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旅 假 期 

潇 洒 走 天   中 旅 伴 你 行 

欧洲邮轮陆地精华游31天 

意大利、梵蒂冈、圣马里诺、希腊、黑山、西班牙、法国、 

摩纳哥、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地中海 

●意大利-罗马，那 勒 ，庞贝， 罗伦萨，威尼 ， 

梅西纳，热那 ，五渔村 

●黑山 科托尔 

●梵蒂冈 圣马里诺 摩纳哥 

●希腊-圣托里尼， ，科孚 

●西班牙-巴塞罗那 

●法国-马赛，尼 ，戛纳，阿维尼翁，安纳西，巴黎 

  

●出发日期：2017年9月24日 15人成团  

●成人价格：NZD11999/位 



第一天9月24日(日)奥克兰-中国 

今日 机飞 中国 继续转机飞 罗马  

第二天9月25日(一)中国-罗马 

抵达罗马， 人导游机场迎接， 罗马酒店休息  

第 天9月26日(二)罗马(早/午) 
早餐 8 30 发，参观梵蒂冈城国。预痓9 30参观 *圣彼得大教堂参观*，圣彼得广
场。梵蒂冈城是梵蒂冈国的首都 世界天 教的中心 罗马教廷所在地，位于意大利首
都罗马西 角的梵蒂冈高地 ， 西 南3面 高墙 罗马 隔开，而东面的圣彼得
广场 罗马 畅行无阻，在 片面疅仅0．44 方公里 痓1400人 常住人 仅500

的城 西 廷教堂内 中了一批举世无双的艺术品和建筑绘画杰 ，是全城的中心，
也是世界 最大的 教建筑13 15罗马 迹参观*斗兽场帝国大道 威尼 广场  

第四天9月27日( )罗马-241 里-那不勒斯 (早/晚) 
早餐 8 00 发前 罗马 参观 万神殿 许愿池 西班牙广场 圣天使堡 外
观 等。12 00离开前 那 勒 庞贝 城。15 30到达庞贝参观 庞贝废墟庞贝

罗马城 一，位于那波利湾岸边 庞贝 的词根来自奥 坎语中的 五 ， 能是
桮地 五个村落，或者最初是一个庞贝 族庞培于公元79 8 24日被维苏威火山爆发
时的火山灰覆盖  

第五天9月28日(四)那不勒斯-320 里-奥尔维耶托 –166 里佛罗伦萨(早/晚) 
早餐 8 00 发前 奥尔维耶托，12 30抵达 参观*天空 城废墟-CIVITA DI 

BAGNOREGIO 只 处外观 奇维塔-巴尼奥雷焦 城被誉 现 世界的 拉达
14 30离开前 罗伦萨。約17 00抵达 罗伦萨  

第 天9月29日(五)佛罗伦萨-240 里-圣马里诺(早/午) 
早餐 8 00 发前 罗伦萨 参观*黄金桥 菲 敞廊 政广场及露天雕塑真
迹观赏 圣母甸花大教堂 天堂 门等 * 入 统皮 坊及门店参观，自由购物
13 15离开前 国中 国-圣马力诺 和国，位于欧洲南部，意大利半岛东部，整个国
家被意大利包围，是世界 最小的国家 一，抵达圣马力诺酒店自由活  

第七天9月30日( )圣马里诺-272 里-维罗纳-威尼斯(早/晚) 
早餐 8 30 发前 维罗纳，参观*莎士比 罗密欧 朱丽叶 原型-朱丽叶的故居

阳 ，竞 场 外观)，维罗纳是位于意大利 部威尼托阿迪杰河畔的一座历 悠久的
城 ，2000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痣的世界遗产  莎士比 的 罗密欧 茱丽
叶 以桮城 背 ， 爱 都 疆 16 00离开前 威尼 19 30抵达威尼 外
岛酒店  

第 天10月1日(日)威尼斯(早/午) MSC MUSICA) 

早餐 8 00 发前 码头 20 钟公 汽船 * 息桥 威尼 门 总督府 圣马 广
场 圣马 大教堂 外观 里 托桥*特色参观 威尼 水晶 厂*威尼 位于意大利
东 部，是世界闻 的水乡，也是意大利的历 文 城 城内 迹 多，水道两岸
许多著 的建筑，到处是 家 画家 音乐家留 的足迹 圣马 广场是威尼 的中心
广场，广场东面的圣马 教堂建筑 富丽堂画 总督宫 面的 息桥是 判决的犯
人去 监狱的必经 桥，犯人过桥时常忏悔 息，因而得 息桥 桭如威尼 整座
城 建在水中，水道即 大街小巷，船是威尼 唯一的交通 ，当地的小船贡多拉独

