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SC 詩歌號東地中海郵輪假期 12 日】 

義大利.希臘.克羅埃西亞 .阿爾巴尼亞 

 

 



 



 



 

 
 

 



 

 

●全程安排無線導覽器，讓您在走行程時還可以聽到領隊清楚的解說。 

 

 

 

    

天 數 交通工具 班 機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中國國際航空 CA196 桃園 15:00 浦東 17:00 02 小時 00 分 

第二天 中國國際航空 CA967 浦東 01:30 米蘭 07:15 12 小時 45 分 

第十一天 中國國際航空 CA968 米蘭 11:30 浦東 05:50 11 小時 20 分 

第十二天 中國國際航空 CA195 浦東 12:05 桃園 14:00 01 小時 55 分 

 

●如遇航空公司變動航班，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並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此班機在 上海/北京 轉機，故請準備至少 6 個月效期之台胞證。 

 

 

 

 

 

 

 

 

 



 

參觀景點標示：★入內參觀或包含門票 / ◎下車拍照 / 未標示者，車行經過。 
 

第 1 天 桃園機場浦東 / 北京 (轉機點)米蘭 

今天於桃園機場集合，開始實現夢寐以求的夢幻東地中海之旅。 

食 早：X 午：X 晚 : X 

宿 夜宿機上 

 

第 2 天 米蘭→維洛納 

 

【推薦自費行程】(含入城、接送、市區觀光、維洛納住宿一晚)  

 

◎矩形的磚造城堡～史豐哲斯可城堡 Castello Sforzesco 

建於西元 1466 年是當時米蘭公爵的居住地，名稱來自當時的公爵 Francesco Sforza，史豐哲斯可城堡

保留相當完善，是義大利境內少數留下來完整的城，來到義大利米蘭絕對不能錯過這個具有相當珍貴歷

史意義的城堡。他緊臨一個佔地相當廣大的◎仙皮尼歐公園（Parco Sempione），是米蘭當地居民主要

的休閒場地，綠地與鮮花形成一幅相當優美的圖畫，公園內有競技場和噴水池，往裡走就可以到達擁有

許多戶外表演或展示的◎但丁大道，走到盡頭就可以看到世界著名的米蘭大教堂。 

 

 ◎米蘭的精神地標物～米蘭大教堂 Duomo di Milano 

矗立於市中心，是米蘭的市標，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擁有

135 座尖塔、2245 尊雕像，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米蘭

大教堂正面融合了哥德、文藝復興、新古典等多種風格，

也是世界第二大的哥德式教堂，青銅的大門極為氣派，雕

刻的主題與宗教和米蘭的歷史息息相關，正面造型各異的

雕像無不展現藝術之精粹，聞人徐志摩曾以「大理石的詩

篇」來形容其教堂之美。 

 

 

 ◎米蘭的華麗客廳～艾曼紐二世迴廊 

這座華麗的商場素有「米蘭的客廳」之稱，匯集了各種店家。

整個樓面呈現拉丁十字形，拱廊中上有玻璃鋼架圓頂，下有馬

賽克鑲嵌畫地板，像是一個大型的藝廊一般。 

 

 

 



 

 

 ◎史卡拉廣場～又名達文西廣場 Piazza della Scala 

順著艾曼紐二世迴廊一路走到底，步出迴廊，又是一片寬

廣，這裡就是達文西廣場，廣場上有一座李奧納多‧達文西

雕像。在這座低頭沉思的雕像下方，則是達文西四位最傑

出的弟子；達文西曾在米蘭待過相當的時間，創作過不少

名作，如有名的《最後的晚餐》，並受邀規劃米蘭市容。

繞過噴泉就是舉世名的◎史卡拉歌劇院，這是一座新古典式

的歌劇院，大廳內有義大利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維瓦弟、

羅西尼等人的雕像。 

 

