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詩達威尼斯號 Costa Venezia〞（全停點精選行程加購套裝） 
『馬可波羅東遊記．探尋夢想與光榮之旅』５５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球限量～名額有限、義大利秘境～深入科摩湖＆多洛米蒂、克羅埃西亞、希臘克里特島 》 

《 蘇伊士運河、阿曼、阿聯酋、以色列、約旦、印度、斯里蘭卡、泰越、馬六甲、馬新、中國 》 

 

 

 

 

 

 

 

 

 

 

 

 

 

 

 

 

 

 

 

 

 

 

 

 

 

 

 

 

 

 

 

 

 

 

 

 



 

 

 

 

 

 

 

 

 

 

 

★黃色的大煙囪華麗領航。。。 

歌詩達遊輪航行於世界各大海域，每年提供 250 個航程供旅客選擇，為第一家擁有卓越成就的

歐洲遊輪公司。幾乎年年有新船下水的歌詩達遊輪，目前擁有十五艘各具特色的遊輪服務於海

上，每一艘都有如移動的渡假飯店及海上藝術館，帶給旅客無與倫比的體驗。 

歌詩達威尼斯號 Costa Venezia 

噸 位 數：135,500 噸 

下水服務：2019 年 3 月（嶄新下水） 

 

甲板樓層：19 層 

船 長 度：323 公尺 

船 寬 度： 48 公尺（含船橋兩翼） 

 

總艙房數：2,116 間 

總載客數：5,260 人 

服務人員：1,450 位 

承 造 商：義大利 Fincantieri 造船廠 

船  籍：義大利／熱那亞 

動  力：22.5 節（柴油及電動渦輪） 

詳細資訊，敬請期待～ 

 

★全球限量５０天４９夜航次。。。 

 義大利．的里雅斯特 TRIESTE 上船 ／ 台灣．基隆港 KEELUNG 下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顛覆過往的海陸新玩法。。。 

 當旅行．遇上遊輪 義大利特色餐飲＆娛樂活動及多項硬體設施... 打造獨特的海陸旅遊！ 

 無拘無束．享樂活 從健身設施、主題酒吧到龐貝水療中心、賭場、室內外泳池＆按摩池～ 

 包羅萬象．樂無窮 各類舞蹈課堂、早中晚風格料理、冰雕＆雞尾酒示範～海上盡情購物！ 

 孩子王的天堂．GO 專屬的娛樂團隊～提供孩子們多項活動... 讓家長們擁有寬心的空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馬可波羅東遊記～精選套裝加購行程  。。。 

★１４國～獨家規劃～２４處～專業安排全程獨立操作（無須於其他旅客合車）。 

★限定加購價＄１７０,０００元（２５道以上特色美食＆４０項以上特殊門票） 

 加價內容包含：行程所列之各點獨家岸上觀光（精選門票安排、特色美饌規劃、獨立大型巴士）， 

        全程隨團領隊＆各點司機或當地導遊服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3／08（星期五） 

第 ６ 天 的里雅斯特 TRIESTE～登船（歌詩達威尼斯號）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09（星期六） 

第 ７ 天 克羅埃西亞．杜布尼克 DUBROVNIK（遊覽亞得里亞海明珠～漫步舊城牆） 

杜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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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作家蕭伯納 GeorgeBernard Shaw 曾說…「想目睹天堂美景的人，就到克羅埃

西亞的杜布尼克。」此區依山傍海、風景優美、氣候溫和～素有亞得里亞海明珠 PEAL OF 

ADIATIC 和城市博物館之美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79 年時，更明列此城為人類世界文

化珍貴的遺產，味道有點像威尼斯，但更多添了些古老的感覺。 

舊城牆 

這座古城建築容納哥德式時期、巴洛克到文藝復興時期混為一體，我們將安排漫步於「舊

城牆」上，隨處均是適合眺望亞得里亞海美景的地方，若要全部走完可能需要一點腳力，

小巷人家及小咖啡店就在古城牆上，獨特的感覺此處僅有，漫步其中的樂趣，只有您親臨

才能真正體會！ 

史特拉頓大道 

這條東西向大道貫穿兩邊城門，把整座古城一分為二，杜布尼克城原本是一座島嶼，史特

拉頓大道所在的地方，就是隔開島嶼和陸地的水道，1468 年才填起來並鋪上路面，全長 292 

公尺，在 1667 年大地震過後，兩旁櫛比鱗次的巴洛克式石屋蓋起來，一樣的高度一樣的

立面，形成這條熙來攘往的主動脈，至於此大道“史特拉頓”名稱的由來，是一位米蘭籍

軍官第一眼瞥見這條路，不禁用義大利文讚嘆 ”Che stradone "（多麼大的一條街）。 

↘抵達時間 15:00 ↗啟航時間 22:00 

◎岸上景點：大小噴水池、鐘塔、禁衛軍之家、大教堂、史邦扎宮。 

☆門票安排：舊城牆。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0（星期日） 

第 ８ 天 義大利．巴里 BARI（斯瓦比亞城堡）－阿爾貝羅貝洛（童話般的天堂蘑菇村） 

在義大利地圖上接近鞋根位置的「巴里」，是東南方最大的城市，也是省會的所在地，西

元前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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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途中將漫步

在古意盎然的大街小巷中，感受亞得里亞海獨特的風情。 

巴里主教堂 

原是建於西元 1034 年的拜占庭式教堂，在 1155 年時希臘人大舉侵略此地，戰火之中城內

多數建築被毀，現今看到的阿普利亞羅馬式 Apulian Romanesque 建築，是於 12 世紀後所

重建的，18 世紀時正面的牆和內裝，曾經添上許多巴洛克時代的華麗裝飾，不過在 1950

年後又移除回歸了原始。 

斯瓦比亞城堡 

由西西里國王（諾曼王朝）羅傑二世建於 1132 年的，19 世紀時用於監獄，現在部份開放

給旅客參觀，有時也會當作臨時展館。 



阿爾貝羅貝洛（天堂小鎮～蘑菇村） 

此區被稱為「天堂小鎮」，保存著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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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瀝青覆蓋的圓錐形屋頂，創造出無比奇妙、世界獨一無二的建築特色。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8:00 

◎岸上景點：巴里主教堂、阿爾貝羅貝洛小鎮。 

☆門票安排：斯瓦比亞城堡。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義式特色料理 

（土盧里傳統建築餐廳）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1（星期一） 

第 ９ 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海上悠閒假期）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2（星期二） 

