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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船齡最年輕!! 以地中海風、歐式高貴典雅風格聞名》 

MSC 地中海遊輪有著一段歷史悠久並引以為豪的航海史。成立於 1987 年，專心致力於遊輪休閒旅

遊事業的發展。整個船隊至今已累積至 16 艘華麗且愛護生態的現代船舶。MSC 於歐洲是唯一的私

營遊輪公司，全權監控從船的設計製作到船上服務，就是要給您最好的品質及享受。極具現代感、

時尚感及高科技的遊輪設施，濃厚的義大利風格，從義大利工作人員的熱情服務、義式風格的裝潢

到地中海風味美食，絕對讓您回“義”無窮！  

MSC 傳奇號遊輪介紹： 

中文船名 傳奇號 英文船名 MSC MERAVIGLIA 

噸 數 167,600 噸 載客數(兩人一艙) 5,714 人 

船艙數 2,244 間 殘障人士船艙 49 間 

下水年分 2017 年 6 月 長 度 315 公尺 

船 寬 43 公尺 吃水深度 8.5 公尺 

甲板樓層 19 層 電 壓 110 伏特/220 伏特 

船員人數 953 人 船員國籍 世界各國 

航行速度 22 節 游泳池 2 個 

餐飲、休閒場所簡介 

餐廳： 休閒誤樂場所： 



⚫ WAVES 主餐廳 

⚫ PANORAMA 主餐廳 

⚫ MARKETPLACE 自助餐廳 

⚫ L’OLIVO D’ORO 餐廳($) 

⚫ EATALY 義式餐廳($) 

⚫ KAITO 中日式料理餐廳($) 

夜總會及各式酒廊： 

⚫ 啤酒與威士忌酒吧 

⚫ EDGE 雞尾酒吧 

⚫ INFINITY 酒吧 

⚫ CHAMPAGNE 香檳酒吧 

⚫ TV STUDIO 酒吧 

⚫ SPORTS 運動酒吧 

⚫ BROADWAY THEATER 百老匯劇院 

⚫ Polar 水上樂園 

⚫ Attic 俱樂部 

⚫ 多功能運動場 

⚫ 保齡球場 

⚫ 嬰幼兒托育中心 

⚫ 青少年俱樂部 

⚫ 照片館 

⚫ 賭場 

⚫ 室內外游泳池 

⚫ 健身中心及 SPA 館 

⚫ 商店街 

⚫ 24 小時客房服務 

乘客服務 

1)24小時客艙服務，每天傍晚整理床舖、美容院($)、乾濕洗衣服務($)。 

2)岸上觀光諮詢及預訂、郵政、保險箱、簽帳系統、每日電訊及體育消息、保姆、宗教禮拜等等。 

3)免稅店($)：出售衣服、珠寶、紀念品、香煙、酒類、香水等。 

4)皇家賭場($)將提供各種賭博活動，如21點、輪盤、擲骰子、加勒比撲克牌及吃角子老虎。 

5)照相館及攝影服務($)。 

註：部份服務旅客需自行付費。 

 

<特色一>浪漫約定~露天星空舞台 

規劃在遊輪頂層甲板的泳池畔，白天是親子皆宜的公共活動空間，晚上則搖身一變，成為極富魅力

的表演舞台。舒適地徜徉在夢幻般的星空下，伴隨著徐徐海風及音樂，人生享受不過如此。 

<特色二>海上科技感~ 打造屬於自己的天空 



結合海上高科技，室內漫步的長廊天花板將由一塊 480 平方米的巨大 LED 電子屏幕覆蓋：這是一片

數碼化的天空穹頂，24 小時不停變化的 LED 屏幕，可以呈現出各種場景，可以模擬各種場景、節

慶、日落、日出及星空。創造獨一無二的氛圍及充滿歡樂的船上空間。 

<特色三> 歡樂無限~透明滑道的海上樂園 

MSC 將水上樂園搬到了汪洋大海上，擁有四條蜿蜒曲折的滑水道，為您展開最驚險刺激的海上滑

道!MSC 有最經典的透明滑道，在滑道內衝至遊輪外圍時，在您底下等候的是地中海的蔚藍海水！

亦有香檳碗的高速旋渦滑道以及高空喜馬拉雅橋，等著富有冒險精神的您來挑戰！ 

<特色四>世界級的表演~海上太陽馬戲團-早鳥報名贈!!!  