 ◎維洛納 Verona 

義大利最古老、最美麗、最榮耀的城市之一，拉丁語的意

思為「最高雅的城市」，位於阿迪傑 Adige 河畔二十七萬

人口，北靠阿爾卑斯山，南通首都羅馬，西臨經濟重鎮米

蘭，東接水都威尼斯，是義大利北部維內托 Veneto 地區僅

次於威尼斯的第二大城市，交通四通八達，是歐洲和義大

利鐵路、公路的主要樞紐，從古至今它是中歐和北歐諸國

進出義大利的出入口，因此被稱為「義大利之門戶」；早

在羅馬帝國時代，除羅馬之外維洛納是最「羅馬式」的城市，市區規劃整齊，不同時代都在這裏留下了

不同風格的建築代表作品。直到二十一世紀依然保存著從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大量建築物與

古蹟，它是現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完美融合；同時它也是兩千年悠久歷史的古城，著名的軍事要塞，在

歐洲發展史上的每一個重要階段都是一座具有戰略意義的防禦要塞。西元一九七九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 

 

食 早：機上套餐 午：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宿 維洛納 4* VERONA EXPO 或同級飯店 

 

第 3 天 維洛納→威尼斯 【登船 16:30 離港】 

 

【推薦自費行程】(含入城、導遊、接送、市區觀光)  

 

★地中海郵輪詩歌號，離港 16:30 

展開八天七夜的地中海郵輪之旅。領隊帶領團員登上此一富麗堂皇的海上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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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師也在船上吹奏著歡樂的音樂迎賓。登船之後，您可自由

前往郵輪美食饗宴享用午餐，或在甲板上享受難得的輕鬆與悠閒。從今天起，可以不必為了每日更換旅



 

館而每天整理行李；更不需要為了趕行程而辛苦拉車，這就是搭乘郵輪的尊貴與奢華的全新旅遊方式，

我們即將展開精彩的地中海郵輪之旅，精彩旅程，正等著您去探索。 

 

食 早：飯店內享用 午：郵輪上美食饗宴 晚 : 郵輪上美食饗宴 

宿 詩歌號(內艙房二人一室） 

 

第 4 天 巴里 Bari→阿爾貝羅貝洛村(蘑菇村) (義大利)【10:00 靠港、17:00 離港】 

 

【推薦自費行程】(含入城、接送、市區觀光)  

 

◎巴里 

義大利南部第二大城市，在義大利接近鞋根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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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比亞城堡 Castello Svevo，為中世紀的古堡, 

由西西里國王羅傑二世建立的拜占庭式城堡。◎聖尼古拉大教堂 Basilica of Saint Nicholas，這間教堂建

於 1087~1197 年之間，是一所在歐洲及基督教世界中重要朝聖地之一，受到羅馬天主教徒、東正教徒

的重視，是紀念聖人～聖尼古拉斯所建造的。 

 

★阿爾貝羅貝洛村(蘑菇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入世界遺產，地中海的天空總是特別藍，將土盧里(Trulli)白色牆面襯得

格外雪白，在熱情陽光的陪伴下，終於看到整片的「土盧里」--在阿爾貝羅貝洛小鎮。"Alberobello"被

稱為「天堂小鎮」，這裏保存著 1000 多座石頂屋，是世界上真正的「石頂屋之家」，因造型奇特，1996

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踏入這個小鎮，沿街密密麻麻都是圓頂石屋，使用大片的石頭，圓錐形

狀的屋頂以瀝青覆蓋，創造出無比奇妙、世界獨一無二的建築特色。此外，屋頂上都有各種的文字和圖

案。有的圖案是天主教的象徵、有的是其他世俗之作。其實，圓頂石屋遍布普利亞境內各地，不過最美

麗壯觀的還是在阿爾貝羅貝洛。 

 

食 早：郵輪上美食饗宴 午：郵輪上美食饗宴 晚 : 郵輪上美食饗宴 

宿 詩歌號(內艙房二人一室） 

 



 

第 5 天 卡塔科隆 Katakolon (希臘) 【11:00 靠港、17:00 離港】 

 

【推薦自費行程】(含入城、接送、市區觀光)  

 

◎卡塔科隆 Katakolon 

希臘西南岸海邊的一個小鎮，有「通往奧林匹亞的入口」之稱，這裡是奧運的發源地，2008 年的奧運聖

火就是在此地點燃，如果想要了解希臘的文化，以此地當為起點準沒錯！ 

 

