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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 盛饌號 Deliziosa】東地中海 15 日 

希臘、聖托里尼、蘑菇村、威尼斯、杜布羅夫尼克(卡達航空) (出發日期：10/23、11/6) 

 

 

希臘，數不盡的歷史珍貴遺跡，最高水準的建築雕刻美學， 

【雅典】、【奧林匹亞】的憲法廣場、宙斯神殿、雅典競技場，都是經典必遊景點！ 

【聖托里尼】是愛琴海上最精彩的小島，藍白建築是明信片上最美的風景！ 

【科孚島】奧匈帝國永遠的女王伊莉莎白，親自設計建造的阿基里斯宮，不可錯過的神話雕像！ 

義大利，最美的水上之都【威尼斯】，融合古典、羅馬、歌德的聖馬可教堂、 

十分特殊【夢幻蘑菇村】石灰石板堆成尖尖的圓錐狀，整間房子外型很像蘑菇，是世界文化遺產！ 

克羅埃斯亞亞得里亞海的珍珠【杜布羅夫尼克】，湛藍的海水與白淨的海灘織映出搶眼美景！ 

【普列特維斯國家公園(十六湖國家公園)】，沐浴鍾秀的大自然藝術， 

1949 年絕美的樣貌才被世人所知道，列入世界極其珍貴的自然遺產， 

獨特的喀斯特石灰岩地形，錯綜大小湖泊形成豐富而多變的地貌景觀， 

搭乘零污染的電動車環湖、徒步下湖區，山巒層層疊疊、飛瀑清泉，譜成絕世美景令人陶醉不已！ 

【布雷德湖】比鄰奧地利與義大利邊界，矗立著斯洛維尼亞最古老的中世紀【布雷德堡】， 

群山環繞，漾著碧藍的湖水，和煦的陽光，陶醉在夢幻的湖景中！ 

搭乘純淨無汙染的人力搖櫓船前往湖心，搖櫓船伕可是國家重點保護的職業喔！  

【歐帕提亞】—克羅埃西亞著名的度假勝地，延著蔚藍海岸而建的建築，充滿地中海度假風情； 

【盧比安那】健行之旅－沉浸在山林溪谷，蜿蜒小徑、潺潺小河，急流與山崖，不可錯過！ 

★★★★【卡達航空】全球五星級航空公司，多次獲頒全球最佳航空公司、五星級航空公司等大獎。 

★★【Costa 歌詩達郵輪】優雅義式風情、船員們的親切服務，讓您享受高規格的海上體驗！ 

★★【聖托里尼搭纜車】從纜車上下俯瞰整個蔚藍海灣、欣賞伊亞藝術村各式各樣精緻工藝品！ 

行程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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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 歌詩達郵輪：Deliziosa 盛饌號 

啟航日期 2010 年 總噸位數 92,600 噸 

載客人數 2,826 人 船員人數 934 位 

艙房數 1,130 間 郵輪長寬 964.57 ft. /105.97ft. 

甲板層 12 層 平均速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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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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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輪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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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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桃園/香港 HKG 19:30 / 21:25 1 時 55 分 B777-300 

卡達航空 QR 815 香港/杜哈 DOH 01:20+1 / 04:40 8 時 20 分 B777-300ER 

卡達航空 QR 125 杜哈/威尼斯 VCE 08:05 / 13:20 6 時 15 分 B777-300ER 

卡達航空 QR 126 威尼斯/杜哈 17:55 / 00:35+1 5 時 40 分 A330-300 

卡達航空 QR 818 杜哈/香港 02:55 / 16:05 8 時 10 分 B777-300ER 

國泰航空 CX 470 香港/桃園 17:40 / 19:30 1 時 50 分 A330-300 

 

 

符號示意：★特別安排／門票／入內參觀●下車參觀 

 

第 1 天 臺北／香港／杜哈 

今日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踏著輕鬆愉快的腳步，圓夢計畫開始，今天把行李備齊，把心情準備好，

和我們一同赴桃園國際機場集合，開始實現夢寐以求的日耳曼歐洲之旅。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歐洲。 

