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利、馬爾他、西班牙、法國郵輪 12 天團
啟航日期: 2017 年 6 月 23 日
團號: ZMMG12I1-O1-B1
行程特點：






2 晚酒店 + 7 晚郵輪住宿
乘搭卡塔爾航空往返
暢遊意大利名勝 ~【五鄉鎮（五漁村）
】
巴塞隆拿著名建築師 ~【巴特洛之家】
富豪遊樂場之稱 ~【蒙地卡羅】

五鄉鎮

【早報早著數】
凡於 2 月 15 日前報名，
即可享每房減 6000 優惠。

巴特洛之家

比薩斜塔

2017 年新船

Inaugural 首航
2017
Tonnages 噸數
167,600
Capacity 載客量
4,500
特色設施：MSC Aurea Spa 美容中心,
各式酒吧，電影院，賭城等

蒙地卡羅

*圖片只供參考

https://www.msccruisesusa.com/en-us/Homepag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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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港口
Ports

到達
離開
Arrival Departure

香港 ~ 意大利（比薩）
意大利（比薩）~ 比薩斜塔（外觀）~【午餐】~ 五鄉鎮 ~
熱那亞 ~【晚餐】~ 酒店休息
【五鄉鎮】：五鄉鎮是尼古拉海岸區不受任何人工影響的鄉土漁村度假區，擁有天然海灘，
像環保村莊，受政府的保護。它亦被列為「世界文化遺產」及闢為國家公園。
【住宿】：Columbus Sea 或同級

聖老楞佐主教座堂 ~ 熱那亞港口古代燈塔 ~【船上午餐】~
熱那亞碼頭登船 ~ 郵輪啟航

-

-

-

-

-

17:00

13:00

19:00

08:00

18:00

08:00

18:00

-

-

08:00

18:00

09:00

17:00

【聖老楞佐主教座堂】：是義大利熱那亞的一座羅馬天主教教堂，天主教熱那亞總教區的主教
座堂，這座教堂可能始建於5世紀或6世紀，獻給熱那亞主教聖Sirus。

意大利（拿坡里）~【船上午餐】第4天

第5天

第6天

第7天

拿坡里是義大利南部的第一大城市，坎帕尼亞大區以及拿坡里省的首府。城市面積117平方公里，
人口略低於100萬。拿坡里都會區有大約380萬人口，是僅次於米蘭和羅馬的義大利第三大都會
區和歐洲第15大都會區。拿坡里地區也是義大利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意大利（墨西拿，西西里島）~【重本安排岸上觀光連午餐】
領隊帶領漫遊小城內名勝如聖尼古拉斯教堂、阿普利爾九世廣場及科爾瓦亞宮等都很值得參觀，
城內滿佈特色小商店、咖啡店、餐廳，保證令您流連忘返。

馬爾他（瓦萊塔）~【船上午餐】~ 海神噴泉 ~
聖若望約翰大教堂（外觀）
【聖若望主教座堂】是羅馬天主教在馬爾他的主教座堂之一，也是首都瓦萊塔的地標建築之一。
它是由馬爾他騎士團興建於1573年到1578年，為騎士團的修道院教堂，後來隨著時間的推移，
取得了與姆迪納總主教座堂平等的地位。

海上暢遊 At Sea

西班牙（巴塞羅那）~【重本安排岸上觀光連午餐】~
【聖家大教堂 ~ 魯營球場（西甲球隊巴塞隆拿主場）~
第 8 天 巴特洛之家】（外觀拍照）~ 蘭布拉大道

【聖家族大教堂】教堂由安東尼高第設計，其高聳與獨特的建築設計，使得該教堂成為巴塞隆納
最為人所知的觀光景點。聖家堂從 1882 年開始修建，因為是贖罪教堂，資金的來源主要靠個人
捐款，捐款的多少直接影響到工程進度的快慢，所以至今還未完工，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還未完工
就被列為世界遺產的建築物。

第9天

法國（馬賽）~【重本安排岸上觀光連午餐】~
漫遊馬賽橫街小巷 ~ 聖母守護院 ~ 隆尚宮（外觀拍照）~
卡斯特蘭廣場 ~ 圓亭噴泉
【聖母守護院】
：是位於法國馬賽的一座羅馬天主教宗座聖殿。這座華麗的新拜占庭式教堂坐落在
馬賽的制高點，馬賽老港南側海拔162米的石灰岩山頂。守護聖母聖殿是馬賽的主要地標，也是
每年8月15日聖母升天節的朝聖地點。當地居民通常稱之為 la bonne mère（意為「好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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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港口
Ports

到達
離開
Arrival Departure

意大利 ~ 熱那亞碼頭離船 ~【午餐】~ 摩納哥 ~ 蒙地卡羅 ~
【蒙地卡羅歌劇院 ~ 蒙地卡羅賭場】（外觀）~ 熱那亞 ~
酒店休息
第 10 天

【大賭場 (Grand Casino)】
：擁有一個大平臺讓遊客能夠遠眺從摩納哥到義大利城市Bordighera的風
景。大賭場整幢建築物包含不同的建築風格。在西面臨海最古老的建築是由巴黎歌劇院的建築師
Charles Garnier於1878年設計。而最新裝飾了各種墻紙和油畫及使用巴洛克式的鍍金的劇院和賭場
則建於1910年。訪客如要進入賭場，必須穿著正式禮服才可進入。賭場前方為熱帶庭園 (Jardin
Exotique)。
【住宿】：Columbus Sea 或同級
*（晚餐自理）