★奧林匹亞遺跡 Olympia，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發源地就在

該省內，奧林匹亞遺跡位於科羅諾斯山腳下，為奧運的發

源地，為紀念普羅米修士的奧運聖火，則是每屆皆在赫拉

神殿遺址點燃。這裡擁有眾多遺跡，如赫拉神殿、體育場、

競技場、菲利普之屋以及宙斯神殿等，其中宙斯神殿為西

元前五世紀建造的偉大建築，內部的宙斯神像更名列世界

七大奇蹟之一。此外，奧林匹亞博物館，亦收藏自奧林匹

亞遺跡挖掘出的文物，其中鎮館之寶，是一尊在赫拉神殿

挖掘出西元前六世紀的赫密斯雕像。 

食 早：郵輪上美食饗宴 午：郵輪上美食饗宴 晚 : 郵輪上美食饗宴 

宿 詩歌號(內艙房二人一室） 

 

第 6 天 米克諾斯 Mykonos (希臘) 【08:00 靠港、19:00 離港】 

 

【推薦自費行程】(含入城、接送、市區觀光)  

 

◎米克諾斯島 

希臘愛情海上的一個小島，是基克拉澤斯群島之一。 位於提諾斯（Tinos）、錫羅斯島、帕羅斯島和奈

克索斯島之間。小島美麗而寧靜的風光吸引了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在夏天，經常可以見到希臘和

外國名人在島上潔白的石徑漫步或路邊餐館小酌。現在小島已經成為了希臘乃至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度假

勝地之一。 

 

◎帕拉波爾提亞尼教堂 Paraportiani Church 

帕拉波爾提亞尼教堂位於米克諾斯島上，為拜占庭風格，是純

白色教堂，它的白是如此的純淨，讓人不忍心去給它加上任何

一抹色彩，它是米克洛斯島上 360 多座教堂中最具盛名的一

座，由於其純潔的白色，人們親切的稱其為“棉花糖教堂”。 

 



 

◎天堂海灘 

位於米諾克斯島充滿陽光、沙灘、比基尼的"天堂海灘"。天堂海灘又稱裸體者天堂，原本在七零年代是專

屬於男同志的裸體海灘，後來因為吸引了太多遊客前來湊熱鬧,想徹底解放的人大多轉移陣地到超級天堂

海灘(super paradise beach),傍晚有一群男男女女,穿著泳裝在吧檯和沙灘上隨著震耳欲聾的音樂起舞,吸

引大家駐足觀賞,難怪有這樣的句子,Good girl go to heaven, bad girl go to paradise ，這裡的

paradise 指的就是 paradise 海灘。 

 

◎波尼風車 

這座風車也是米克諾斯唯一對外開放參觀內部的風車，在當地居

民的用心維護下，完整呈現米克諾斯人運用風車的生活方式，除

了風車主體，還有看守風車者的家、豬圈、戶外烤箱等；走進風

車裡，擺放了不少農村的使用器具，也讓人可以約略想像從前村

民來這兒磨麥的種種情景。 

 

食 早：郵輪上美食饗宴 午：郵輪上美食饗宴 晚 : 郵輪上美食饗宴 

宿 詩歌號(內艙房二人一室） 

 

第 7 天 雅典 Athens (希臘) 【07:30 靠港、16:30 離港】 

 

【推薦自費行程】(含入城、接送、市區觀光)  

 

◎雅典 

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也是希臘的首都。在雅典，每

一個步伐都踏在歷史之上，文化之源，至今仍然保留

了眾多歷史遺跡，不僅擁有歷史價值豐厚的文藝之

美，也同時擁有清幽的小城風貌：普拉卡老街區的露

天咖啡館，手工藝品店，紀念品店等各式小店，都等

著您來為她增添些許情趣。 

 

 

 

◎奧林匹克競技場 Athens Stadium 於 1896 年舉行第一屆現代

奧林匹克運動會而聞名。◎憲法廣場 Parliament Square 觀看衛

兵交接；每整點有衛兵交接儀式，衛兵穿著民族色彩的百折短裙

制服、緊身白褲襪加上有大圓球的木鞋，活像個可愛的娃娃兵。

隨後參觀 ◎無名戰士紀念碑 ◎國會大廈 ◎國家花園。 

 



 

