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效日期 : 12/09/2022 

由於航空公司、郵輪公司等不定時調整價格，以上行程及價格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另郵輪之行程以郵輪公司所公佈之爲準。各位歡迎隨時來電諮詢

郵輪公司會員優惠，此優惠受若干條款限制。Rates are per person. Price may be withdrawn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Space i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t time of booking. Valid on new individual booking only. NGH Cruis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at any conditions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天馬郵輪專線 : (905) 474-9628 
nghtours.com 

ROSY230514 

    雙人內艙房      
每位加幣 

包括:郵輪船費,來回多倫多機票,港口稅,及離境稅 

原價 $3898 

$3598 起    

另包:巴塞機場接送,岸上觀光,巴塞隆拿航後兩日之旅 

享受以上特惠價，客人需參加天馬所有岸上+航前觀光項目 

並不包括: 船上和岸上觀光小費及郵輪公司保留收取燃油附加費之權利。 

    *****歡迎查詢提升其他級別艙房，或第3/4位同房乘客優惠價格***** 

郵輪公司建議船上服務員的小費：USD$16.00 /每晚/每位乘客（船上小費以出發時船公司定價為準）。 

本公司建議給予當地導遊，助理，司機,機場至酒店及碼頭至機場接送司機及天馬領隊小費 

每位乘客總共歐元€130。最終領隊服務費以茶會公佈為準。  

岸上觀光團之價錢是基於30人或以上－專車計算；如人數不足，團費將有所改變  

華籍 
領隊 

10天皇家地中海經典四國之旅  
乘坐22萬噸全球最大郵輪系列 SYMPHONY of the Seas  

2023年5月13日 出發  

日期  天數  停泊港口  抵達  啟航 

May 13  1  多倫多乘坐直飛西班牙巴塞隆拿      

May 14  2  西班牙 巴塞隆拿 Barcelona, Spain     6:00pm  

May 15  3  西班牙 馬略卡島 帕爾馬 Palma de Mallorca, Spain  8:00am   4:00pm  

May 16  4  法國 普羅旺斯 馬賽 Provence (Marseilles), France   9:00am   6:00pm  

May 17  5  意大利 佛羅倫斯/比薩 拉斯佩齊亞 Florence /pisa (La Spezia), Italy   8:30am   8:30pm  

May 18  6  意大利 羅馬 奇維塔韋基亞 Rome (Civitavecchia), Italy   7:00am   8:00pm  

May 19  7  意大利 那不勒斯 卡普里島  Naples (Capri), Italy   7:00am   7:00pm  

May 20  8  海上同樂 At Sea     

May 21 
 

9  
抵達巴塞隆拿後，隨即開始巴塞隆拿航後兩日之旅*， 

入住一晚當地酒店 
 5:00am    

May 22  10  西班牙 巴塞隆拿  Barcelona, Spain      



生效日期 : 12/09/2022 天馬郵輪專線 : (905) 474-9628 
nghtours.com 

第2天: 巴塞隆拿，西班牙 Barcelona, Spain 
客人可自行乘車由機場往碼頭上船。 

**遊覽團團費並不包含機場至碼頭的接送費用，本公司可提供專車接送服務，每位$XX美元，但需要有一定的

參加人數，本公司才會安排接送服務。詳情請向本公司的郵輪顧問查詢。 

第5天: 佛羅倫斯/比薩, 意大利 Florence / Pisa , Italy 
佛羅倫斯/比薩—大教堂廣場 > 領主廣場 > 韋基奧橋 > 比薩斜塔 

【大教堂廣場】由三座有古典氣派的建築物所組成, 包括聖母百花大教堂, 聖佐凡尼洗禮堂, 喬托鐘塔。 

【領主廣場】佛羅倫斯最大的廣場，廣場上有海神噴泉、涼廊和漂亮的雕塑, 如仿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 