MSC 與當今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文藝團體－太陽馬戲團首度攜手合作。船上設計了專為其表演製作的



舞台場地及專屬於船上的精彩表演，就是為了要給 MSC 的貴賓，專屬於您的高水準演出！也為前

往劇場欣賞表演的貴賓，準備了豐富的餐飲選擇。 

<特色五>美食饗宴~滿足您的味蕾 

MSC 遊輪上多達 20 間優雅的餐廳，不停為您供應各式義大利和全球菜式，您可盡情享用優質的美

食、美味的晚餐和怡人的全包套餐；並由國際知名廚師製作的各種優質風味食譜，配以最好的餐酒

品牌，歡迎您逐一品嚐。MSC 遊輪上的一切，都旨在刺激您的味蕾、取悅您的心靈。 

 

 

 

遊輪備註： 

★ 所有房型皆可調整為一大床，或分為兩小床。 

★ 客房設備均包含:迷你吧、電話、吹風機、保險箱、衣櫃、獨立衛浴設備、電視等。 

★ 若單人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將由本公司協助安排同性別團友或領隊共住一室，若能順利

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 所有的艙房資料皆為樣本，實際艙房格局可能各有不同。 

★ 岸上觀光包含英文導遊解說，全程須與各國旅客合車合船，請恕領隊無法隨車翻譯講解。。 

 

 

 

 



出發日期：05/02、05/16、06/13、07/11、08/08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泰國航空 TG635 台北 曼谷 20:05 22:50 

第二天 泰國航空 TG950 曼谷 哥本哈根 01:20 07:40 

第十天 泰國航空 TG951 哥本哈根 曼谷 14:25 06:00+1 

第十一天 泰國航空 TG632 曼谷 台北 08:25 13:05 

**如有機票自理者請洽詢本公司人員實際航班** 

**泰國航空提供商務艙選擇，請提供旅客護照英文姓名查詢價差** 

**航空公司因應機位狀況隨時會有提前開票通知，報名付訂時敬請提供正確護照英文姓名以利開票** 

 

第 一 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曼谷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裝滿希望的行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航向風景

秀麗、人文薈萃的歐洲。 

早餐：X 午餐：機上享用 晚餐：機上享用 

住宿：機上夜宿 

第 二 天 曼谷/哥本哈根～登船【丹麥】  

預計登船時間 12:00 預計啟航時間 18:00 

今日，享受一個悠閒的早晨，搭乘專車前往位於哥本哈根遊輪碼頭，辦理登船 check in 手續，登上此一讓

您嚮往已久的富麗堂皇的海上皇宮，領隊帶領著團員登上船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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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賓樂曲。您可以自行前往自助餐廳享用午餐或是下

午茶點心，或是逛逛船上各處，船上擁有可以滿足旅客各種感官享受的豪華夜總會、電影院、美容院、賭

場、商店街、游泳池…等。但是別忘了，當船上的警報聲響起時，準備好您的救生衣，一起參與「救生演

習」，遊輪預定晚間七時啟航，登上 MSC 地中海遊輪傳奇號，美好的遊輪假期從此開始。 

早餐：機上享用 午餐：遊輪美食饗宴 晚餐：遊輪美食饗宴 

住宿：豪華遊輪 (二人一室) 

第 三 天 海上巡遊 CRUISING 

遊輪航行於風光明媚的地中海之中，豪華遊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

可盡情的享受船上的五星級設備，如：三溫暖、健身房..等，是您絕佳的選擇，或是享受船上為您細心準



備的精緻美食，讓您放鬆身心享受這難忘的海上渡假村之旅。品嚐著道地義式風味的特調咖啡，在海上度

過悠閒的一天。 

早餐：遊輪美食饗宴 午餐：遊輪美食饗宴 晚餐：遊輪美食饗宴 

住宿：豪華遊輪 (二人一室) 