★雅典衛城 Akropolis of Athens 

雅典衛城是希臘最傑出的古建築群，是綜合行的公共建

築，為宗教政治的中心地。雅典衛城麵積約有 4 平方千米，

位於雅典市中心的衛城山丘上，始建於西元前 580 年。衛

城中最早的建築是雅典娜神廟和其他宗教建築。雅典衛

城，也稱為雅典的阿克羅波利斯，希臘語為“阿克羅波利

斯”，原意為“高處的城市”，或“高丘上的城邦”。  

 

食 早：郵輪上美食饗宴 午：郵輪上美食饗宴 晚 : 郵輪上美食饗宴 

宿 詩歌號(內艙房二人一室） 

 

 

第 8 天 薩蘭達 Saranda (阿爾巴尼亞) 【12:00 靠港、20:00 離港】 

 

【推薦自費行程】(含入城、接送、市區觀光)  

 

◎薩蘭達 

位於阿爾巴尼亞南部的一個濱海城市，薩蘭達是阿爾巴尼亞最重要的旅遊城市之一。許多新人選擇薩蘭

達進行新婚旅行，也因此是一座蜜月旅行的城市。 

 

◎布特林特 Butrinti 已經被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是阿

爾巴尼亞的一座城市和考古地點，從史前就已經有人在

這裏居住了，在歷史上它曾經是伊庇魯斯的一座城市，

後來是古羅馬的殖民地，再後來是主教的駐地。在不同

的時期，布特林特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擴建，新建的建築

包括一座溝渠、一座羅馬浴場、一座中心廣場、及一座

水神殿、一座洗禮池、一座巴西利卡等。目前，布特林

特已經成為很著名的考古地點，在這裏展現了城市發展

過程中各個時期的風貌。在阿爾巴尼亞解放以後，阿爾

巴尼亞考古學家開展了更多的發掘活動，古城堡、衛城、古集市、神廟、公共浴室以及私人住宅紛紛出

土。在考古學家神奇的工作下，古城幾乎完整無缺地展現在人們面前。一系列的發掘使許多的文物重見

天日，如圓盤、花瓶、陶瓷蠟燭臺，還有雕像，其中包括“布特林特神”，它那近乎完美的造型似乎成

了古希臘人心目中理想的形體美的化身。 

 

食 早：郵輪上美食饗宴 午：郵輪上美食饗宴 晚 : 郵輪上美食饗宴 

宿 詩歌號(內艙房二人一室） 

 



 

 

第 9 天 杜布洛尼克 (克羅埃西亞) 【09:00 靠港、15:00 離港】 

 

【推薦自費行程】(含入城、接送、市區觀光)  

 

◎杜布洛尼克 Dubrovnik 

坐落於達爾瑪其亞海域南端，三面海域清澈湛藍環繞，與石

城同為克羅埃西亞為與本土相連的海岸城市，地理位置孤

立，卻是克羅埃西亞南方第一大城，英國劇作家蕭伯納，初

臨海上時驚嘆「在地球上尋求天堂的人，應該來杜布洛尼

克！」克羅埃西亞著名的世界遺產城市杜布洛尼克，是南歐

保存最完美的古城，強大厚實的米白色成牆包圍著斑駁的紅

磚瓦，清澈湛藍的亞德里雅海三面環抱這座古城，從空中看下來，彷彿是一片海面上的大貝殼。 

 

 

◎古城牆 Gradske Zidine 

這道厚實的城牆建於 13 至 16 世紀，隨著不同世代的轉換，城牆

不斷加高加寬，直到今日依舊屹立不搖，穩固的保護著這座堡壘。 

 

 

 

◎史特拉敦大道的繁華街景、以及奧蘭多紀念石柱、拼湊出中

世紀的其是英雄景像。我們將展開城區裡的歷史瑰寶之旅：建

於 1537 年的文藝復興式◎派勒城門，杜城守護神聖布雷瑟的雕

像立在其上；巴洛克式的◎聖方濟修道院建於 14 世紀，其內為

羅馬式的修道院，附設有世上第三古老，也是歐洲最老的藥

房。或是您可以選擇在舊城區漫步，舊城區到處是胡椒肉桂餅

與薰衣草小舖、高朋滿座的露天咖啡廳與小館、沒時間匆促的

緊迫心情、可以來杯咖啡或登上城牆高處，在中世紀的古城裡慢慢欣賞這豐富的人文風情。 

 