08:00

-

-

-

-

-

熱那亞 ~ 菲拉利廣場 ~ 哥倫布故居 ~ 自由活動 ~
指定時間集合
第 11 天

第 12 天
團號

【哥倫布故居】14世紀50年代，哥倫布一家就住在這間樸素的織布工小屋裡。故居的内 部布置雖
然簡單，但是主題内 容相當豐富。門道右手邊有一間小房間，擺放一本厚厚的複制資料，第一
頁便是據稱証明哥倫布誕生在熱那亞的証據文書。
*（午餐自理）

安抵香港
艙房類別

成人/小童佔半房

ZMMG12I1

內艙房 Inside Cabin Cat. I1

FULL

ZMMG12O1

海景房 Ocean Cabin Cat. O1

FULL

ZMMG12B1

露台房 Balcony Cabin Cat. B1

33990 起
減$1000

2-11 歲小童機票

1100

港口服務費及稅項
香港及當地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稅、香港機場建設稅

成人：約$691

船上服務員小費
(價格以美金每位計算；於船上繳付及最終公佈為準)

2 月 15 日前報名每房減 6000（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小童：$571 (2-11 歲)
US70

4 人或以上同行優惠每位減 1000

*圖片只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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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 CONDITIONS 條款及細則
備註：
1) 費用均以成人/小童每位價作為單位，並以港幣計算。
2) 費用不包括香港及當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如適用)及其他應付稅項、港口服務費、簽證費用、旅遊保險、船上服務員小費及其他個人消費。
3) 此團免收領隊導遊服務費。
4) 訂金每位港幣$8,000。訂位一經確認，訂金將不獲退回
5) 出發前 60 天必須繳付尾數。
6) 訂金一經確認，概不可更改日期、航線及退款。
7) 機位及艙房住宿根據航空公司及遊輪公司之實際供應情況而定。
8) 其他條款按本公司之“訂購條款與責任細則”為準，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查詢或瀏覽本公司網頁。
9) 如因航空公司或遊輪公司增加或減收燃油附加費及稅項、或因外幣匯率浮動等，客人須繳交或獲本公司退回差額。實數以出機票及船票時作準。
10) 以上費用及條款如有任何更改，恕不另行通知。
11) 客人需持有回港日期起計不少於 6 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一次或多次(如適用)之入境簽證，本公司對客人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不負責。
12) 「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
13) 香港保安局推出黃、紅、黑三色『外遊警示制度』以評估到訪國家之風險。詳情請參閱保安局網頁:www.sb.gov.hk 或致電(852)1868。
14) 以上價目只適用於 1 月 10 日起預訂。
遊輪備註：
1) 因應遊輪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請提供有效旅遊證件之副本。
2) 遊輪上各項收費，均以美金結算，敬請注意。
3) 團體艙房號碼將於辦理登船手續時由船公司派發及安排。艙房層數及位置將以遊輪公司最後安排為準。遊輪公司亦可在不收取額外費用下
提升艙房至較高級別，客人不得異議。
4) 遊輪上之晚膳(於主餐廳)均以團體坐位安排，敬請留意。
5) 遊輪公司規定以離船日為基準，此行程不適合 24 週或以上孕婦及 6 個月或以下嬰兒參與。
6) 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於 2009 年 10 月 9 日發出第 177 號決議指引：若因「迫不得已理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怖襲擊、天災、疫症、惡劣
天氣、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臨時更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工業行動、旅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生組織發出旅遊警告、香港特區
政府發出旅遊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不能控制的不利旅客外遊的情況，本公司或 MSC 遊輪 (簡稱’”遊輪公司”)均不會作
出任何補償，顧客不得異議。
7) 如因天氣惡劣、海面狀況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不得已的情況下(請參照遊輪備註第 6 點)而不能停靠或更改行程，顧客同意及接受遊輪公司或
本公司不需作出任何補償。
8) 航程中港口啓航/抵達/停靠時間會按航行情況有所調整/更改/取消，一切以遊輪公司最後安排為準。顧客同意及接受遊輪公司有最終的決定及
不會當作違反商品說明條例，亦就此放棄向遊輪公司或本公司追討或索償。
9) 行程中啓航及抵達港口時間會按情況有所調整，一切以遊輪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10) 其他有關 MSC 遊輪之條款及細則，均以網上刊登之條款為準，請瀏覽網頁：https://www.msccruisesusa.com/en-us/Homepage.aspx
11) 本公司及 MSC 遊輪保留權利隨時更改以上條款及細則。若有任何異議，本公司及 MSC 遊輪保留一切最終決定權。
12) 行程中自費活動之價錢請參閱歐洲自費價目表。
13) 如自由購物當天碰上為星期日或公眾假期，大部分店舖將會休息或關閉，屆時此節目會被取消，敬請留意。
14) 香港英國(海外)護照HKBNO 是免簽證入境，但由於當地移民局有可能按個別情況要求持HKBNO 之客人辦理落地簽證，費用約歐羅65，
並需等侯約一天時間，因而影響部分行程不能參與，本公司現建議客人盡量採用香港特區護照作旅遊證件！
15) 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的第223 號指引，旅行社如因「迫不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
處理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價目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12

去程
回程

航線

起程時間

到達時間

香港  多哈  比薩
比薩  多哈  香港

0030-1930
1430-1630

0700-1000
1400-1600

*航班時間最終以茶會公佈為準。

*圖片只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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