第 四 天 赫爾辛基 HELSINKI【芬蘭】 

預計抵達時間 1200 預計登船時間 1700 預計啟航時間 1800 

今日展開市區觀光，面臨芬蘭灣位於北歐最深處的港口，此地之美在於巧妙運用自然環境之都市建築，最

引人注意是深受俄羅斯影響的古建築，十六世紀由瑞典王格斯達夫所建，十八世紀時已成為當時重要的海

上交通要衝，１８１２年帝俄統治時代也是此地古建築之所以洋溢俄國風味的原因，１９１７年俄國革命

爆發芬蘭得以獨立，１９５２年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從這些充滿俄國風情的古蹟建築與街道中，搭配著

巧妙運用自然環境之新都市建築，展開市區觀光，港區、露天市場、議會廣場、俄式希臘東正教教堂及利

用一塊岩石開鑿而成岩石教堂─從天然岩石中挖建而成新型基督教教堂。從外觀看就像一個停在大理石上

的飛碟，門口上方有個小小的銅製十字架。屋頂四周的玻璃圓頂，灑落下戶外自然的陽光，巧妙的柔和了

教堂裸露的粗糙岩石，讓您擁有身處教堂內亦有被大自然擁抱的寧靜與祥和感受。西貝流士公園─為紀念

芬蘭最著名的音樂家西貝流士。1899 年所創作的『芬蘭頌』寫出芬蘭的悲苦命運和對未來的憧憬，幾乎

成為當時的國歌，公園內的紀念碑一是西貝流士的鐵鑄頭像，另一則是龐大的管風琴。 

下車參觀：露天市場、議會廣場、俄式希臘東正教教堂、西貝流士公園門 

早餐：遊輪美食饗宴 午餐：遊輪美食饗宴 晚餐：遊輪美食饗宴 

住宿：豪華遊輪 (二人一室) 

第 五 天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俄羅斯】 

預計抵達時間 0700 預計登船時間 1800 預計啟航時間 2100 

抵達後前往參觀與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並列為世界四大博物館的冬宮(隱

士盧博物館)，屬於俄羅斯巴洛克建築，始建於1721年，直到1917年都是俄國皇帝們的皇宮。這裏保存著



世界各地著名的珍藏藝術品、名畫，約有兩百七十多萬件，數以萬計的世界藝術珍寶，冬宮的每一間大廳

都雍容華貴，氣派非凡，充分體現了俄羅斯人民的建築藝術和技巧。午後展開市區觀光聖以薩教堂，教堂

建築從1818-1858年前後共花了40年，內部三層的聖像壁是聖以薩的驕傲，共用了約400公斤的黃金、1

萬6千公斤的孔雀石以及約1千噸的藍礦石裝飾。廣場前的馬路即是名聞遐邇的藍橋，建於1818年寬100

公尺，是市內最寬的橋，巧妙地與廣場融為一體。另一側是十二黨人廣場，一座彼得大帝青銅騎士雕像，

是1782年凱薩琳大帝向彼得大帝致敬所鑄造。滴血教堂－又名基督復活教堂，1881年3月1日人民意志黨

的恐怖份子在此暗殺了亞歷山大二世沙皇，此教堂是世界上建築物內外馬賽克鑲嵌畫面積最大的建築，被

譽為十九世紀俄羅斯建築的典範。聖彼得堡被譽為北方的威尼斯，清澈的涅瓦河將聖彼得堡市區一分為

二，其間島嶼錯落，溪流縱橫，500多個橋梁形態各異。 

門票安排: 冬宮(隱士盧博物館) 

下車參觀：聖以薩教堂、藍橋、十二黨人廣場、彼得大帝青銅騎士雕像、滴血教堂 

早餐：遊輪美食饗宴 午餐：俄式套餐 晚餐：遊輪美食饗宴 

住宿：豪華遊輪 (二人一室) 

第 六 天 塔林TALLINN 【愛沙尼亞】 

預計抵達時間 0900 預計登船時間 1700 預計啟航時間 1800 

在波羅的海三小國中，愛沙尼亞是面積最小，卻是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火紅的網路 Skype 即源自於

此，這裡已被視為矽谷的延伸，也是歐洲資訊技術發展最活躍的國家，首都塔林位於芬蘭灣南面與芬蘭首

都赫爾辛基僅 80 公里的距離，兩國來往頻繁，塔林一向是高消費的北歐國家喜愛造訪的地方。塔林舊城

區在 1997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是歐洲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城市之一，分上、下城區，地勢較高的圖姆