食 早：郵輪上美食饗宴 午：郵輪上美食饗宴 晚 : 郵輪上美食饗宴 

宿 詩歌號(內艙房二人一室） 

 

 

 

 

 

 

 



 

第 10 天 威尼斯【09:00 靠港】→威尼斯市區觀光→米蘭 

 

【推薦自費行程】(含入城、接送、市區觀光、米蘭住宿一晚)  

 

◎浪漫水之都~威尼斯 Venezia 

電影《色遇》全片幾乎都在這美麗的水都威尼斯取景呢。大

小運河交錯縱橫，河道上，各式船隻攸然輕揚，這就是威尼

斯的百樣風情。水路發達的威尼斯，遊客來到這裡，自然是

要體驗船上人家的生活。下午讓你有足夠的自由活動時間，

細細感受一下威尼斯讓人如此神往的魅力。 

 

 

◎道奇宮 Palazzo Ducale 

哥德式的道奇宮；亦稱總督府。此處是威尼斯歷代總督的辦公

處，也是最高法院，因此擁有相當的政治與歷史意義。道奇宮

是總統府的意思，是威尼斯的統治者和行政官員的官邸。 

 

 

 

◎聖馬可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 Marco 

傳說聖馬可來到威尼斯時，曾經夢到天使告訴他，這

裡將是他的安息之所。教堂內外充滿拜占庭風格的馬

賽克鑲嵌壁畫，五個東方特色的大圓頂也讓她格外醒

目，內部還有哥德式及羅馬式的雕刻，是一座融合中

西方風格的華麗聖堂。◎聖馬可廣場及鐘樓 Piazza di 

San Marco 聖馬可廣場是威尼斯的中心，由一整片建

築群包圍而成，包括教堂鐘樓、鐘塔、總督府、市立

柯雷博物館等等。 

小提醒：在歐洲部份教堂若遇望彌撒時，則無法入內參觀，請悉知! 

 

食 早：郵輪上美食饗宴 午：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宿 HotelDominaFiera 或同級(自費行程已包含) 

 

 

 

 

 

 



 

第 11 天 米蘭浦東 / 北京 (轉機點) 桃園機場 

 

把滿滿的回憶與浪漫全部打包裝入行李，當然還包括一路採購的紀念品，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米蘭

國際機場搭機飛返回桃園國際機場。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此晚夜宿機上。 

 

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我們的

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您見諒。 

 

食 早：飯店內享用 午：機上餐食 晚 : 機上餐食 

宿 夜宿機上 

 

 

第 12 天 桃園機場 

 

客機於今日抵達桃園機場後，帶著甜蜜回憶，結束此次難忘的 MSC 郵輪 12 日之旅，期待下次與您再相

會，祝您健康、順心。 
 

食 早：機上餐食 午：機上餐食 晚 : X 

宿 溫暖的家 

 

 

 

 

 

 

 

 

 

 

 

 

 



 

 

 

 

【費用說明】 

A.以上報價包含: 

01.桃園出發前往之經濟艙團體來回機票及燃油稅金。 

02.飯店使用以觀光等級之二人一室。 

03.餐食分別安排於飛機上或陸地上餐廳使用。 

04.交通費用(航班、遊覽車、遊船)、門票、過路橋費、入城費、停車費。 

05.台灣派遣專業領隊全程隨團解說服務。 

06.履約險暨責任險 200 萬，意外醫療險 20 萬。 

 

B.以上報價不包含: 

01.導遊、領隊、司機之服務小費，國外旅遊期間均有支付小費的習慣。甚至是一種禮貌與風度的

表現，對於司機、導遊、領隊等人替我們服務,應酌量予小費以表感謝。 

★本行程不含小費，依團體天數建議每天給予領隊導遊司機 10 歐元/天，12 天共 120 歐元。 

★MSC 郵輪服務小費，共 70 歐元 

★其他服務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服務費之多寡。 

02.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03.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若有需要，請自行投保。 

04.航空公司規定，托運行李每人一件 23 公斤為限，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C.團票說明： 