第１０天 克里特島 CRETE．依拉克里翁 HERAKLION（克諾索斯皇宮＆考古博物館） 

今日遊輪抵達希臘最大島嶼，同時也是歐洲最古老文明發源地的『克里特島』，當年荷馬

史詩英雄奧德賽 Odysseus 在特洛伊戰後，竟花了十年漂泊苦難，才渡過愛琴海回到故鄉；

而今您可輕鬆到達克里特島首府及出入門戶『伊拉克雷翁』。克里特島是希臘島嶼中面積

最大的，也是台灣的 1/4 大，也是米諾安文明的發源地（希臘三大古文明之一）。 

克諾索斯皇宮 

由傳說中的海上強權米諾安文明 Minoan 所建立，在錯綜複雜的空間設計下竟能擁有 1,400

個房間，無怪乎讓人與迷宮產生聯想，曾經出現於世界七大奇蹟的記載，直到 1990 年才

因英國考古學家亞瑟的發現，才得以揭開這個史前古希臘文明之迷。此區建築設計精巧，

所保存下來的部分壁畫如公牛像、仕女圖、百合王子、鬥牛圖等，用色鮮豔大膽，人物線

條修長優美，服裝飾品設計感十足；而皇后廳北面牆上更看得到活潑生動的海豚壁畫，很

難讓人想像這是 3900 年前的藝術表現。 

考古博物館 

內部展示在拜占廷、威尼斯、土耳其統治時代的文化遺產，還有鄉土工藝品的展示，除了

民族服飾、刺繡、木雕、裝飾品之外，也重現古老民宅的內部，除此還有現代希臘的思想

家尼可斯.卡沙查基斯的書齋。 

爾後返回市區來到『威尼斯廣場』，欣賞『摩羅西尼噴泉』以及最有當地生活風味的『1866

街』，販售著一般生活所需的市井小物。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8:00 

◎岸上景點：威尼斯廣場、摩羅西尼噴泉、1866 街。 

☆門票安排：克諾索斯皇宮、考古博物館。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希臘傳統特色風味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3（星期三） 

第１１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飽覽美麗海景）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4（星期四） 

第１２天 以色列．海法－耶路撒冷（聖城巡禮＆以色列博物館）－伯利恆（白冷城） 

歷史悠久的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的聖城，為人類文明史

上三大一神宗教的聖地。走訪中古歷經繁榮旺盛，擾嚷紛亂戰火洗禮，雖然無數次為外國

勢力攻佔統治，但它僅於猶太人獨立的三個時期成為首都，直到 19 世紀後半期以前，耶

路撒冷一直是以石牆完全圍繞的城市。 

耶路撒冷～聖城巡禮 

首先來到『橄欖山』俯瞰耶路撒冷全景，古城、聖殿山及錫安山盡收眼底，山上並建有不

少紀念耶穌聖蹟的教堂。接續來到山下的『客西馬尼園（革責瑪尼）』，這是耶穌被猶太出

賣給羅馬兵的地方，以及走訪多國合力捐獻而建成，備受世人稱讚的『萬國教堂』。隨後

循著當年耶穌背負十字架走過的路徑『苦傷道』。以及建於西元 335 年的『聖墓教堂』，是

耶穌遇難、安葬以及復活的地方，感受來自世界各地基督徒的虔誠。之後來到自古被猶太

人奉聖之地的『西牆（又名哭牆）』，猶太人無論身處何方，都希望有天能到哭牆前緬懷以

色列人過去的光榮歷史，在牆腳下祈禱默哀痛哭。 

以色列博物館 

博物館最引以為傲的收藏便是《死海古卷》，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聖經典籍，館內的另一

項特色是一座耶路撒冷第二聖殿時期的建築模型，它重現了西元 66 年以前的城市地景與

建築特色。 

白冷城～伯利恆 

位於遠近馳名的巴勒斯坦境內，屬於巴勒斯坦自治區，離位於耶城南方 8公里的山丘上，

海拔約 780 公尺，地勢險要土地肥沃，古名「以法他」，象徵著豐饒、富有，在此特別安

排參觀『耶穌誕生地的聖誕教堂』，建於耶穌誕生之地馬槽原址，為巴勒斯坦第一個世界

文化遺產，一睹耶穌出生的馬槽山洞，祭台下鑲有一粒 14 角銀星標記，用拉丁文寫著 Hic 

De Virgine Maria Jesus Christus Natus Est 標誌著耶穌出生的地點。 

↘抵達時間 06:00 ↗啟航時間 23:59 

◎岸上景點：橄欖山、客西馬尼園、萬國教堂、苦傷道、聖墓教堂、西牆（哭牆）、 
      耶穌誕生地的聖誕教堂。 

☆門票安排：以色列博物館。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以色列風味料理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5（星期五） 

第１３天 蘇伊士運河 SUEZ CANAL TRANSIT（東方偉大的航道） 

↘預計進入航道時間 22:50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6（星期六） 

第１４天 蘇伊士運河 SUEZ CANAL TRANSIT（世界使用最頻繁的航線之一） 

↗預計駛離航道時間 15:00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7（星期日） 

第１５天 約旦 JORDAN．亞喀巴 AQABA－佩特拉古城 PETRA（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亞喀巴位於約旦南部亞喀巴灣的盡頭，是約旦唯一的港口，與以色列埃拉特相鄰，彼此有

互相開放的海關。此區是紅海的一個海灣，鄰近的國家有埃及、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

早在西元前 4,000 年，這裡即有部族居住，之後成為納巴泰人的中心，此一區域的文明發

展乃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非洲、亞洲、歐洲，三大洲貿易往來的十字路口。 

佩特拉古城 

一生一定要來一次的地方，於 2007 年時被選為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也是中東的首席觀

光聖地玫瑰粉紅城，這座城裡面包含了神廟、宮殿、排水渠道、修道院、羅馬競技場及墓

室。我們將一同徒步穿越 1.5 公里蜿蜒的峽谷「蛇道 The SIQ」，這純天然的蜿蜒峽谷蛇道，

直通粉紅色的城市，尾端盡是鑿在陡石上宏偉的「卡茲尼神殿 Al Khazneh」，神殿名字在

阿拉伯語中是「法老的寶藏」之意，相傳當年法老在殿堂頂上的寶瓶收藏了寶物，它由巨

大的玫瑰色岩石雕成，景色之壯觀讓全世界的人瞠目結舌，以及「古羅馬露天大劇場」、「皇

家陵寢」...等。途中特別安排體驗騎馬（蛇道口至遊客中心前）。 

↘抵達時間 08:30 ↗啟航時間 19:00 

◎岸上景點：蛇道、卡茲尼神殿、古羅馬露天大劇場、皇家陵寢。 

☆門票安排：佩特拉古城、騎馬體驗。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佩特拉在地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8（星期一） 

第１６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悠閒的海上風情）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19（星期二） 

第１７天 紅海 RED SEA．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深埋在心中的那抹湛藍）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0（星期三） 

第１８天 亞丁灣 GULF OF ADEN．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傳說中的海盜巷）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1（星期四） 

第１９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享受各式豪華設施）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2（星期五） 

第２０天 阿曼王國 OMAN．塞拉萊 SALALAH（考古遺跡博物館＆露天市集＆塔蓋風情小鎮） 

是阿曼第二大城市，佐法爾省首府，位於阿曼南部沿海，馬斯喀特以南 1000 餘公里處。

塞拉萊氣候深受印度洋季風影響，並不同於阿拉伯半島大部分地區的熱帶沙漠氣候盛產水

果。塞拉萊還是著名的「香料之都」以出產的乳香世界聞名，而該城還是阿曼現任君主卡

布斯·本·賽義德的出生地。 

AL-Baleed 考古遺跡博物館 

裡面陳列了各種珍貴展品，講述當地的考古，歷史和遺跡。其實這裡曾是古代的國家貿易

中非常繁華而重要的城市，是各國乳香貿易的中心點。但隨著文明變遷，它逐漸被世人遺

忘，現在留下的只有這處宏壯的建築遺址。 

Al-Husn 露天集市 

空氣中洋溢著濃郁的馨香，閉上眼睛都知道正身處極具異域風情的國度，此區是購買乳

香，織品，黃金和白銀的盛地。生產乳香的樹木其貌不揚，低矮多刺、枝椏扭曲，樹枝上

稀疏地掛著皺巴巴的葉子，每年 4月至 6月，當地農夫以一種特殊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割斷