皮(Toompea) 上城區，易於防守，屬於統治階層與貴族的活動領域。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是 19 世

紀俄國沙皇建立的東正教教堂，5 座洋蔥式圓頂、11 座鐘組成的鐘塔和以黃金裝飾的馬賽克鑲嵌畫，皆

充滿俄羅斯風潮的證據。特別安排參觀窺視廚房塔，原是一座砲兵塔，由此可以一覽塔林無限美好的風

光。位於下城區的市政廳廣場是舊時百姓生活聚集的地方，廣場最顯著的建築就是建於 14 世紀晚期，歷

時三十年才興建完成的市政廳，是目前北歐地區唯一保存下來的歌德式市政廳，屋頂上塔林標誌的「老湯

姆士風向標」隨風飄動。廣場上還有一間從 1422 年開店至今，是愛沙尼亞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古老的藥

局。13 世紀時有號稱全世界最高尖塔的聖奧夫教堂，塔尖高達 124 公尺，依舊傲視全塔林，蘇聯時代是

KGB 用來監探全城的地方。與里加的三兄弟之屋相比美的三姊妹之屋，也因其風格相似而緊鄰在一起的

三幢建築而著名，現已改建成旅館。不遠處的大海岸城門，是舊城通往塔林港的主要出入口，由城外看城

門，左右兩邊，因其一高一胖極不協調的城塔而有名。 

門票安排：窺視廚房塔。        

下車參觀：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市政廳廣場、最古老的藥局、聖奧夫教堂、三姊妹之屋。 

早餐：遊輪美食饗宴 午餐：中古世紀老漢莎傳統風味 晚餐：遊輪美食饗宴 

住宿：豪華遊輪 (二人一室) 

第 七 天 海上巡遊 CRUISING 



遊輪航行於風光明媚的地中海之中，豪華遊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您

可盡情的享受船上的五星級設備，如：三溫暖、健身房..等，是您絕佳的選擇，或是享受船上為您細心準

備的精緻美食，讓您放鬆身心享受這難忘的海上渡假村之旅。品嚐著道地義式風味的特調咖啡，在海上度

過悠閒的一天。 

早餐：遊輪美食饗宴 午餐：遊輪美食饗宴 晚餐：遊輪美食饗宴 

住宿：豪華遊輪 (二人一室) 

第 八 天  基爾 KIEL【德國】 

預計抵達時間 07:00 預計離船時間 09:00 

今晨遊輪將航抵至基爾港，抵達後，首先前往北德波羅的海沿岸第一大港的呂貝克，此座城市在 13 世紀

時因為海上貿易所獲得的權勢在當時的德國可是數一數二的強盛，整座城市保留了中世紀的原始風貌，著

名的霍爾斯騰門是德國最美的中世紀城門之一，還曾經是德國五十元馬克鈔票上的印製的圖案。歷史上曾

是漢薩同盟城市之一，也是同盟的「首都」。兩座高聳的尖塔構成的豪斯登城門，是這個城市的象徵。黑

色磚塊砌成的市政廳，曾是漢薩同盟總部，依舊保持昔日的輝煌。運河環繞的小島區，仍保存著許多典雅

而整齊的中世紀建築。氣勢磅礴外形的聖瑪麗亞教堂，號稱擁有世界最大的管風琴，巴哈亦曾爲其絕妙的

音色流連忘返。1987 年，「漢薩同盟城市呂貝克」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歐洲北部

第一個入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呂貝克坐落於特拉維河沿岸，是德國在波羅的海最大的港口。舊城部分

是被特拉維河和易北河-呂貝克運河圍繞起來的一個島嶼。最初史見於《日耳曼尼亞志》，呂貝克地區在公

元 700 年左右被斯拉夫人占據。12 世紀初，薩克森公爵獅子亨利征服他們並重建城市。14 世紀呂貝克

取得"漢撒同盟的女王"美譽，並一直是這個中世紀的貿易聯盟最強大的成員。1533 年與丹麥的武裝衝突

導致了呂貝克實力衰落。 

下車參觀：豪斯登城門、聖瑪麗亞教堂、漢薩同盟總部(市政廳) 