特色，到了威尼 妨一试 14 30离开前 邮轮码头15 30 船 午 乘第一段
邮轮  

第九天10月2日(一)布林迪西 BRINDISI /莱切 LECCE 西 

午13 30 船 19 30 船  

第十天10月3日(二)卡塔科隆 KATAKOLON /奥林匹亚 OLYMPIA  

邮轮12 00到达，18 00离开港 午13 30点大巴及 人导游码头迎接，参观奥
林比 城 *奥林 克 发源地 圣火采 地等 

*奥林比 遗址及博物馆，17 00前返回邮轮  

第十一天10月4日( )圣托里尼 SANTORINI  

邮轮8 00到达，17 00离开 早 8 30点大巴及 人导游码头迎接，参观*首府-费
拉(THIRA) 游览建在悬崖 的男墙蓝顶建筑*岛屿西 端素 艺术家天堂 疆的-伊
(OIA)参观 自由漫桯在宁静而独特的伊 艺术巷弄 中，16 00前返回邮轮  

第十二天10月5日(四)比雷埃夫斯 PIRAEUS /雅典 ATHENS  

邮轮7 30到达，16 30离开 早 8点大巴及 人导游码头迎接，参观* 卫城*
卫城博物馆*哈德良拱门，希腊议会等， 午15 30前返回邮轮  

第十 天10月6日(五)科孚 CORFU  

12 30 船 18 30 船  

第十四天10月7日( )科托尔 KOTOR  

07 00 船 13 00 船  

第十五天10月8日(日)威尼斯 VENICE -热那亚（GENOA MSC MERAVIGLIA) 

今日邮轮09 00将停靠威尼 抵达 ，专车 热那 乘第 段邮轮 午17 00

开始登船手续  

第十 天10月9日(一)那不勒斯 NAPLES  

13 00 船 19 00 船  

第十七天10月10日(二)梅西纳 MESSINA /陶尔米纳 TAORMINA  

邮轮8 00到达，18 00离开 早 8 30大巴及 人导游码头迎接，陶尔米纳处在一
个著 的 色畻丽位置 一边是蓝色浩瀚的爱奥尼 海的海，另一边是奇特壮观的埃特
纳火山 里 西西里岛最 美的一 风 和沙滩， 希腊的最 特色的剧场遗迹，
所 的 都使陶尔米纳 岛 最独特，最 欢迎的游览胜地 参观*格雷科 希腊剧
场* 眺埃特纳火山 俯瞰 美丽岛 四 十五日广场 座教堂等， 午17 00点
前返回邮轮  

第十 天10月11日( )瓦莱塔 VALLETTA  

08 00 船 18 00 船  

第十九天10月12日(四)海  

海 航行  

第二十天10月13日(五)巴塞罗那 BARCELONA 午餐  

邮轮9 00到达，18 00离开 巴塞罗拉(Barcelona) 9 30大巴及 人导游码头迎接
参观*高迪圣家族大教堂*米拉 家， 泰罗尼 国家艺术博物馆(外观)，哥伦 纪念
塔，西班牙广场，奥林 克场馆， 拉大街等，16 00前返回邮轮  

第二十一天10月14日( )马赛 MARSEILLE  

邮轮9 00到达，17 00离开 9 30点 人导游码头迎接参观*马赛老港 隆尚宫 圣
让堡 圣母圣殿等，14点前返回邮轮  

第二十二天10月15日(日)热那亚-100 里-五渔村-热那亚(早/晚) 
早 8 00邮轮结束海 行程，团队 船，大巴及 人导游码头迎接， 驱车前 意
大利美丽的海滨系列城 *五渔村位于意大利利 里 大 拉 佩齐 省海沿岸地 ，是
蒙特罗索 韦尔纳扎 科尔尼利 马纳罗拉及里奥马焦雷 五个悬崖边 的村镇的统
疆 1997 五村镇和韦内雷，帕尔马里 群岛，蒂诺岛，提尼托岛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痣列入世界文 遗产 录，1999 被评 国家公园 17 30返回热那 ，20 00抵
达热那 酒店  

第二十 天10月16日(一)热那亚-182 里-摩纳哥-尼斯(早/晚) 
早餐 8 00 发前 地中海小国-摩纳哥参观*摩纳哥画宫 著 赌城-蒙地 罗 F1赛
车道等，摩纳哥公国是位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总面疅 1.98 方公里，地处法国南
部，除了靠地中海的南部海岸线 外，全境 西 东 面町由法国包围， 少 的

国中国 一 摩纳哥国民极 富裕， 时也是世界 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一 摩
纳哥经济发达， 要以博彩 旅游和银行业 19 00抵达尼 酒店*尼 天使湾自
由漫桯参观，21 00 自由返回酒店  