乳香樹的外皮，白色的樹脂便從切口處滲出，經過幾周時間的凝固，就成了乳香。 

Taqah 塔蓋風情小鎮 

位處近郊的海岸線上，此地曾經是一個繁榮的港口，為古代的重要貿易中心，在此我們將

參觀博物館，以及銀白色的海灘和氣孔。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8:00 

◎岸上景點：Al-Husn 露天集市、塔蓋風情小鎮。 

☆門票安排：考古遺跡博物館。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傳統燉羊肉風味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3（星期六） 

第２１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精彩的海上生活）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4（星期日） 

第２２天 阿曼王國 OMAN．馬斯開特 MUSCAT（大清真寺＆賈布林堡＆馬特拉露天市集） 

阿曼王國的前身為西元前三世紀的 Magan 帝國，當時便以產銅以及乳香 Frankincense 著

稱，雖然曾被波斯帝國佔領與葡萄牙殖民，但阿拉伯人善用熏香的生活習慣在此地從未消

失。乳香樹的外表並不起眼，樹身矮小、枝椏扭曲、葉子小而皺，但從樹上蒐集的樹脂，

也就是乳香，卻是造物者賜給阿曼的珍貴禮物。今日將帶您前往位於馬斯開特的西南方的

「尼日瓦」，它是阿曼內陸地區最大都市，有『回教世界的珍珠』之稱，在西元六和七世



紀時曾是阿曼的首都。 

賈布林堡 

建造於 17 世紀，堡內有各種防禦敵人進攻的機關，結構複雜有如迷宮，由於這位領主當

時非常富有，所以堡內的裝飾、雕刻及結構相較阿曼境內其他城堡繁複而華麗。 

大清真寺 

是馬斯開特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它不是古蹟，卻屬於近年來，阿拉伯半島地區一連串建築

競逐的其中一環，阿曼王國不以高樓或現代建築取勝，而是表現在他們的信仰上。 

阿蘭姆皇宮區 

周圍兩座中古世紀存留的葡萄牙式老古堡壘，分別是 Jelali 和 Merani 護衛著海灣與首

都，國王蘇丹 Qaboos 的皇宮、行政區及使館都在此區。 

馬特拉露天市集 

販售著許多新鮮的漁貨、蔬果、日常用品，更有各式香料、沒藥薰香、彎刀、神燈、水煙

壺、波斯地毯、穆斯林傳統小帽、肚皮舞孃服、黃金、銀飾、椰棗，應有盡有。在香水王

國阿曼中，此市集亦為販售香水最主要的區域，可讓旅人滿足對天方夜譚的幻想，亦可悠

閒坐在碼頭邊的咖啡店，品嚐中東薄荷茶或道地的阿拉伯咖啡，享受難得的悠閒時光。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8:00 

◎岸上景點：大清真寺、阿蘭姆皇宮區 Al Alam Palace、馬特拉露天市集 Mutrah Souq。 

☆門票安排：賈布林堡 Jibreen Fort。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阿曼傳統風味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5（星期一） 

第２３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豐富美食盛宴）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6（星期二） 

第２４天 阿聯酋．阿布達比 ABU DHABI（大清真寺＆酋長皇宮饗宴＆阿布達比羅浮宮） 

遊輪今日抵達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七個酋長國中，阿布達比是最大的一個，面積占國土面

積的 80%，其中包括大約 200 個島嶼。阿布達比市就坐落在其中一個島嶼上，擁有一切作

爲一個首都的魅力和激情，儘管阿布達比大部分是沙漠，但阿布達比市是一個綠意濃濃的

天堂，寬闊的街道、美麗的公園和視力所及的遠方儘是綠樹。 

大清真寺 

它是阿拉伯最大、全世界最美之一的清真寺，大廳裡一片光亮潔淨，純白的大理石牆和地

板，攀滿彩磁作成的藤蔓雕花，柔和而細緻，透光的玻璃窗扇和門扉，雕琢著伊斯蘭風情

的花樣紋飾。 

阿聯酋傳統民俗村 

在此可體驗或了解阿布達比在尚未發現石油前的居民傳統生活面貌，內部展示生動活潑，

讓人倍感趣味，像個活的博物館，棕櫚葉和泥屋蓋成的屋子，以及早期清真寺建築，皆是

仿過去遊牧和漁業時期聚落打造而成。 

阿布達比羅浮宮（法國羅浮宮分館） 

雖然掛著羅浮宮之名但外觀卻一點都不古典，由八層幾何裝飾堆疊出來的天花板，打造的



是經典阿拉伯式馬賽克 Arabesque，海灣地區的艷陽更在地板上內滴出點點光影，一眼就

印象深刻。共有 55 個陳列室與 23 個展覽特區，擁有約 600 件文物，還向法國 13 家藝術

機構借來 300 件展品，最知名作品有文藝復興三傑達文西的《美麗的費隆妮葉夫人》、印

象派大師莫內的《聖拉查車站》，以及一尊來自巴基斯坦犍陀羅王國時期的菩薩立像。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8:00 

◎岸上景點：阿聯酋傳統民俗村。 

☆門票安排：大清真寺、阿布達比羅浮宮。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酋長皇宮飯店 
海陸豪華自助饗宴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7（星期三） 

第２５天 阿聯酋．杜拜 DUBAI（水上飛機＆凡賽斯飯店＆沙漠四輪驅動衝沙歷險＋BBQ） 

今日遊輪抵達不思議～ 失落的帝國夢幻體驗～ 漂浮在波斯灣上的人造奇觀～ 海上的棕

櫚群島和世界群島～ 凝聚著人類智慧與辛勞的人造島嶼「杜拜」！位於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杜拜市海面，建造出的棕櫚群島和世界群島堪稱是人類工程史上的奇觀。 

水上飛機 

搭乘水上飛機翱翔於藍天之中鳥瞰杜拜全景，您將欣賞到所有著名的景點...包括世界上

最高最豪華的帆船酒店、世界最高建築哈利發塔，以及世界第八大奇跡，著名的杜拜“棕

櫚島”和“世界地球群島”。摩天大樓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藝術品，盡

情感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漠，阿拉伯明珠杜拜的全景！ 

凡賽斯酒店（精緻義式午餐） 

在前衛概念非凡創新迷人的義大利餐廳享用午餐，也是讓你感受另一個杜拜的沙漠奇蹟。 

沙漠四輪驅動衝沙歷險 

下午時分一場衝沙歷險隨即展開，我們將在專業的「四輪驅動車隊」的帶領下，在金黃色

的沙丘上下馳騁的極大樂趣和刺激。天色已近黃昏，向遠處望去，太陽正在徐徐下落，落

日的餘暉是那樣的迷人，把無垠的沙漠烘托得更加不可思議。並來到一塊寧靜之處「貝都

因營地」，純正阿拉伯風情，夕陽給四周宏偉的沙丘鍍上餘暉，當夜晚降臨伴隨滿天星斗，

正宗的阿拉伯燒烤讓您品嘗多種新鮮的烤肉和沙拉。同時還有美艷的肚皮舞孃表演，傳統

樂音中，而難得來到中東，當然要體驗騎駱駝的滋味囉！ 

之後返回遊輪（今日遊輪於杜拜停靠過夜）。 

↘抵達時間 08:00 

◎岸上景點：凡賽斯酒店、貝都因營地。 

☆門票安排：水上飛機、沙漠四輪驅動衝沙歷險。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凡賽斯義式料理 晚餐：阿拉伯式燒烤料理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8（星期四） 