❤貼心提醒－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

舒適的休息空間 
 豪華客機   

第 2 天 杜哈 / 威尼斯VENICE－歐帕提亞 

今日下午抵達【威尼斯】，出關後專車前往歐帕提亞，克羅埃西亞著名的渡假勝地─【歐帕提亞】，

沿著海岸線而建的豪宅別墅，充滿地中海渡假風情，讓這個地方有克羅埃西亞的蔚藍海岸美名。享用

完當地料理後入住飯店，養足精神準備明日開啟精采的克斯陸上之行與海上璇宮 Costa 盛饌號東地

中海浪漫之旅。 

 早餐 機上美食 午餐 機上美食 晚餐 克羅埃西亞風味餐 

 

GRAND HOTEL ADRIATIC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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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行程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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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歐帕提亞－鐘乳石洞－十六湖國家公園 

早餐後前往【波斯托納】參觀斯洛維尼亞最受歡迎的★鐘乳石洞，抵達後★電動小火車帶您穿梭於愛

麗絲的仙境，深入地層參觀各形石筍石柱，及世上獨有的”人魚”。午餐後，安排前往來到歐洲唯一

最綺麗的國家公園★普列特維斯國家公園－

「十六湖」，它是克羅埃西亞最著名的國家公

園。普列特維斯湖群由高山峽谷中 16 個相互

連接的天然湖泊組成，由於湖水富含碳鎂鈣質

的石灰岩沉積物，使水質清瀅、碧綠，構成一

道獨特的自然生態景觀，湖區總面積近 20000

多公頃，長 10 公里，各湖面高低錯落懸殊，

最高湖面落差 134 米，行成數百條大大小小的

瀑布。★特別安排電動環湖車及渡輪遊覽上湖

區，沐浴於山林之間，欣賞大自然之美景， 觀賞山中層層疊疊瀑布，來個芬多精健行之旅，沿路風

光明媚，讓人心曠神怡！  

❤貼心提醒－鐘乳石洞內僅有８度，請備帽子及外套，如遇天候不佳峽谷關閉，則無法進入尚請諒解。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斯洛維尼亞風味料理 晚餐 西式風味餐 

 

Mirjana Rastoke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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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十六湖國家公園－盧比亞那 

 

今日上午★搭乘電車前往十六湖國家公園下湖區，觀賞山中層層疊疊瀑布及搭乘渡輪橫越湖泊前往國

家公園，另一世外桃源，來這人間仙境；猶如串串相連的七彩明珠、無數的飛瀑清泉，漫步其間，沐

浴鐘秀的大自然藝廊，也滌淨了所有的俗世煩惱。午後來到斯洛維尼亞首都盧比亞納，隨即展開市區

觀光：參觀●盧比亞納城堡、市府廣場、三重橋、國會大廈、聖尼古拉斯教堂。今晚夜宿盧比亞那。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克羅埃西亞風味餐 晚餐 飯店內西式料理 

 

AUSTRIA TREND 或同級 

第 5 天 盧比亞那－峽谷建行之旅－布列德湖 

今早來個●VINTGAR GORGE 峽谷健行之旅，沉

浸在山林溪谷間接受芬多精的洗禮，沿著蜿蜒

木製棧道，處處可見由潺潺小河所衝擊而成的

大小瀑布、急流和壯斗斜山崖景色，是喜愛接

近大自然的人，不可錯過這個景點。之後前往

有【藍湖】之稱的●布雷德湖，蔚藍的湖水四

周被群山所環抱，湖光映襯出山色，風景美得

有如一幅圖畫。抵達後，安排登上★布雷德城

堡，靜如止水的布雷得湖倒映著懸崖上的古堡，

原本只是一座羅馬式塔樓，於中世紀時不斷加建才成為今天的面貌。其風格獨特的建築與碧綠無暇的

湖面構成了人與自然的完美結合，使得布雷德湖心小島與古樸的城堡融為一體，而居高臨下的城堡，

在此你可俯瞰布雷德湖，是欣賞布雷德湖全景的最佳據點。如畫般的美景，悠然恬靜的景致令人忘記

煩憂。午後★搭乘布列德湖手搖船，前往布雷德湖湖中之島，是斯國人民心中的聖地，島上的●聖母

教堂裡不時地傳出幸福的鐘聲，低音迴盪於湖面，像是這裡湖底流傳一則古老的傳說，訴說著一名婦

人對丈夫的思念，臨去之前可許個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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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城堡烤鱒魚餐 晚餐 飯店內西式料理 

 

Grand Toplice 或同級 

第 6 天 義大利 威尼斯 VENICE 【登船 11:00－離港 17:00】 

您的心情威尼斯了嗎?  您的心情希臘了嗎?  您的心情郵輪了嗎? 

