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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號遊輪 

14 夜西地中海遊輪 
雅典到羅馬 

 

船名: Regal Princess  
建造: 2014 年 

整修：2017 年 

噸位: 142,229 噸 

容量: 3,560 人 

 

日期 碼頭 抵達 出發 

1 

雅典,希臘 Athens (Piraeus), Greece 

今日在登船之前,您可自費參觀市區，登上燦爛奪目的阿克波裏斯

，參觀潔白巍峩，巧奪天工的巴特農神殿及雅典那女神廟。皇宮、

宙斯神殿、奧林匹克運動場。以及至總理府，您可以同足穿木鞋的

衛兵攝影留念。或是沿愛琴海畔往南行，前往著名的海神廟 

TEMPLE OF POSEIDOM 參觀，在海神廟居高臨下眺望愛琴海， 

景色壯麗。 

 7:00 pm 

2 

聖多里尼，希臘 Santorini, Greece 

到了聖多里尼，白色房屋配著藍色屋頂的房屋，給人一種童話世界

的遐想；而愛琴海無庸置疑的更提供人們許多靈感上的啟發。下船

後，您可自費搭乘小船參觀 PALEA 及 NEA KAMENI 島；前往位在 

北邊極陡峭山崖如畫般的傳統村莊的 OIA，四邊環海風景絕佳。也

可前往座落在最漂亮的小島之一的 BONTARI 釀酒廠，在此您可瞭

解到品酒的藝術，也可帶些美酒回去與親人分享。藉由此趟行程，

您可了解希臘的文化和傳統。 

7:00 am 7:00 pm 

3 海上巡遊 At Sea   

4 

科托爾,蒙特內哥羅 Kotor, Montenegro 

科托爾是蒙特內哥羅的一個海岸城市，位於科托爾灣最深入之處，

是科托爾區（面積 335 平方公里）首府。是蒙特內哥羅著名的旅遊

勝地。科托尔港自然与历史文化区是世界遺產。 

7:00 am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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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墨西拿，西西里島, 義大利 Messina, Sicily, Italy 

今日遊輪抵達西西里島，您可自費參加岸上觀光節目，前往位於半

山上的 TAORMINA，此中古世紀的城市，充滿著希臘時代的古迹

及中古世紀的雄偉建築，參觀古希臘劇場廢墟、大教堂、修道院

等。或是前往 ETNA 火山，參觀此歐洲最活躍的火山，沿途葡萄

園、桔子園遍佈，結實累累，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Noon 8:00 pm 

6 

那不勒斯, 義大利 Naples (Capri), Italy 

今日遊輪抵達融合古典希臘文化及羅馬建築藝術於一體的那不勒

斯。您可自費前往紀元一世紀時，為火山灰掩蓋的龐貝城廢墟參

觀，二千年前的繁華都市於穿越城門後赫然呈現。或是沿美麗海岸

線前往蘇連多，斷崖絕壁綿延的海岸線，充份顯出南義海岸特有風

光。您亦可搭船前往聞名的渡假小島卡不里，漫步於浪漫的大街小

巷感受義大利特有的風情. 