第２６天 阿聯酋．杜拜（奇蹟花園＆古城市集＆七星帆船饗宴＆哈里發塔＆音樂噴泉） 

杜拜是現代化國際大城，阿聯酋人口最多的城市，中東區最富裕的城市，是經濟和金融中

心，被稱為中東北非地區的貿易之都。 

奇蹟花園 



為全球最大的自然花園，佔地 7萬 2,000 平方公尺，園內有 450 萬株各式各樣花朵植物，

點綴於草地、汽車、建築物...等。這座奇蹟花園是利用回收廢水，用滴水灌溉的方式，

將沙漠綠化成一座美麗花園。 

朱美拉古城市集 

之後來到隸屬於朱美拉飯店集團，擁有美輪美奐的挑高木製圓拱屋頂，此商場特殊的是模

仿古市集建築規劃而建，別具阿拉伯特色風情，商場裡可採購不同於其他摩登商場的異國

風情紀念品，銷售許多阿拉伯市集紀念品、駱駝娃娃、皮革製品、漸層沙罐...等，同時

在此可欣賞最廣為人知的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全景，是全商場最美麗的角落。 

七星帆船飯店（多國料理自助饗宴） 

建在離海岸線 280 公尺處的人工島 Jumeirah Beach Resort 上，揉合了最新的建築及工程

科技，迷人的景致及造型，使它看上去仿佛和天空融為一體。在此安排享用阿拉伯傳統美

食與多國風味料理自助餐，感受號稱全世界最奢華的飯店，遠觀或近距離欣賞七星級海天

一色的宜人海景，在波斯灣體驗最美的人生！ 

杜拜購物中心（音樂噴泉） 

堪稱是中東規模最大，風格迥異的現代化購物中心，每家導覽地圖上都標示有上百間珠寶

飾品店、化妝品店、時裝店、古董店和藝術品店。產品獨特，琳琅滿目，值得遊客用淘寶

的心情去慢慢搜尋。 

哈里發塔 

塔高為 828 公尺，總樓層數 169 層樓，比台北 101 高了 320 公尺，是目前世界第一高塔。

經過長長的時光隧道，看著杜拜進化發展的多媒體秀，看著哈里發塔如何從無到有的過

程。登塔電梯速度非常的快，只要一分鐘馬上到達位於第 124 層樓的景觀台 AT THE TOP。 

↗啟航時間 22:00 

◎岸上景點：七星帆船飯店、朱美拉古城市集、杜拜購物中心（音樂噴泉）。 

☆門票安排：奇蹟花園、哈里發塔。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Burj Al Arab 
七星帆船飯店自助饗宴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29（星期五） 

第２７天 阿聯酋．阿布達比 ABU DHABI（市區遊覽＆雅思購物中心＆法拉利主題樂園） 

若把快節奏、繁華的杜拜比擬作上海，阿布達比就像是雍容大度、文化底蘊深厚的北京，

來自中國、先後在杜拜與阿布達比的五星級飯店工作的梁麗，如此形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最耀眼的兩座城市。阿布達比濱海區不時可見修剪平整的草坪與成蔭綠樹，在水比石油貴

的沙漠國家，密集的綠化便以雄厚財力完成，小至一棵行道樹、大至一座太陽能零碳城，

無不展現石油王國的驚人實力。 

文化廣場（市區遊覽） 

您可看到高達 48 層樓的世界貿易中心，以及建築風格奇特聞名的電信大廈，和文化廣場

上，以大砲、老城堡、阿拉伯壺、香水、香爐及菜罩為造型，是阿布達比的著名地標。 

法拉利主題樂園 

是全球第一座也是史上第一座以法拉利為主題的樂園，由英國 BENOY 建築設計公司，重

新詮釋 FERRARI的形式，將汽車設計的細節與顏色融入建築，主要建築體的屋頂以 Ferrari 

GT 車身的雙曲線及耀眼的經典鮮紅色彩建於 Yas Island，再鑲嵌上直徑將近 66 公尺的



Scuderia Ferrari『躍馬』圖騰，彰顯出 Ferrari 的霸氣威風。而在一旁的雅思購物中心，是

阿布達比相當具有規模的百貨公司，擁有超過 400 家國際品牌！ 

↘抵達時間 08:00 

◎岸上景點：文化廣場（市區遊覽）、雅思購物中心。 

☆門票安排：法拉利主題樂園。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雅斯飯店 
多國特色自助風味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或於樂園區自理）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30（星期六） 

第２８天 阿聯酋．阿布達比 ABU DHABI（沙漠中的黃金之都） 

與許多阿拉伯世界國家相同，伊斯蘭文化不僅是阿布達比最堅定的信仰，更是與食衣住行

息息相關的生活方式。原本禁止非穆斯林進入的清真寺，阿布達比卻建造了一座無比壯麗

的大清真寺開放遊客參觀，從伊斯蘭文化的核心出發，開啟對阿布達比的探索。無論是大

享王室尊榮的超奢華飯店，或展現建築工藝的前衛旅館，阿布達比飯店都提供高品質服

務；豐富的市集體驗，則是最貼近在地生活的方式，走走逛逛充滿阿拉伯情調的攤位，讓

行囊滿載而歸。 

↗啟航時間 12:00 

◎岸上景點：自由活動（請於離港前一小時返回船上）。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3／31（星期日） 

第２９天 沙迦．豪爾費坎－富吉拉 FUJAYRAH（富吉拉博物館＆埃爾巴迪雅清真寺） 

今日將帶您前往七個酋長國之一的『富吉拉』酋長國，擁有阿聯境內最古老的清真寺與古

堡，荒山環繞又有海岸連綿，展現阿聯在奢華富麗之外的另一面。是七個酋長國裡唯一一

個主要臨阿曼灣而非波斯灣的地方，山地環繞，保有傳統風韻，看不到杜拜那般驚人的城

市風華，卻有一種淳樸古老的情調。 

埃爾巴迪雅清真寺 

位處城郊為阿聯酋最古老的小清真寺，相傳建於西元 1446 年左右，這座清真寺與過去所

見過的清真寺大不相同，以泥、磚等砌成顏色素樸，時有穆斯林來此朝拜，流露出一種沉

靜莊嚴的氣質，令人不禁也肅穆起來。在此您可沿著寺旁山道蜿蜒而上，可眺望荒山之間

的大片森林。若來到富吉拉市臨阿曼灣這一側，有連綿海灘，偶有遊客在玩拖曳傘等水上

活動，水色湛藍沙灘潔白，讓人在阿聯酋各大都市的富麗堂皇之外，找到清靜自然的角落。 

富吉拉博物館＆富吉拉堡 

由於富吉拉臨海，過去海港貿易留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物，比如陶器、金屬器皿等，也