01.團體旅遊所採用的一律為團體機票(含燃油附加稅)。一經開票後，退票須收取手續費及代辦費，

此點基於各個航空公司之規定，敬請見諒。 

02.若旅客需求商務艙，則視該航空公司是否有加價升等之服務，若無此優惠，則需另外訂購個人

機票，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相關報價請洽服務人員。 

03.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04.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或航班。 

05.若貴賓們需保留機票票根時，務必於開票前告知您的承辦人員，將依各航空公司規定之作業程

序申請，謝謝合作。 

 

【團體行程注意事項】 

01.網頁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02.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期) 

03.此航班需在 上海/北京 轉機，故旅客需準備至少 6 個月有效期內之台胞證。 

04.歐洲飯店因消防法規限制 

2-12 歲(未滿)小孩須佔床或加床，請依小孩加床價格，若佔床則同大人價；12 歲以上視同大人。 

05.若需單人房或三人房或加床請事先向業務提出需求並請詳閱以下說明： 

★單人房差價請洽服務專員，歐洲的單人房皆為一張單人床房型。 

★三人房或加床：請事先提出需求，但歐洲飯店三人房大多以加折疊床或沙發床為主，室內活動空

間會減少；且部分飯店並無法提供加床服務，則需補單人房差，或與其他客人併房。敬請知悉 



 

06.若行程中有特殊需求 (如素食、不吃牛、兒童餐或一張大床…等)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

作業。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國外當地旅遊，因當地素食不擅料理比較簡單及無變化的菜色，請

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07.2003 年元月歐盟公告”自即日起遊客進入歐盟國家，不得攜帶肉類及乳類物品入境。 

08.本公司為貴賓投保團體履約責任險為 200 萬元；另外升級意外醫療險為 20 萬元，讓您出國旅

遊多一分保障多一分安心。 

09.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行程的情形，當然我

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當地導遊及領隊操作之

行程順序稍作更改，請您知悉。 

10.本公司優質團體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11.【雙重國籍旅客特別注意事項】 

＊依外交部相關規定，國內外旅客進出我國國境均須持用同一本護照，不得持用二種護照交互使

用。例如：前次入境時持台灣護照入境，下次離境時就必須以台灣護照出境。反之亦然。 

＊不論在臺灣地區有無戶籍，凡持外國護照入境者，應持外國護照出境，且以外國護照入境者不

得在臺辦理戶籍登記或恢復在臺原有戶籍。 

 

【MSC 郵輪搭乘行前準備】 

登船時間地點 

*【碼頭辦理登記】旅客必須根據船票上閘口關閉前的時間上船，旅客並在郵輪離港前 3 小時到達

碼頭進行登記手續。登記櫃位會在郵輪離港前 1.5 小時前關閉，而美洲港口會在郵輪離港前 2 小

時前關閉。 

*【網上預辦登記】MSC 另有一些目的地，可以做網上預辦登記，網址：www.mscexpress.net 

*【船上辦理登記】入住 MSC Yacht Club 貴賓房的旅客〔只適用於幻想曲號及輝煌號〕可直接

於船上辦理 登記手續。 

*【登船手續】 

01.所有的行李必須貼上，附有旅客姓名、郵輪名稱、房間編號、日期、出發港口的標籤。 

02.把行李交予指定職員並送至閣下的房間。 

03.請攜帶船票及護照往登記櫃位 

04.登記完成後旅客將會收到房卡；此卡用作岸上觀光、餐飲、衣物洗熨、美髮及美容服務、免稅

店、購買紀念照、小費(賭場除外)的各種消費。持有房卡的乘客必須登記信用卡或先以現金儲值。

付款不適用於支票。以下信用卡可接受付款：Visa、Visa Electron、 萬事達、JCB 及美國運通。

此付款系統適用於 MSC 所有郵輪。 

05.保安步驟：為了乘客、船員及郵輪的安全，保安員可能搜查旅客的行李甚至充公被懷疑具危險

性的物品。  

06.【登船卡】 郵輪登船卡上顯示您所搭乘的郵輪名稱、郵輪出發日期、旅客英文姓名、用膳餐

廳名稱、用膳梯次、餐桌號碼、船艙號碼及旅客記帳代號。郵輪上的無現金系統即是 依據您的登

船卡使用情形登錄帳款，船上服務小費亦自動記帳於登船卡內。這張郵輪登船卡是您的旅客識別

證，您不僅在登船、下船時需要它，還將在郵輪上當成信用卡使用，因此它將伴隨您遊覽全程，

請您務必隨身攜帶此卡。如有遺失，請立刻向郵輪上服務櫃檯申辦遺失，重辦新的郵輪登船卡。  

 