【老橋】佛羅倫斯市內一座中世紀建造的石造拱橋，橫跨在阿諾河上，是義大利現存最古老的石造圓弧拱

橋，也是佛羅倫斯著名的地標之一。  

【比薩斜塔】(外圍參觀) 位於佛羅倫斯附近的比薩城，是比薩主教堂旁的鐘塔，起建於西元1173年，由於先

天就有地基傾斜的問題，即使後來曾經不斷的修補，建造完成時整座鐘塔還是偏離了2.1公尺，不過也因為

如此，才讓這座鐘塔名聞天下。注: 客人要能走大約3.5英哩路和10-15步的鵝卵石地。而停車場與奇蹟的領

域距離約15分鐘步行時間。“奇蹟的領域” 及聖十字教堂入場費不抱括在團費之內。因時間關係行程不會

進入比薩斜塔之內參觀。 

早、晚餐於郵輪上, 午餐自行安排 (旅客自費)  

海洋交響號 – 地中海岸上觀光  

ROSY230514 

第3天: 馬略卡島帕爾馬，西班牙 Palma de Mallorca, Spain 
帕爾馬 > 索列爾 > 帕爾馬鬥牛場 > 帕爾馬主教座堂 > 貝利韋爾城堡  

【索列爾】索列爾位於馬略卡島的西北部，擁有西班牙的熱情與地中海的夢幻風情。乘坐擁有百年歷史的木

頭小火車，沿途欣賞索列爾港的碧海藍天一望無際的海港景色。 

【帕爾馬鬥牛場】帕爾馬鬥牛場是一個公開的鬥牛場。除了鬥牛之外，還承辦馬術等其他體育賽事。許多文

化活動也在這個空間利用其地理位置和座位容量進行。 

【帕爾馬主教座堂】是一座哥德式的羅馬天主教主教座堂，興建在一座阿拉伯清真寺的遺址上。風格為加泰

羅尼亞哥德式，它由阿拉貢國王海梅一世始建於1229年，直到1601年才完成。它位於帕爾馬老城內，介於阿

爾穆德納王宮和主教宮之間，俯瞰著地中海。1901年，主教座堂修復工程開始五十年後，安東尼·高迪應邀

參加了該項目。 

【貝利韋爾城堡】是一座哥特式城堡，位於馬略卡島帕爾馬西北3公里的小山上，由國王阿拉貢的詹姆士二世

興建於14世紀，兼有王宮和防禦的功能。其獨特之處是它的形狀，從外牆到內院，都是圓形，是歐洲的少數

幾座圓形城堡之一。從18世紀到20世紀中葉，這座城堡長期作為軍事監獄使用，現在屬於帕爾馬市議會所

有，是馬略卡島上主要名勝古蹟之一，該市的歷史博物館也設在這座城堡。  

早、晚餐於郵輪上, 午餐自行安排 (旅客自費) 

第4天: 馬賽，法國 Marseille, France 
馬賽 > 聖母守望院 > 隆尚宮 > 舊港 

【聖母守望院】是馬賽人的精神支柱, 馬賽的至高點，可以俯瞰整個市貌，教堂內鑲滿色彩繽紛的大理石，華

麗而莊嚴，是著名的杜塞爾多夫大學之作。 

【隆尚宮】】(外圍參觀) 是馬賽的一座宏偉建築，位於第四區的動物園大道。隆尚宮包括三個主要部分：中

部：紀念在馬賽修建運河，東翼，美術博物館，西座：自然史博物館，宮殿前是一個宏偉的噴泉。中央部分

表現了四頭牛和三名婦女。 

【舊港】在這古老的碼頭及城市的心臟，你可俯瞰到整個壯麗的聖讓堡壘和尼科拉堡壘的景色，守衛著碼頭

的入口，以及市政府和馬賽交通最繁忙的商業大道加尼畢耶大道。團友將會有短暫時間於舊港購買紀念品。

早上郵輪停泊在土倫(法國)導遊的帶領下參觀，這個城市歷史悠久的一面。離馬賽碼頭不遠的山頂矗立一座

雪白美麗的教堂，即聖母守望院，是馬賽人的精神支柱。聖母院是馬賽的至高點，可以俯瞰整個市貌，教堂

內鑲滿色彩繽紛的大理石，華麗而莊嚴，是著名的杜塞爾多夫大學之作。之後到達Longchamp Palace，一座

極具歷史紀念性的堡壘，周圍裝飾著宏偉的噴泉，瀑布和花園，在此作短暫停留拍照。最後將於舊港停下，

在這古老的碼頭及城市的心臟，你可俯瞰到整個壯麗的聖讓堡壘和尼科拉堡壘的景色，守衛著碼頭的入口。 

早、晚餐於郵輪上, 午餐自行安排 (旅客自費) 