都展示在館內。以及在一旁的『富吉拉堡』，推估建於西元 1670 年左右，是阿聯境內歷史

最悠久的古堡。 

↘抵達時間 07:00 ↗啟航時間 15:00 

◎岸上景點：富吉拉博物館、富吉拉堡、埃爾巴迪雅清真寺。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阿拉伯式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01（星期一） 

第３０天 阿拉伯海．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各式精緻美食 VS 海上豪華設施）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02（星期二） 

第３１天 阿拉伯海．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其實～遊輪本身就是一處景點）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03（星期三） 

第３２天 印度 INDIA．莫爾穆加奧 MORMUGAO（果阿舊城巡禮＆腰果園） 

是印巴航線上的主要港口，為果阿邦縣的一個城鎮，把印度本身的傳統文化以及來自葡萄

牙殖民時期的歷史背景完美地融為一體。 

果阿舊城 

位於印度果阿邦北果阿區的城鎮，曾是葡屬印度的首府，城內有很多教堂和修道院，其中

最著名的是被列為世界遺產的『慈悲耶穌大殿』，始建於 1594 年，是印度最古老的教堂之

一，保存有聖方濟各沙勿略的遺體。以及『聖加大肋納主教座堂』，是印度第一個主教座

堂，供奉亞歷山大的加大肋納，是果阿最古老、最有名的宗教建築。與華麗的「阿西西的

聖法蘭西斯教堂與修道院」，在大門上就有一對航海使用的地球儀，頂端的兩座五角高塔，

則像歐洲的城堡，而在教堂的門上同樣有地球與象徵船隻的齒輪。和『印度教寺廟』。 

腰果園 

香料植物豐富的印度果阿省，在各大市集都可以看到販賣腰果的攤販，15 世紀印度果阿的

崛起和香料大有關係，由於熱帶氣候非常適合香料生長，因此這裡成為供應世界香料的中

心，透過導覽人員的帶路與解說，了解香料變成盤中調味劑前的狀態，讓人大開眼界。 

↘抵達時間 10:00 ↗啟航時間 22:00 

◎岸上景點：慈悲耶穌大殿、聖加大肋納主教座堂、阿西西的聖法蘭西斯教堂與修道院、 
      印度教寺廟。 

☆門票安排：腰果園。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西印度風味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04（星期四） 

第３３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隨處幻藍景緻）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05（星期五） 

第３４天 印度 INDIA．科契 COCHIN（在地風情之旅＆鳥類保護園區＆卡塔卡利舞劇） 

科契是印度喀拉拉邦最大的城市和主要的港口。而科契一名來自馬拉雅拉姆語 Kochazhi

（意指小湖泊），此區素有「阿拉伯海的王后」之稱，以其天然港聞名，曾經是幾個世紀

中印度香料貿易的中心。 



在地風情之旅 

首先於港口旁看漁民使用鄭和下西洋時傳入的『中國魚網』，用特殊手法在海岸邊補魚，

幸運的話可以看到大豐收，並跟漁民殺價，買最新鮮的魚。之後參觀全印度最古老的『聖

方濟教堂』，雪白的外牆、高聳的頂一派葡萄牙式風情，見證印度土地上歐洲殖民的痕跡

與抗爭，以及搭乘『嘟嘟車』，途中欣賞『荷蘭皇宮』，內有蕃王時期之衣飾、壁畫...等

收藏，並前往市集購買紀念品和猶太城的古玩。 

庫馬拉孔．鳥類保護園區 

綠意兼著曲折交錯的河流，渾然天成的水鄉澤國，貌似中國蘇州，不過場面更加壯觀是一

個大自然的天堂，我們在此將搭乘船遊覽『凡巴南湖 Vembanad』，是喀拉拉邦最大的湖泊，

聆聽數百種鳥類的天籟合奏，尋找野生動物的芳蹤。每年 11 月到隔年 5 月則是有很多從

北方來的候鳥來此棲息過冬，佔地 500 多英畝，橡膠樹椰林稻米滿滿，不絕於耳的鳥叫聲

放鬆心情及步調配合南印度優閒氛圍。 

卡塔卡利舞劇 

大文豪泰戈爾，曾以專文向西方國家推薦，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將之列為無形的世界文

化遺產，在梵文中，Katha 是指故事，Kali 是指舞蹈，KathaKali 也就是舞蹈的故事，舞

劇集合了文學、音樂、繪畫、表演、舞蹈五種綜合的藝術，劇情的高潮迭起，都仰賴著表

演者精湛的肢體、手語、化妝、臉部表情和音樂的起伏，是非常獨特的印度古典舞蹈。 

↘抵達時間 08:00 

◎岸上景點：聖方濟教堂、荷蘭皇宮、科契在地市集。 

☆門票安排：嘟嘟車、庫馬拉孔鳥類保護園區、卡塔卡利舞劇。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南印度風味料理 晚餐：喀拉拉美食饗宴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06（星期六） 

第３５天 印度 INDIA．科契 COCHIN（阿拉伯海的王后） 

印度共和國，通稱印度，是位於南亞印度次大陸上的國家，印度面積位列世界第七，印度

人口眾多，位列世界第二，截至 2018 年 1 月印度擁有人口 13.4 億，僅次於中國人口的 13.8

億，人口成長速度比中國還快，預計近年將交叉。是亞洲第二大也是南亞最大的國家，面

積 328 萬平方公里，同時也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啟航時間 12:00 

◎岸上景點：自由活動（請於離港前一小時返回船上）。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07（星期日） 

第３６天 斯里蘭卡 SRI LANKA．可倫坡＆班托塔 BENTOTA（市區遊覽＆馬度河生態之旅） 

可倫坡是一個優良的天然海港，在海權殖民時代這裡曾先後被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

所佔領。形成多元文化交匯的現象，尤其是信仰。雖然這是個佛教國家，寺廟林立，不過

在街上你隨處可以看到基督教堂、回教清真寺、還有印度教的寺廟。 

班達拉奈克國際會議大廈 

為紀念已故的斯里蘭卡總理，由中國贊助興建，是斯里蘭卡舉行重大國際、國內會議的場



所，也是招商集資展覽會的重要地點。 

獨立紀念廣場 

廣場的主建築物有一個紀念堂，還有一個噴水池，紀念堂的四周環繞著象徵斯里蘭卡的獅

子雕像，紀念堂仿肯迪佛牙寺後方的佛殿而建，以一根根方形的柱子支撐的構造，柱子上

與屋簷下都有精緻的雕刻，並參觀附近佛教寺廟。 

班托塔 

此區由於當地空氣清新，沙色金黃，素有「砂糖海岸」的稱號，在陽光和煦、天色蔚藍、

椰影搖曳的自然環境下，不僅能讓人心情瞬時輕鬆，而有一種非常悠閒的感覺，歐洲旅遊

協會因此將這塊沙灘評選為「全世界最美麗的沙灘」。 

馬度河生態之旅 

乘著小船順著河流來趟生態之旅，穿越紅樹林的綠色隧道，觀賞居民傳統捕蝦蟹網、色彩

繽紛的野鳥、南洋大蜥蜴，進入潟湖區後小島林立，可在此欣賞到豐富多樣的生態，雖是

農業立國，但鄉村小水溝裡蝦蟹可尋，足證環境極少受到農藥污染。 

↘抵達時間 10:00 ↗啟航時間 22:00 

◎岸上景點：班達拉奈克國際會議大廈、獨立紀念廣場。 

☆門票安排：馬度河生態之旅。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08（星期一） 

第３７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豐富美食盛宴）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09（星期二） 