 



 

A.旅客登船禁止攜帶酒精性飲料 

原則上旅客不得攜帶任何酒類飲料登船，於船上的餐廳飲用自攜上船的葡萄酒或香檳時，每瓶均

需收取開瓶費。 

 

B.郵輪行程應備服裝 

【正式服裝】歐系郵輪之正式晚宴，女士需著晚禮服，男士需著西裝或著夾克並打領帶（4 至 6

晚的郵輪共有 1 次正式晚宴；7 至 10 晚的有 2 次；11 至 14 晚的有 3 次；15 晚以上的有 4 次）。 

【輕便服飾】建議您攜帶輕便的衣服及休閒裝，包括游泳衣、泳池邊穿著的舒適的橡膠涼鞋或是

拖鞋及用於岸上觀光的輕便鞋。 

【運動服】如果您喜歡鍛煉或是參加運動的話，不要忘記帶運動服和運動鞋。您可能也需要一頂

遮陽帽用來抵禦陽光。 

【休閒服】普通的晚會可以著度假休閒裝（晚上 6 點之後不可以穿牛仔褲、T 恤衫、短褲及赤足）。 

【隨身行李】行程的最後一晚，您的行李箱將被全部集中，為第二天早上下船做準備。最後一晚

穿著的衣服及化妝品，並確認帶上其它重要物品，如船票、護照、藥品及首飾等貴重物品，建議

您可用另外一個專屬箱子存放並帶下船。 

 

C.適航證明與限制 

【行動不便者】行動不便的旅客或有精神病記錄的旅客，預訂時請事先聲明並提交身體狀況適合

乘坐郵輪及飛機，及不會造成郵輪、飛機的運作以及其他乘客安全的證明。 

【健康狀況】若健康狀況之情形不適合旅遊，旅客預訂時必須提交醫生證明。  

【懷孕婦女】孕婦在旅程完結日計懷孕需少於 24 週，並提交醫生證明書，大於 24 週者不可登船。 

【船上醫護】每艘船都會有醫生及醫護人員當值提供處簡單護理。醫療服務需額外收費。 

 

【MSC 郵輪登船後】 

A.住宿 

【標準雙人房】一般指兩張床或一張雙人床之客房。 

【雙人以上之房型】有可能是收放式的上層架式床、或一張雙人床+ 一架式單人床(或沙發床)。 

【艙房設施】所有房間均有淋浴或浸浴的獨立洗手間。 

 

B.每日節目表 

【首日節目表】客房服務人員會置放於您的艙房內。 

【次日節目表】每晚客房服務人員都會將第二天的節目表預先放于閣下房中，當中包括了各項活

動的資料及娛樂節目。 

 

C.電壓/插座 

110 或 220 伏特，使用雙向美國標準兩腳偏插頭。Melody 旋律號的電壓：110 伏特。 



 

D.通訊 

船上提供收費的電話，傳真及電郵服務。衛星電話為高收費之通訊方式。 

E.上網 

【無線網卡】船上提供無線網絡卡，遊客可以在標有“MSC Hot Spot Wi-Fi Area”的特定區域內

上網。 

【預付費用】使用手提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上網前預先支付網絡卡的費用就可以了。 

【設定＆使用】付費後於行動裝置上輸入您的用戶名稱和密碼（卡片上已註明）您的無線網卡就

可以使用了。您需要做的是前往無線上網區域，打開瀏覽器，系統將自動連接到 MSC 無線網絡。 

【購買地點】您可以在咨詢台買到無線網絡卡。 

【參考費用】地中海航線價格為 1 小時 20 歐元，2 小時 36 歐元。加勒比海航線價格為 1 小時 42

美元，2 小時 65 美元。 

【速度】上網服務是通過共享寬頻衛星實施連接，在使用高峰期的速度會比較慢。 

【未使用部分】未使用完的時間是無法退回任何費用的，網絡卡在航程結束後會自動失效作廢。 

 

