深圳市，西隔珠江與澳門及廣東省珠海市相望，其餘兩

面與南海鄰接。全境由香港島、九龍和新界組成，其中香港島北為最發達地

區；地理環境上則由九龍半島等大陸土地、以及 263 個島嶼構成。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Day 55(04/26) 抵港時間 07：00 離港時間 15：30 

臺灣 基隆 

Keelung 

【基隆】原名雞籠，位於台灣本島最北端，清朝時改名基隆，三面背山，正

面臨海，擁有條件優越的天然深水港灣。基隆一帶曾經是台灣最大煤礦產地，

基隆開港後，除了漁業外，礦業及運輸成為港埠最重要的商業活動。追溯台

灣鐵道史，多半以劉銘傳興建基隆到台北段客貨運鐵路為台灣第一條鐵路，

其實台灣真正的第一條鐵路，是由八斗子煤礦至基隆海濱的運煤鐵路。最早

興建的第二條鐵路也在基隆，台灣最重要的幾項商品煤礦、茶葉、樟腦等都

必需經由基隆港運輸，不難想見當時基隆在全台的經濟地位有多麼關鍵。 

餐食 

早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 豪華郵輪上享用 

住宿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