第３８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精彩的海上生活）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0（星期三） 

第３９天 馬六甲海峽 STRAIT OF MALACCA．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海峽景緻）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1（星期四） 

第４０天 馬來西亞．蘭卡威（地質公園＆東方村．纜車~環景震撼車~天幕劇場~天空之橋） 

蘭卡威是眾多島嶼中最富盛名，且擁有豐富歷史傳說及美麗的海景，同時也是個免稅島，

在群島的 99 座島嶼中，第一大島浮羅交怡，以其林木蓊鬱的山丘、浪漫的白色沙灘與晶

瑩澄澈的海水等熱帶風情迎接來訪的每位旅客。 

克林姆地質森林公園 

園內擁有完整的自然生態環境，還保存著地質的多元性，我們將搭乘小艇進入紅樹林保護



區，兩旁可看到石灰岩洞、蝙蝠洞等奇岩怪石，彷彿置身於仙境之中，水上牧場則有許多

珍貴魚類，如噴水魚及大型魔鬼魚...等；更可與老鷹近距離接觸，觀看船夫如何餵食。 

東方村＆七仙井瀑布 

位於島上最高的馬西岡山的山腳下，園區中心是一座頗具東亞情調的花園，山區擁有全島

最古老之岩石（約 5 億 5000 萬年前）。並眺望七仙井瀑布，該處有個淡水溪流沖刷而成的

91 公尺高大瀑布，這座瀑布是因為被間隔成七個天然水潭而得名，瀑布周圍的青翠森林更

為此瀑布添加大自然的神秘氣氛。 

SKY CAB 高空纜車 

全長 2.2 公里纜車由東方村往上爬升到瑪金章山頭，是遠眺蘭卡威全島最佳的地方。 

SKY REX 環景震撼車 

最新的景點，坐在電車上戴上 3D 眼鏡，搭配燈光效果、水噴霧、震動、環繞聲的結合讓

你感覺就好像是身歷其境。 

SKY DOME 天幕劇場 

全天域劇場配備 12 台全高清投影儀，天空穹頂提供 360 度的 3D 圖像，他將掩蓋你的視野，

這種感覺就好像是身歷其境，仰望滿天星斗的感覺，將使你陷入難忘的經歷。 

SKY GLIDE 電軌車＋SKY BRIDGE 天空之橋 

為省去步行時間，特別改安排電車前往獲選為馬來西亞十大標誌性的建築，這座吊橋蜿蜒

於兩座山頭間，由吊橋上可以俯瞰整個馬西岡山叢林及蘭卡威西北部海景。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7:00 

◎岸上景點：東方村、七仙井瀑布。 

☆門票安排：克林姆地質森林公園、高空纜車、電軌車＆天空之橋、天幕劇場。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在地海鮮燒烤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2（星期五） 

第４１天 馬來西亞．巴生港－吉隆坡 KUALA LUMPUR（黑洞風＆皇家錫蠟博物館～錫器 DIY） 

光芒閃爍的花園首都『吉隆坡』，是整個馬來西亞發展的大動脈，包括了商業與貿易領域、

銀行及金融業、製造業、交通領域、資訊科技及旅遊業等，在該國各個領域的發展上皆處

在領先的地位。 

黑風洞 

是一個巨大的鐘乳石岩洞，自百年前被西方探險家發現後，就一直是吉隆坡郊區最吸引遊

客的觀光點，到此得先攀登 272 層階梯才可抵達，洞內有一印度神殿，是印度教大寶森節

慶祝活動的重鎮，洞內成群的猴子及蝙蝠，也有一個四面雕著印度神話壁畫的小型博物

館，洞內還有一個高達 100 公尺的寺廟透天洞。 

蘇丹皇宮 

於 2011 年全新打造，花費近 80 億台幣，建築的特色帶有馬來和伊斯蘭風格，是現任最高

元首的居住宮殿，皇宮不對外開放，只可在門外和侍衛合照以及觀看每天的衛兵換崗。 

雙子星塔花園廣場 

兩座獨特的菱形高塔，造型美觀獨特優雅（因直屬馬國政府的油塔所以無法入內餐觀），

您可前去雙子塔購物城，購物城內各式名牌商店成立，商品琳瑯滿目盡享購物樂趣，更有

露天的 COFFEE SHOP 讓您彷彿身在巴黎街頭！ 

星光大道＆市區遊覽 



為馬來西亞最熱鬧著名的星光大道，在燈光頭射之下顯現的分外美麗，可以讓您逛街採購

自己喜歡的東西，絕可滿足您的購買慾望，熱鬧的街道保證讓您流連忘返。另可欣賞到建

於 1910 年的『火車總站』，主樓為白色，具有摩爾建築風格。 

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錫器 DIY） 

以開採錫礦發達的吉隆坡，也以錫器聞名於世，而製錫超過三十年的皇家雪蘭莪，從 1885

年開始，由於純手工生產的錫器品質良好、雕刻精美，而被蘇丹封為「皇家」，展示館以

摩登現代化的空間設計，展示錫製的藝術品，並且有錫器製作過程的導覽介紹，同時還有

包羅萬象的禮品店。在此我們將安排「School of Hard Knocks」錫器製作體驗，穿上圍

裙，拿起錘子，做一件最獨一無二的錫製品。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17:30 

◎岸上景點：黑洞風、蘇丹皇宮、星光大道、雙子星塔花園廣場、火車總站、獨立廣場。 

☆門票安排：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錫器 DIY）。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肉骨茶風味合菜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3（星期六） 