第6天: 羅馬, 意大利 Rome, Italy 
羅馬 > 梵蒂岡 > 聖彼得大教堂 > 羅馬廢墟 > 鬥獸場 > 君士坦丁拱門 > 威尼斯廣場 > 萬神殿 > 許願池  

> 西班牙台階  

【聖彼得大教堂】位於梵蒂岡的天主教宗座聖殿，建於1506年，為天主教會重要的象徵之一。作為最傑出的

文藝復興建築和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可容納超過六萬人，聖伯多祿大殿被視為是天主教會最神聖的地點。  

【羅馬鬥獸場】(外圍參觀) 在這個巨大的圓形露天競技場上, 數十萬角鬥士和罪犯在公共娛樂的名義下葬身在

這裡。這是一個上演位世界上最殘酷兇狠戲劇的舞臺, 沒有任何建築可以與它相提並論。 

【萬神廟 】是一座古羅馬時期的宗教建築，後改建成一座教堂。公元609年，東羅馬帝國皇帝將萬神廟獻給

教宗博義四世，後者將它更名為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這也是今天萬神廟的正式名稱。 

【許願池】全世界慕名而來的遊客絡繹不絕。傳說只要背對著許願池往左肩方向將硬幣投入噴泉的池內, 許

下的願望就會實現, 但第一枚硬幣許下的願望必須是重回羅馬, 第二枚硬幣許的願望才會靈驗。 

【西班牙台階】- 這裡集結了世界一流的名店，團友將於這世界著名的地區自由活動或購物。 

  進入聖彼得大教堂必須穿著的服裝，短褲、無袖上衣及暴露的衣物是不允許內進。旅客會被要求在指定地

方檢查袋子、背包。 如導遊認為在聖彼得大教堂檢查地方排隊等候檢查需時超過45分鐘，將會放棄大教堂

的內部參觀，會在外面詳盡的描述。(適用於逢星期日休館以及逢星期三的彌撒) 茲因保安理由，大教堂亦

有可能會關閉，取決於在大教堂內的人數 。 

早、晚餐於郵輪上, 午餐自行安排 (旅客自費)  

生效日期 : 12/09/2022 天馬郵輪專線 : (905) 474-9628 
nghtours.com 

岸上觀光團費用包括 岸上觀光團費用不包括 

 行程所列安排  

 全程導講機使用 

 個人消費及飲品  

 機場/碼頭接送 

 導遊, 司機, 助理, 行李搬運員小費  

 入場費及膳食, 自選行程, 旅遊保險 (除非行程中有列出)  

海洋交響號 – 地中海岸上觀光  

ROSY230514 

第7天: 那不勒斯/卡普里（索倫托），意大利 Naples / Capri (Sorrento), Italy  
那不勒斯 > 平民表決廣場 > 翁貝托一世拱廊街 > 索倫托 > 龐貝古城  

【平民表決廣場】19世紀初，那不勒斯國王若阿尚·繆拉開始建造，他規劃了廣場及其建築以取悅拿破崙。

拿破崙失勢後，波旁王朝復辟，費迪南多四世繼續完成建築，但是建成後歸屬教會，奉獻給16世紀曾在此

修道的保羅聖芳濟。 

【翁貝托一世拱廊街】建於1887年，得名於翁貝托一世，有類似米蘭埃馬努埃萊二世拱廊街的透明玻璃屋

頂，十字形平面，中間為穹頂。翁貝托一世拱廊街既是一個購物中心，也是那不勒斯人社會生活的中心。  

【索倫托】城築於海濱的峭壁上，為橘、檸檬、橄欖與桑等樹叢所圍繞，為一景色綺麗的遊覽區。主產葡萄

酒與檄欖油和捕魚。細木鑲嵌、花邊等手工藝品著名。有十四世紀修道院與中世紀雕刻、繪畫藝術。  

【龐貝古城】為古羅馬城市之一，位於灣維蘇威火山腳下。龐貝於公元79年遇維蘇威火山噴發而遭火山灰覆

蓋。1599年，因開闢地下水道欲引沙諾河水時發現了有雕刻的古牆，被建築師多梅尼科·豐塔納發現。 

1997年，龐貝城考古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早、晚餐於郵輪上, 午餐自行安排 (旅客自費)  