早餐：遊輪美食饗宴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遊輪美食饗宴 

住宿：豪華遊輪 (二人一室) 

第 九 天 離船～哥本哈根  

預計抵達時間 08:00 預計離船時間 09:00 

遊輪今日返抵至哥本哈根。隨著領隊辦理好離船手續後，繼續漫步哥本哈根，如同拆禮物一般，每一個轉

彎對旅客來說都是驚喜，相信您一定會深深的對這個城市著迷。特別安排哥本哈根運河遊船，乘著遊船欣

賞 17 世紀以來建造的磚屋，漆著鵝黃、淺藍、赭紅色澤的彩屋和停靠在岸邊的高桅木船，隨著水波擺盪

的運河風情，好不愜意。並在行程的最後，讓您在斯托耶徒步區，哥本哈根最重要的購物街，包括丹麥設

計精品，歐洲各大名牌，LV、Hermes、Chanel、Gucci 等，應有盡有，另外，著名的丹麥品牌精品，如

喬治傑生、皇家哥本哈根瓷器，各大百貨、品牌旗艦店都集中於此，讓您盡享購物之樂趣。爾後帶您參觀

市政府、國會、皇宮廣場、新港和以安徒生童話聞名的美人魚雕像，及展現北歐神話中強而有力之女神像

－卡菲茵噴泉。 

下車參觀：斯托耶徒步區、市政廳、國會、皇宮廣場、卡菲茵噴泉、美人魚雕像。 



門票安排：哥本哈根運河遊船(約 1 小時，若遇船班停駛，則退費 10 歐元/人，敬請見諒)。 

早餐：遊輪美食饗宴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BBQ 丹麥火烤自助餐+啤酒一杯 

住宿：AC Hotel 或 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或同級。 

第 十 天 哥本哈根 COPENHAGEN【丹麥】/曼谷 

今日用完早餐後，享受一個悠閒的早晨，帶者豐收的心情驅車前往哥本哈根機場搭機經曼谷，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機場發餐費１５歐元 晚餐：機上享用 

住宿：豪華客機 

第 十一 天 曼谷/台北 

當思緒還充滿著難忘的回憶，已飛抵溫暖的家。短暫的揮別，是再聚的開始！期待再次同遊，共享歡樂。 

早餐：機上享用 午餐：機上享用 晚餐：機上享用 

住宿：溫暖的家 

【本公司保有依行程內交通及航班狀況，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航班及行程內容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 備  註： 

1.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將儘量忠於原行程，但如因班機及船班之變動或其他特殊狀況或遇不

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將保持變更行程之權利，並以出團說明會資料為主，敬請見諒。 

2.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

便，敬請見諒。 

3. 報名繳訂後，國外旅遊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及以下條款辦理。 

 

MSC 遊輪公司-附加條款：報名後要求取消或未連絡不參加者依實際情形收取已代墊付之簽證工本

費及手續費外，根據國際郵輪公司之規定訂位暨取消辦法如下： 

MSC 地中海遊輪參團訂位取消變更之規定： 

1.出發前 66 天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全額訂金全額為取消費用。 

2.出發前 65-42 天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 30%為取消費用。 

3.出發前 41-29 天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 40%為取消費用。 

4.出發前 28-15 天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 60%為取消費用。 

5.出發前 14 天〈含 14 天〉以內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為取消費用。 

6.甲方若有訂位變更或取消，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正式通知乙方，方為有效， 

  以電話或口頭告知者無效。若遇到本國及國外之例假日，應提前通知乙方作業， 

  以符合國際遊輪公司日期計算之規定。 

 

 MSC 地中海遊輪參團訂位規定： 

1. 出發前 51 天前提供有效清晰護照影本，需入正確名單。 



2. 出發前 59-30 天更改名字及艙房分配，需至少支付每人 USD100 元改名手續費。(不能整

間換人，整間換人視同取消，則依取消變更之規定為準) 

3. 出發前 30 天內無法更動任何名字及艙房。 

 

◎團費尾款須在出發前 45 天前繳清。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

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

他國 

  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