第４２天 新加坡 SINGAPORE（經典市井遊覽＆聖陶沙海洋館＆濱海灣花園＆金沙娛樂城） 

有人稱新加坡為城市國家，原為馬來西亞的首都，1965 年在李光耀總理帶領下脫離馬來西

亞，正式獨立為新加坡共和國。 

經典遊覽～魚尾獅公園＆牛車水＆寶塔街＆佛牙寺 

水牛車保留著早期華人在獅城落地生根的痕跡，古老而特殊的建築特色靜靜的訴說著歷

史。而寶塔街兩旁的店家房子顏色塗滿鮮亮的色彩。以及佛牙寺可參拜神聖的佛牙舍利並

欣賞豐富多樣的宗教文物展覽。魚尾獅公園則是由當地藝術家，將獅子的頭和魚的身體巧

妙結合，打造出魚尾獅的標誌，象徵新加坡的熱情好客！ 

聖陶沙～S.E.A.海洋館 

為全球最大的水族世界，潛入海洋生物園沉浸在藍色王國內，透過海洋之窗觀賞超過 800

種海洋生物，威震四方的鯊魚及各種罕見魚類近在身邊，仿佛已融入這繽紛世界裡，這裡

提供一系列創新有趣的教育項目，讓您進一步認識浩瀚海洋及它的生態系統。 

濱海灣花園（天空步道） 

由許多國際及當地專家一同投入設計，兼具時尚、科技及環保的著名地標，園內還原了熱

帶山地涼爽潮濕的氣候和地中海及半乾旱、亞熱帶地區涼爽乾燥的氣候，花卉植物種植數

量約 8.7 萬柱，約 400 多種品種。並有高度 25 至 50 公尺高的天空樹，頂端的蒼穹在艷陽

高照的白天正好成了遊客最好的遮蔽物，到了晚上配合著閃爍跳躍的燈光及音樂為背景，

整片的天空樹轉瞬又成了潘朵拉星球。 

金莎娛樂城（空中花園＆雲端景觀台） 

擁有最大的 LV 漂浮水晶宮旗艦店，以及 300 多間的頂級國際知名品牌商店，各式的美食

餐廳、電影院、劇場等，娛樂城有著特別的螺旋橋連結著濱海灣及飯店，當華燈亮起漫步

其間煞是浪漫。而我們將參觀離地面約有 200 公尺，建在 55 層金沙頂樓的『空中花園』，

並從『雲端觀景台』遙望市區美景，同時在此也可欣賞到夜間雷射燈光水舞秀。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23:59 

◎岸上景點：魚尾獅公園、牛車水、寶塔街、佛牙寺、螺旋橋、夜間雷射燈光水舞秀。 

☆門票安排：S.E.A.海洋館、濱海灣花園（天空步道）、空中花園。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海洋景觀餐廳 晚餐：松發肉骨茶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4（星期日） 

第４３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各式精緻美食 VS 海上豪華設施）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5（星期一） 

第４４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其實～遊輪本身就是一處景點）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6（星期二） 

第４５天 泰國．林查班－芭達雅 PATTAYA（水上市場＆東芭樂園＆薰香 SPA＆蒂芬妮人妖秀） 

過去多數華僑曾稱北大雅或博多耶的『芭達雅』，屬於東部地區春武里府，位於暹羅灣東

側，是泰國旅遊業最重要的據點之一，原本只是一個小漁村，後因自然條件優越，泰國政

府撥出專款開發建設，素有《東方夏威夷》之美稱。 

席攀水上市場（四方水上市場） 

融合鄉村文化木雕風格的複合式水上市場，各種泰式水上建築在迂迴的河道上，踅遊穿梭

在水上五金商貨水果雜項商家或有民俗傳統舞蹈笙歌、木雕藝術敲打聲，把泰國傳統文化

展現的是如此多嬌。 

東芭樂園文化村 

距離南芭達雅 15 公里，是一個泰式鄉村風格的休閒兼渡假公園，放眼望去盡是雅緻的風

景，欣賞完民俗文化表演之後，接著到舞台的後方欣賞大象表演踢足球、投籃球、玩保齡

球、畫畫等。 

TAITHANI 五族文化村 

園區內豐富的呈現泰國當地的傳統民俗特色及風情文化，最有名為潑水節及水燈節，潑水

節對泰國人來說就是個最歡樂重大的新年節日，園區內更貼心為您準備當地的傳統服飾供

您使用體驗潑水。而精采的傳統民俗歌舞表演，足以讓你留下深刻印象。 

南洋薰香 SPA 

首先使用百草精油全身按摩，利用按摩來放鬆全身以達到美白去角質的功效，再進入蒸氣

室以高溫加速排汗促進全身排毒，療程結束後您將明顯的感受到其效果；還有養生茶、小

點讓您品嚐，體驗 spa 全程約 30 分鐘。 

蒂芬妮人妖秀 

舉示聞名顛彎倒鳳，個個讓《男人動心，女人傷心》、《男人後悔，女人自卑》，秀場中燈

光，音效，排場俱佳，節目結束後可自費與人妖合影留念，讓你讚不絕口。 

↘抵達時間 06:00 

☆門票安排：席攀水上市場、東芭樂園文化村、五族文化村、南洋 SPA、蒂芬妮人妖秀。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正宗泰式風味餐 晚餐：在地特色料理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7（星期三） 

第４６天 泰國．林查班－曼谷 BANGKOK（大象神＆泰國凡爾賽宮＆TERMINAL 21 航站百貨） 

是泰國港務管理局直屬的深水國際貿易商港，經過短短幾年的發展，林查班已經成為泰國

最重要的國際貨櫃樞紐港，也是現代化、自動化、一體化操作管理水平與港口基礎設施標

準規格均極高的新式港口。 

粉紅大象神 

在這個巨大的象神下面有一些小型的老鼠雕像，如果要向象神許願原來並非直接說給象神

聽，而是要在老鼠雕像的旁邊小聲許願，因為據說這些老鼠是象神的使者，如果您有什麼

要和象神訴說，必須要通過這些使者再轉達給象神。 

愛侶灣四面佛 

首先到一旁的櫃檯買花環一份，然後從正面的佛像開始順時針拜，然後再掛上一個小花

環，依序拜完四個，《例如：背面的姻緣佛像》這樣大概就完成。 

泰國凡爾賽宮 

於 1908 年建造的舊國會大廈，是皇室舉行國家級儀式和迎接國賓的地方，1932 年泰國立

憲後，成為泰國國會大廈，宮殿建築外牆是義大利大理石，浮雕建築風格充滿了巴洛克與

文藝復興元素。殿內金碧輝煌、文化古物與歷代泰王的肖像壁畫，與保留完整的國會廳。

大廈前綠蔭大道上，座落著五世皇在法國巴黎雕刻的銅像。 

TERMINAL 21 航站百貨 

位於熱鬧的蘇坤維路上，整棟大樓以機場航站為概念來打造，一進大廳即可見到兩部 36

公尺超長的電梯通往天際，兩旁牆上的電子看板，以機場航班資訊的呈現方式，來說明近

期的優惠及折扣促銷。 

↗啟航時間 17:00 

◎岸上景點：粉紅大象神、愛侶灣四面佛、TERMINAL 21 航站百貨。 

☆門票安排：泰國凡爾賽宮。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泰式海鮮百匯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8（星期四） 

第４７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享受各式豪華設施）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19（星期五） 

第４８天 越南．富美港－胡志明市 HO CHI MINH CITY（古芝地道＆統一府＆市區遊覽） 

胡志明市是越南第一商業大城，素有東方巴黎之稱，1975 年北越共軍解放南越之後大舉南

進接收，原名「西貢」的南越首都被改名為胡志明市，為越南最大經濟重鎮，擁有寬闊林

蔭大道的美麗街景，尤其典雅浪漫的法國遺風，火炎樹夾蔭道路的露天咖啡座，幾乎使人

誤認置身於法國的香榭大道上。 

古芝地道（越戰遺址） 

此地道原為越南抵抗法國統治時，由當時農兵徒手挖了 20 多年的一個地下戰道，到了越

戰時期轉為抗美的重要地下基地，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建造，全長 200 公里，由無數