第8天: 海上同樂 At Sea 
郵輪全日於海上航行，團友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品嘗美食 

第9天: 巴塞隆拿，西班牙 Barcelona, Spain 
早餐後，辦理下船手續於指定時間開始巴塞隆拿岸上觀光。 

早餐於郵輪上 

*** 只接受銀行本票現金，不得退款。如使用信用卡付款需額外收取4%附加費。岸上觀光團之價錢是基於40人或以上－專車計算；如人數不足，團費將有所改變。*** 

本公司建議給予當地導遊，助理，司機,機場至酒店及碼頭至機場接送司機及天馬領隊小費：每位乘客總共歐元€130。 

http://www.vacationstogo.com/cruise_port/Barcelona__Spain.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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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括:  費用不包括 

 行程所列安排及車船接駁  

 接送 (只限於指定時間，以本公司的團體機票

航班為準) 

 一晚酒店及早餐 

 全程導講機使用 

 個人消費及飲品 

 導遊，司機，助理，行李搬運員小費  

 入場費及膳食，自選行程，旅遊保險 (除非行

程中有列出)  

 巴塞隆拿住宿酒店稅項 

岸上觀光團之價錢是基於40人或以上－專車計算；如人數不足，團費將有所改變。 

第10天: 西班牙巴塞隆拿 ✈ 加拿大多倫多  
酒店早餐後，於指定時間乘車前往機場搭乘航班返回原居地。 

早餐於酒店, 午餐航班上 

第9天: 西班牙巴塞隆拿  
巴塞隆拿 > 蒙特惠克山 > 蒙塞拉特修道院 > 加泰羅尼亞廣場 > 巴塞隆拿主教座堂 > 奎爾公園 > 聖家堂  

【蒙特惠克山】是巴塞隆拿市中心西南的一座山丘，俯瞰着港口。山丘上建有國家宮、魔法噴泉、西班牙

村、甘帕尼斯奧林匹克體育場，1992年蒙特惠克為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地。 

【蒙塞拉特修道院】位於西班牙加泰羅尼亞中部山峰蒙塞拉特山的本篤會修道院。修道院是加泰羅尼亞最重

要的宗教聖地，它的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運營的出版社之一，第一本書出版於1499年。修道院裏供

奉的蒙塞拉特聖母態像（因雕像呈黑色而又稱為「黑聖母」），是加泰羅尼亞人最喜愛的主保聖人。  

【加泰羅尼亞廣場】是巴塞羅那市中心的一個大型廣場，市區最繁忙的地段數條重要街道交匯於此，舊城區

幾條重要的購物街道、百貨公司和歷史悠久的大型建築物都在廣場四周。不論是火車站、地鐵站還是巴士站

都可以在廣場找得到，不少市區遊客觀光巴士的上車點都設於這裡，因此廣場被視為重要的中央交通樞紐。 

【巴塞隆拿主教座堂】巴塞隆拿哥特區的一座哥德式建築，天主教巴塞隆拿總教區的主教座堂。這座主教座

堂興建於13到15世紀，主要工程在14世紀完成。新哥德式的立面修建於19世紀。  

【奎爾公園】由加泰隆尼亞建築師安東尼·高第設計，該公園建於1900年到1914年，並於1926年作為公共公

園正式對外開放。198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為世界遺產。  

【聖家堂】是位於巴塞隆納的一座未完工的天主教教堂，由安東尼·高第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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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工就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建築物。 