第二十四天10月17日(二)尼斯-111 里-圣十字湖-戛纳(早/晚) 
早餐 8 00 发前 圣十字湖游览参观*圣十字湖- 尔登大峡谷 陶瓷小镇等 

尔登大峡谷位于 罗旺 -蔚蓝海岸大 里，是世界第 大峡谷，被誉 欧洲最美的峡
谷 一，全长25公里，700米深 著 的圣十字湖 薰衣草圣地瓦朗索勒，陶瓷小镇，

特 纳等也属于 个 域 里被誉 极限爱好者的天堂，无论是登山 足， 是
泛舟湖 ，在 里你总 以 到 合自 的户外活  

第二十五天10月18日( )戛纳-222 里-阿尔勒-39 里-阿维尼翁(早/晚) 
早餐 8 15 发前 阿尔勒，沿着梵高的印象派足迹漫桯参观*梵高 星光 的咖
啡馆 咖啡馆， 城墙， 罗马竞 场等阿尔勒是伫立在罗讷河 的珍 ，庇 在地中
海海风吹过的湛蓝的晴空 14 00离开前 城-阿维尼翁参观*教画宫 罗纳河 圣
贝泽尔断桥等，19 15抵达阿维尼翁酒店  

第二十 天10月19日(四)阿维尼翁-341 里-安纳西(早) 
早餐 8 00 发前 安纳西参观 *法国爱情电影中 现最多的外 地-小岛宫 梭
的爱情桥 安纳西湖等， 眺阿尔卑 山，19 00抵达安纳西酒店  

第二十七天10月20日(五)安纳西-246 里-博讷-320 里-巴黎(早/午) 
早餐 8 00 发前 勃艮第葡萄酒产 -博讷参观*葡萄酒 场酒窖 宫 院 圣母
大学教堂，15 00离开前 法国首都-巴黎，19点抵达巴黎酒店  

第二十 天10月21日( )巴黎(早/午/晚) 
早餐 8 30 发，全天 参观法尔赛宫*巴黎圣母院 塞纳河 和广场 凯旋门
香榭丽舍大道等19 30抵达巴黎酒店  

第二十九天10月22日(日)巴黎(早/午/晚) 
早餐 8 00 发，全天 参观* 浮宫*巴黎春天自由参观购物  

第 十天10月23日(一)  
专车 戴高乐机场，办理 税及登机手续， 乘国 航班经中国转机前 奥克  

第 十一天10月24日(二)  
抵达奥克  

 详细行程及价格 

奥克兰总店   中区大华店   Mt. Albert店  Northcote店   Meadowland店   East Tamaki店   Highland Park店     北岸分店       基督城店          惠灵顿店    
09-3751717  09-6386888  09-8456679    09-4185188      09-5352809         09-2651888           09-5358588         09-4185188    03-36546396    04-4999668 

包含  

1. 客人双人间四星痔酒店 14晚 

2. 邮轮 全部 餐及部 当地的午 晚餐  

3. 地部 大巴交通费用  

4. 中文导游 

5. 奥克 /罗马//巴黎/奥克  返国 机票 

6. 两段邮轮 Inside room(两人一室) 
 

包含  

1. 旅游保险(强烈建议购 ) 
2. 签证费及相关费用(根据行程安排，持中国 照客人需要办理
申根签证，中旅 以 组痣大家一起到惠灵顿办理，但相关费
用需要您自行 担 持 西 照客人符合目前过境免签政策，
无需办理申根签证 提醒您注意 签证政策 能会 所调整和
条 限制， 以申请人个人情况和 方确认 准 ) 
3. 机和导游的小费  ( 机每人每天2欧元，导游每人每天3欧
元) 
4. 欧洲一 城 需向旅客 收的 城游览税及住宿税 

5. 畼人费用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  

-酒店内洗衣 理发 电话 传真 上网 收费电视节目 游
饮品 烟酒 邮寄 机场和酒店行李 运服 购物 行程

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 酒店提前入住及延迟退房费 

6. 因个人疏忽， 章， 法，犯罪造 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费用 

7.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费用 

8. 行程列明以外的 点或活 所发生的任何费用 

9. 因任何 抗力(包括但 仅限于以 种情形(1)自然灾害,如
风,洪水,冰雹等 (2)政府行 ，如 收 用等 (3)社会异常

，如罢 骚 恐怖袭 等) 飞机 车辆 船只等交通
发生故障 航班 消或更改时间等原因所导 的额外费用  

 

手续  

1. 时请带 效 照(须自团队结束 日起 少 6个
效 期 ) ， 清 楚 完 整 填 妥 表 所 列 一 资 料 并 缴 交 定 金
NZD2000/每人  

2. 们将最迟于4 28日前确定是否 团 如果因
人数 足而 能 团，您 付定金将全部  

3. 如 团，团费余款须于6 24日前全数付清，逾期未付清余
款，将视 自愿 消，中旅 权将您的订位 消，您 缴付 定
金恕 返 ，也 得将定金转让予他人或用于 他 发日期或旅
游产品  

4. 中旅保留最痤接 否的权利而无需提 任何理由及解
释  

5. 中旅保留对行程和 格 行调整的权利  

 

扣款办法  

由于客人个人原因需要 消订位的，需按照 列办法扣
款  

1. 在7 21日前 消，扣除全部定金 

2. 在8 4日前 消，扣除全部团费50% 

3. 在8 24日前 消，扣除全部团费70% 

4. 在6 24日 含当日 消，扣除全部团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