7:00 am 7:00 pm 

7 海上巡遊 At Sea   

8 

巴塞隆那, 西班牙 Barcelona, Spain 

巴塞羅那是加泰隆尼亞地區的首府，是一處有着顯著歷史痕跡的地

方，遊客可以從歌德區的中世紀街道體會到這一點。同時，這是一

個可以取悅遊人感官的城市：例如到訪出世的現代主義風格的教

堂，如由高迪所設計的米拉之家，或者在街邊的咖啡店一嚐各式地

道小食。如果，您要提早到巴塞隆那城市玩幾夭［極品假期］可以

為您安排精彩的城市觀光。 

5:00 am 10:00 pm 

9 海上巡遊 At Sea   

10 

直布羅陀,英國海外領土 Gibraltar, UK Territory 

今日遊輪駛經直布羅陀海峽，這裏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軍事要

地，控制著地中海進出大西洋的咽喉，您可在遊輪上欣賞著名的直

布羅陀巨石。值得一提的是直布羅陀是全歐洲唯一有野生猴子（巴

巴利獼猴）的地點，也是著名的觀光景點之一。抵達後您可自費參

加岸上觀光節目，前往歐洲之點，遠眺直布羅陀海峽及海灣、西班

牙本土，甚至於晴朗的日子還可看到非洲大陸，並可登上直布羅陀

巨石造訪聖馬可岩洞等。 

7:00 am 5:00 pm 

11 海上巡遊 At Sea   

12 

馬賽,法國 Marseille, France 

馬賽（Marseille）是法國第二大城市，也是法國最大的商業港口的

所在地，也是法國東南方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這座地中海之門可追

溯至公元前 600 年，古樸的街區、一流的購物場所和享譽世界的海

鮮。緩緩登上 500 英尺高的加德山（Garde Hill），將有 360 度全 

俯瞰整個城市的美景；您可參觀最受歡迎的地標─1864 年拜占庭

風格的聖母大教堂（Notre Dame de la Garde），上面有聖母瑪 

利亞的鍍金雕像。整個城市的浪漫氣息，讓藝術家及作家都激發出

許多的創作靈感。也造就了如保羅‧塞尚等聞名畫家。 

8:00 am 6:00 pm 

13 

熱那亞,義大利 Genoa, Italy 

今日專車前往哥倫布誕生地，亦是義大利的第一大港口－Genoa 

熱內亞。熱內亞為一歷史相當悠久的城市，為舊時利古里亞人的首

 
 

7:00 am 

 
 
9: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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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亦為中世紀時獨立的海洋共和國；同時更是義大利第一大港口

，也是地中海第二大港（僅次於法國馬賽）。於 2 0 0 4 年，與 

法國的里耳一同由歐盟政府定為歐洲文化首府。大部份的旅客都會

造訪地標之一的聖羅倫索大教堂，亦可造訪觀深受船員仰賴的 

L a n t e r n a 燈塔，此燈塔為世界上仍在運作之最古老的燈塔， 

亦為最高的五座燈塔之一；由畫家魯本斯譽為「全歐洲最美麗的街

道」：V i a G a r i b a l d i 新街，建於十六世紀，當時城市中貴族 

家庭所造，兩旁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劇團，及熱內亞市中最為壯觀美

麗的巴洛克風宮殿，此地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您可在此

細細欣賞建築物的精緻，並愜意的散步其中。或可參加自費前往義

大利米蘭及以彩色屋舍聞名的波托菲諾漁村。 

 

14 

佛羅倫斯/比薩（利沃諾）,義大利 Florence/Pisa (Livorno), Italy 

上午豪華遊輪抵達利沃諾。您可以自費參觀遊覽聞名於世的比薩，

於綠草如茵的奇蹟廣場上，欣賞列名世界七大奇景、造型令人費解

的比薩斜塔。或是前往文藝復興發源地－翡冷翠，前往米開朗基羅

廣場，俯瞰翡冷翠全景。但見亞諾河畔，交錯著紅瓦白牆建築，訴

說此一文藝復興之都的光輝。或是前往參觀翡冷翠的美麗地標聖母

百花教堂，巨大的八角形圓頂，襯托白色的大理石外觀，乃文藝復

興建築的極致代表作。前往文藝復興大師但丁之家、並於市政廳廣

場欣賞雕塑名作，如海神像、大衛像等藝術精品。 

7:00 am 7:00 p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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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郵輪靠岸, 可以在早餐後下船.羅馬是天主教聖地，亦為世界 

最迷你的國家教皇國－梵諦岡，參觀費時一百五十年雄偉壯麗、舉

世無雙的聖彼得大教堂，其內外的銅像、雕刻、彩石馬賽克壁畫，

無一不是超凡入聖的藝術結晶.参觀西斯汀禮拜堂，一覽文藝復興

大師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傑作。其他如：萬神殿、許願泉、鬥

獸場及君士坦丁凱旋門、紀念義大利統一的白色殿堂忠烈祠、納佛

那四河噴泉、著名的西班牙廣場等。「羅馬假期」的街頭場景均歷

歷在目.如果,下船之後, 您想在羅馬城市多玩幾天, ［極品假期］ 

可以為您安排精彩的城市觀光。 

5:00 am  

行程依遊輪公司規定可能有所調整。 
 

*價格是每人單價，两人一房，價位由內艙起算，如有價位變更, 將不另行通知，請以遊輪公司為準。報價不含政

府稅費（税金也可能會有變）以上行程不包含機票或個人保險, 我們建議您另購旅遊醫療及取消等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