早餐於遊輪上, 午餐、晚餐自行安排 

旅遊細則、額外收費、注意以下事項：  
* 為保障閣下利益，天馬郵輪強烈建議旅客購買旅遊保險。 

* 團費將會根據然油附加費上升而有所調漲。 

* 岸上觀光團團費會因匯率調整而有所變動，所有已付清團款的客人，將不受匯率調整影響。 

* 因當地旅遊專車的行李儲存箱空間有限，乘客只限攜帶一件大型行李箱及一件手提行李，否則當地的行李托運接

待員有可能收取額外行李托運費用，大約每件行李€10** 。 

* 巴塞隆拿住宿新稅項：於2012年11月1日起，各旅客須與直接繳付住宿稅給入住之巴塞隆拿市酒店，每人每天收

費€3歐元四星級酒店，旅客16歲或以下豁免收費，旅客需於最後一天直接於酒店櫃檯繳付稅項 (此稅項的金額如

有任何改變，本公司並不負責，巴塞隆拿Pre/Post Cruise之價錢並不包括此稅項在內)。 

* 團友有責任再次確認出發/抵達的飛機航班及時間，任何飛機航班時間改變，將由團友自行負責。 

* 行程、膳食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不另行通知。天馬郵輪會保持行程準確。但在非本

公司能力範圍以內所能控制之特殊情況下，於出發前或出發後，本公司將保留更改行程次序之權利。本公司將不

會對以下任何一項情況下所引致之損失負任何責任，遺失，損傷，費用，開支，延遲或損失，任何自然種類，非

本公司或供應商能力範圍以內所能控制情況下，包括原定班取消或延誤，天災，罷工，停工，或其它勞資糾紛或

中斷，戰爭，封鎖，造反，暴亂，地震，天氣情況，水災，或政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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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細則、額外收費、注意以下事項：  

1. 以上團費費用均以成人每位價作為單位，並以加幣計算。郵輪公司的港口服務費及碼頭稅包括在內。 

2. 所有燃油附加費未計在內，視乎郵輪公司而定。 

3. 如遺失或損毀導講機, 罰款為美元$100。 

4. 以上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 如因航空公司或郵輪公司增加燃油附加費及稅項、或因外幣匯率浮動等，客人須繳交差額。實數以出機票及船票時作準。 

6. 若出發日期多於登記90天訂金需於24小內繳交，或出發日期於登記90天內訂金需立即繳交；否則作自動取消登記。 

7. 餘款需於出發前90天繳付，否則作自動退團論，訂金自動作廢。 

8. 出發前天數不包括通知日及出發日。 

9. 報名後，團員因私人理由要求取消或更改姓名、出發日期及旅團等，本公司將根據郵輪公司的細則處理。 

10.小童收費是指十二歲以下與父母在郵輪同房及佔床計算。 

11.如單數報名，必需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12.在任何情況下人客取消出發或郵輪更改船程路線，所有已繳付的燃油附加費、港口服務費、碼頭稅、郵輪上服務費均不獲

退還。 

13.電子船票及電子機票於出發前3星期內領取。 

14.客人需持有由回程日期起計不少於6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入境簽證，本公司對客人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

責。如所持之旅遊證件須申辦入境簽證，持證人必須於出發前辦妥有關之入境簽證。 

15.懷有24週身孕客人不接受登船(以啟航首日為基準)及6個月以下嬰兒不接受登船(以啟航首日為基準)。 

16.客人必須帶同返回原居地機票，否則郵輪公司可能拒絕其登船。 

17.如自備機票，費用及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查詢。 

18.本公司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郵輪備註 

1. 因應郵輪公司要求，客人報名時請提供有效旅遊證件之副本及住址資料。 

2. 郵輪上各項收費，均以美元結算，敬請注意。 

3. 艙房層數及位置將以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4. 因郵輪的3，4人房受到載客人數限制的關係，故報名時未能即時確認。如因此限制，日後未能安排，客人可選擇採用雙人

客房收費，或可選擇退出，訂金將全數退回。 

5. 應郵輪公司要求，凡21歲以下的貴客，需與同行成年人仕同房，若非與父母同行的貴客,需於出發前出示父母同意授權書

(己婚夫婦則可提供結婚証書代替)。 

6. 行程中“離開”及“到達”港口時間可能會有所調整，一切以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7. 行程內次序，郵輪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及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客人不得異議。 

8.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的行程之項目，並不會因而作出補償，

各貴賓不得異議。 

9. 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本公司或郵輪公司不會作出任何補償，顧客不得

異議。 

10.其他有關郵輪公司之條款及細則，均以郵輪公司英文行程書內之條款及網上刊登之條款為準。 

11.本公司及郵輪公司保留權利隨時更改以上條款及細則。若有任何異議，本公司及郵輪公司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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