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後，安排專車接往碼頭，辦理登輪手續後，登臨的歌詩達郵輪公司於 2010 年下水

的盛饌號。領隊帶領團員登上船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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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師也在船上吹奏這歡樂的音樂迎賓。在稍事休息與安全演習後，領隊也將帶領您到各層參觀船上設

施，船上有可以滿足旅客各種感觀享受的豪華夜總會、電影院、美容院、賭場、商店街、游泳池等，

夢幻旅程於是展開。 

 早餐 旅館內享用 午餐 豪華郵輪上享用 晚餐 豪華郵輪上享用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第 7 天 義大利 巴里 Bari 【抵港 14:00－離港 20:00】 

【岸上觀光】今日郵輪抵達義大利鞋根位置的巴里(Bari)，位於義大利東南部，抵達後專車帶您登岸

觀光，首先前往●【阿爾貝羅貝洛】(磨菇村)，這麼有特色的房子，不是為了觀光的目的而建,據說早

期的居民為了逃避稅賦，在房屋的建築結構不使用砂漿黏著，直接把石板一塊一塊堆疊而成，稅務官

員來查訪時，居民會把屋子拆了，有些人卸下屋頂或一個牆，要讓房屋看起來還沒完工，就不用繳稅，

等官員離開後，居民再把屋子堆疊回到原貌。這些狀似從童話中跑出的小屋稱為●「土利屋」。隨後

返回郵輪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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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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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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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第 8 天 希臘 科孚島 CORFU 【抵港09:00－離港14:00】 

【岸上觀光】Gerald Durrell 所言：「這個島的魔力，對我們的影響日漸深遠，有如花粉般輕柔緊密」。

Corfu 科孚島為位於希臘西北部愛奧尼亞群島的第二大島，位於希臘本島的西邊，離義大利相當近，

面積 592 平方公里，約為澎湖本島的 9 倍大。種滿橄欖樹有綠寶石島之稱。科孚島於威尼斯統治時

建築物也都是該時期所建，建設多為三四層樓高，淡淡的粉橘、粉黃色牆體與●拱型騎樓，算是科孚

老鎮的代表設計，徒步參觀義式迴廊以及法式宮廷融合的老街區老城區。參觀阿基里斯宮，位於科

孚老鎮南方 10 公里處的阿基里斯宮為奧匈帝國皇后 Elizabeth 伊莉莎白（小名 Sissi）所策劃興建，

其歐式花園，園中仿神話中情節的大理石雕像，千萬不可錯過。沉浸於橄欖樹綠意盎然、唯美藍天海

景；享受著充斥著的古舊氣氛的●科孚島。 

 
❤貼心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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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餐 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 豪華郵輪上享用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第 9 天 聖托里尼島SANTORINI 【抵港12:00－離港19:00】 

【岸上觀光】今日郵輪抵達愛情海最迷人的火山島聖托里尼；傳說中的失落大陸亞特蘭提斯很可能

就是指聖托里尼島，專車前往聖托里尼北邊的小村●【伊亞】，這裡是座名符其實的地中海藝術村，

藝術家們利用海邊的巖穴小屋築起自己的藝術天堂，四列的小店、咖啡廳各具特色。●【斐拉】 (FIRA)

是聖托里尼的首邑，整個白色城市位於海岸懸崖頂端，猶如山頂上的殘雪一般美麗，酒吧、餐廳、商

店都集中於此，斐拉小城雪白的屋宇、藍色窗台及家門前的紅花，在狹窄的街道中，露天咖啡座以及

點綴在陡峭山坡上的小商店組成了聖托里尼迷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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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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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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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第 10 天 比雷埃夫斯PIRAEUS－雅典ATHENS 【抵港07:30－離港16:30】 