F.船上使用貨幣 

 

【歐元】地中海、北歐及波斯灣航線使用歐元。 

【美元】加勒比海、南美及南非使用美元。 

【簽單】MSC 郵輪都使用無現金系統，除娛樂場外的任何消費都可以簽單。 

【信用卡】辦理登船手續時，請出示信用卡（Visa, Master 或者 American Express）或以現金抵

押的方式辦理簽單手續。 

【支票】船上不接受個人支票或是歐元支票。 

【特別注意】所有登船卡的帳戶將在行程結束的當天早上關閉，之後的任何消費均要求以歐元現

金支付。請確保您隨身攜帶了足夠的現金用以支付這些費用。 

 

G.吸煙 

旅客只能在指定的吸煙區或是露天甲板上吸煙。禁止在宴會廳內吸煙。 

H.用膳時間 

郵輪餐廳用餐時間 

【早餐 1】第一輪早餐由 6:30 至 7:00 於甲板提供 

【早餐 2】第二輪早餐餐廳 7:00 - 9:30，甲板自助形式及送餐服務 

【客房送餐】7:00 - 10:00 提供送餐服務，可以客房內的 330 表格申請(上岸當天不設送餐服務) 

【午餐】12.00 至 14.30 於餐廳及甲板以自助式提供 

【晚餐】18.30 至 21.30 分兩輪於餐廳提供如果須要特定餐單，如素食者、糖尿病患者，或者需要

低脂肪、低鹽、低膽固醇的餐食，請在預定船票的時候通知船公司，並在登船時與餐廳領班確認。 

【早/午茶/宵夜】可於咖啡廳、泳池畔吧台享用點心或指定餐廳享用。客服房服通常是 24 小時都

提供點餐/送餐服務，請參考菜單(ROOM SERVICE MENU) 。 

【時間調整】用餐時間有可能會根據郵輪抵、離港的時間作出調整。 



 

【郵輪上娛樂/設施/特別服務】 

A.兒童遊樂設施 

*兒童遊樂設施皆屬免費使用 

*童童俱樂部(適合 3—9 歲) 

*少年俱樂部(適合 9—13 歲) 

*青年俱樂部(適合 14—17 歲) 

 

B.公共座位 

躺椅及酒吧內的座位都歡迎乘客免費使用的，但請勿以私人物件霸占這些公共座位。遊泳池四周

放置了海灘巾,只需使用後放於回收處。 

 

C.SPA 中心(需付費) 

SPA 中心的美容沙龍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包括美髮與造型設計，美甲修護與化妝等。 所有的服務

均需預約。 

建議您提早預定以確保您可以在預計的時間得到相關服務。MSC 的 SPA 中心提供按摩、桑拿、面

部護理以及全套的去皺和放鬆治療。 

 

D.特別日子/特別服務(需付費) 

如果那天是您的生日、蜜月可向餐廳領班提出要求，MSC 可為您精心準備的蛋糕相信會使您度過

一個難忘慶祝會。 

如果您有其他需要，比如香檳、特殊客房餐食服務，請提前通知船公司。(此為自費項目) 

 

E.郵輪上的商店 

郵輪上的商店有各種貨品以供選擇，同亦提供紀念照售賣等服務。 

 

D.其他收費服務 

【醫療中心】醫護人員會於中心內提供協助 

【其他收費服務】專人拍照、土耳其浴、美容護理、娛樂場、電子遊戲機、高爾夫球摸擬練習、

上網、理髮服務、桑拿、按摩、洗熨等。 

【郵政中心】郵件可於資訊中心處理。  

 

【MSC 提醒旅客注意事項】 

*【貴重物品】房內皆設有保險櫃，提醒一登船即將您的貴重物品置於保險櫃內，以免遺失。 

*【常備物品】如果您佩帶眼鏡、隱形眼鏡、或助聽器、建議多帶一副，以防丟失或損壞。 

*【常備藥妝】您正在服用藥品或特殊的化妝品，建議您攜帶足夠份量，因為您需要的藥妝品不一

定在到訪的國家可以買到。 

*【違禁品】不得攜帶盜版品、仿冒品、色情刊物等類物品到郵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