條寬不到 80 公分的地道分為三層結構交錯而成。地道中建築有醫院、會議場、睡眠房間、



作戰房間、糧庫及軍事陷阱等設備，規劃極為完備。 

統一府（獨立宮） 

參觀前越南時期的總統府，其前身為 1868 年奠基的諾羅敦宮 Norodom Palace，新建的獨

立宮擁有堅固的地下室，成為越戰時的指揮作戰中心，1975 年 4 月 30 日上午坦克攻入獨

立宮，南越政府就此煙消雲散，獨立宮也隨之更名為統一府。 

新定教堂（粉紅教堂） 

夢幻般的糖果粉紅色教堂，是胡志明市第二大天主教教堂，法國殖民越南時，所建的一間

天主教教堂，粉紅色外牆據說是在 1957 年才漆上的，加上融合羅馬、哥德、文藝復興的

建築元素，讓它猶如來自童話世界的夢幻城堡。 

聖母大教堂（紅教堂） 

是胡志明最大的法國天主教堂，屬於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正面有兩個高高的尖塔，內部

的裝修陳設相當豪華講究，體現西方宗教文化對越南的影響。 

中央郵局 

建於 19 世紀末法人統治時代，屬於重要的文化財產，內部半圓形的拱頂極富古典氣息，

很有特色，是法國殖民時期的代表建築之一。 

濱城市場 

是購買特產和紀念品的首選地，如果你喜歡買便宜的東西，又喜歡殺價的話，那麼肯定就

是這裡了！市場裡可以說應有盡有，幾乎一應俱全有越南所有的東西。以及前往越南最多

華人居住的華人區「堤岸」，感受華人在異鄉的奮鬥史以及生活的情況，順路參觀己有百

年歷史又稱阿婆廟的「天后宮」，是越南華人心靈的支柱。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21:00 

◎岸上景點：粉紅教堂、紅教堂、中央郵局、濱城市場、堤岸、天后宮。 

☆門票安排：統一府（獨立宮）、古芝地道（越戰遺址）。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越式蜜汁燒烤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20（星期六） 

第４９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享受各式豪華設施）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21（星期日） 

第５０天 越南 VIETNAM．峴港市 DA-NANG（美山聖地＆占婆雕刻博物館＆會安古城） 

位於越南中部，緊鄰南中國海邊的越南第四大城―峴港，擁有綿延 30 公里的潔白沙灘，

湛藍的海水、無汙染的海岸線，使這裡被盛讚為「東方夏威夷」。 

美山聖地 

地處直徑約二公里的山谷內，用磚石砌成的 71 座塔寺，這是占婆王國用以祭祀君主和神

靈的印度教聖都，是東南亞長期連續發現的唯一建築群體，此區之妙在於占婆塔巧藝工匠

之建塔技術、石磚雕刻藝術和審美觀。 

占婆雕刻博物館 

館內保存越南黃平省至平定省一帶，出土的 7 世紀至 15 世紀占婆石雕和陶雕，有近千件

大大小小的美術精品，展館內有一具美山占婆的復原模型，據說這間博物館的造型便是仿



用了占婆塔式的建築風格，並在外牆塗上黃色，讓其在鬧市中顯得更是顯眼。 

靈應寺 

此處有越南最高的觀音菩薩像（約相當於 30 層的大樓），雕像靠在山腰面對大海，中間還

有釋迦摩尼佛的像，成為佛中有佛，以大理石做成，靈應寺旁擺設羅漢，姿勢各異其趣。 

五行山 

原為海中島，多年的變遷成了陸地上的山，在海邊平坦的沙灘上，金、木、水，火、土五

座山峰拔地而起，由於風光秀麗，古人有詩寫道：何處景色勝五行，不遜仙境是蓬萊。山

光彩石峰浴翠，古寺香霧繞雲岩。 

會安古城 

1999 年時被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中國人在南越定居的第一個城市，漫步古城老街，映入

眼簾的都是熟悉的漢字，鄭和下西洋到越南時，就是停留在會安，從此帶來了華人移民。 

要感受會安古城濃厚的中國氣息，要到 Lei Loi 及 Tran Phu 兩大老街，兩旁盡是已屹立

了數百年的古老中式建築，建築由山牆、彩色鴛鴦瓦蓋頂、硬木做成的柱椽、門扇、紅牆

綠瓦組成深宅大院，無論是屋子的結構、佈置及傢俱，都極富中國氣息。 後來法國人新

蓋的法式古典庭園式建築夾雜在古城之間，依著秋盤河而建，悠閒又浪漫。法式建築外形

漂亮、線條優美，外牆裝飾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頗具藝術性。 

↘抵達時間 08:00 ↗啟航時間 20:00 

◎岸上景點：五行山、靈應寺。 

☆門票安排：美山聖地、占婆雕刻博物館、會安古城。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中越創意料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22（星期一） 

第５１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海上悠閒假期）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23（星期二） 

第５２天 中國．深圳 SHENZHEN PT（錦繡中華小人國＆中國民俗文化村）～香港 HONG KONG 

依山面海，與香港新界山脈連為一體，市區的大部分區域處深圳灣北岸，西部寶安區和南

山區的珠江口沿岸是珠江三角洲平原的一部分，有大面積的填海陸地，地勢也較為平坦。

全市的整體地勢為東南高，西北低，多數地塊屬於低丘陵地，並有平緩台地相間。 

錦繡中華小人國 

按照中國的地理位置分佈園區內擁有將近 100 個以適當比例縮小的景點，分為古代建築、

山水名勝和民居民俗三大類，包含了萬里長城、秦兵馬俑、圓明園、布達拉宮和泰山、長

江三峽等等，以及其他著名的建築物，豐富的歷史建物和民俗風情，讓錦繡中華微縮景區

成為廣東深圳另外一顆明珠。 

中國民俗文化村 

以中國五千年文化為主題，有來自中國各地知名建築風景的縮影，可看到雲南石林、海南

椰林、南濱古榕、千手千眼觀音、徽州牌坊群、鐳射民族音樂噴泉等景觀，山巒起伏和飛

瀑的景色映入眼簾讓遊客賞心悅目。 



↘抵達時間（深圳）07:00 ↗啟航時間（深圳）14:00 

↘抵達時間（香港）20:00 

◎岸上景點：今晚遊輪將進入維多利亞港，停靠後即可下船自由活動。 

☆門票安排：錦繡中華小人國、中國民俗文化村。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24（星期三） 

第５３天 中國 CHINA．香港 HONG KONG（亞洲購物天堂～全日自由活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位於中國東南方，早期為英國的殖民地。城市的建築構成密集的天際線，

不僅擁有大量人口，更充滿發展動能，亦是全球金融重鎮與主要港口。中環 (商業區) 大

樓林立，由貝聿銘設計的中國銀行大廈正是其中一棟地標建築。香港素有「購物天堂」的

美稱，許多服飾店都提供量身訂製服務，另外還有人聲鼎沸的廟街夜市，蘊含著道地的香

港情懷，越夜越熱鬧。 

↗啟航時間 18:00 

◎岸上景點：全日自由活動（請於遊輪離港前一小時返回船上）。 

☆門票安排：香港地鐵一日券。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或於景點區自理）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25（星期四） 

第５４天 海上航行 SCENIC CRUISING（馬可波羅遊記～精彩回憶時刻）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號（兩人一室／內艙）…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2019／4／26（星期五） 

第５５天 台灣．基隆港（溫暖的家） 
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

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記得～再忙也要去旅行喔！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抵達時間 07:00 （預計 09:00 離船）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Ｘ 晚餐：Ｘ 

住宿：溫暖的家。 

 

 

 

 

【本公司保有因航空公司及遊輪公司及國外當地旅行社之更動而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以上行程及參考航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