【岸上觀光】清晨郵輪抵達希臘首都－【雅典】，

雅典有著跨越時空兩千五百年的輝煌歲月，為

一兼具古典美與現代美的城市，隨後展開市區

觀光，首先前往參觀 1987 年登錄為世界珍貴遺

產的雅典衛城-阿克波里斯神殿遺址，●巴特

農神殿宏偉的石柱及三角楣、四角壁上的浮雕，

雕刻美麗的雅典王神殿也是您鏡頭下不容錯過

的景點，隨後前往參觀大學街旁●雅典學院、

●雅典大學及●圖書館三大古典建築。爾後繼

續參觀●國會大廈及●奧林匹克宙斯神殿遺蹟…等，您也可前往●巴拉卡徒步區逛街購物，找個露天

咖啡雅座，恣意享受愛琴海悠閒的假期。 

❤貼心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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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餐 雅典在地美食 晚餐 豪華郵輪上享用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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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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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2/Oia,_Santorini_HDR_sunset.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b/View_from_Firostefani..._(359916512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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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好友聚集池畔敘舊談心，另有一番樂趣。 

❤貼心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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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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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第 12 天 克羅埃西亞 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 【抵港08:00－離港13:00】 

【岸上觀光】杜布羅夫尼克坐落於達爾瑪其

亞海域南端，三面海域清澈湛藍環繞，是克

羅埃西亞南方第一大城，於戰後重建保留下

其綽約亮眼的紅瓦白牆建築主調，矗立在海

灣邊的城堡，配上亞德里亞海湛藍的海水和

白淨的海灘，顯得相當搶眼，被譽為「亞得

里亞海的珍珠」，同時也有「斯拉夫雅典」的

稱號。座位於亞得里亞海的海港被譽為世界

上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紀城牆城市之一，可追

溯到七世紀。您將在老城區探索●派勒城門、史特拉敦大道。迷人的●聖布萊斯大教堂和●杜布羅夫

尼克大教堂將熱情迎接您。隨後我們將特別安排搭乘纜車登上 Srdj 山，俯瞰杜布羅夫尼克市壯麗全

景。 

 

❤貼心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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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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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郵輪兩人一室 

第 13 天 威尼斯VENICE【抵港09:00】 

今晨郵輪於 09:00 抵達義大利威尼斯，首先安排前往參觀●道奇宮、●嘆息橋的歷史陳跡。閒餘時間

可在熙來攘往、萬頭鑽動的聖馬可廣場露天咖啡座享用一杯香醇的義式咖啡，悠閒地體會多彩多姿的

威尼斯浪漫情調。廣場上的磚造鐘樓是威尼斯的地標，其面海處則立有二根高聳入天的石柱，分別雄

踞著威尼斯的守護神～聖馬可翼獅及聖者托達洛，一如威尼斯的門神。此外，揉合拜占庭、哥德、東

方風格為設計主調的●聖馬可教堂，以及威尼斯共和國總督的居所～威尼斯鐘樓：樓高近 100M，

以紅磚打造高聳直逼雲霄的簡樸設計，與教堂成了明顯的對比，非常美麗，早晨的威尼斯，帶給您美

美的心情，不同的意境與層次。地球上獨一無二的水迷離世界，威內托省、環抱威尼斯灣的威尼斯，

地球上獨一無二的城市！有 150 條運河、400 餘座橋樑交織的水都，任誰能不癡醉，盡在您眼底！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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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美麗的姿影，如光影歲月般難醒！尋寶般的心情甦醒了旅人的身心靈慾望。 

 

 早餐 豪華郵輪上享用 午餐 威尼斯墨魚麵風味料理 晚餐 威尼斯風味料理 

 

Hotel Apogia Sirio Venice 或同級旅館 

第 14 天 威尼斯VENICE／杜哈 

早餐後前往威尼斯近郊的Outlet，滿足大家的購物慾望。再美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心底深處卻

已留下美好的回憶，滿載而歸，踏上歸途！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美食 

 

豪華客機 

第 15 天 杜哈 / 香港 / 台北 

班機今日晚上抵達台北桃園機場，歡樂滿行囊的滿足感，充電過後精神飽滿，雖有依依不捨的心情，

也只能期待下次再相逢，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好、難忘

的『東地中海 Costa 歌詩達郵輪 希臘義大利 15 日』之旅。感謝您的參加希望有緣再相見！ 

 早餐 機上美食 午餐 機上美食 晚餐 機上美食 

 

甜蜜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