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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籍
領隊

高級雙人內艙房
每位加幣$2398

天馬獨家岸上觀光

$

2198

*起

威尼斯航後浪漫兩天游

價錢包括：郵輪船票,來回多倫多國際機票，港口稅，及離境稅。
價錢不包括： 船上職員小費 USD$14.50/乘客/晚，機場碼頭之間來回接送，
本公司建議給予當地導遊,助理,司機及天馬領隊的全程服務費:€130/每位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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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35，
(服務費最終價格以茶會公佈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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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優惠價需參加天馬岸上及航后觀光，如不參加，價格將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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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 may be withdrawn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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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 : 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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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乘坐加航直飛意大利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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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意大利 Venice,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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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羅夫尼克, 克羅地亞 Dubrovnik, Croa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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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托 蒙特內哥羅 Kotor, Montene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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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同樂 At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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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多里尼島, 希臘 Santorini,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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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同樂 At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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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

9

抵達威尼斯後，隨即參加浪漫威尼斯兩日浪漫之
旅，入住一晚當地酒店

10

威尼斯 直飛返回出發地多倫多

離開

7:00am

Rhapsody of the Seas 郵輪檔案
艙房數： 1229 間
樓層數： 12 層
航速： 24 哩/小時

整修時間： 2016 年
郵輪註冊地：巴哈馬
總噸位： 78,500 噸
船身長度： 915 英呎
船身寬度： 106 英呎
載客量： 2435 人

 <新登場> Vitality 海上水療廣泛的療程選擇  <新登場> 各式名牌、珠寶、香水、服飾等免  <新登場> 更多免費用餐選擇，包括
稅購物體驗
 <新登場> 最先進的健身中心，提供太極、瑜
Windjammer 咖啡廳、日光咖啡廳以及艙房送
珈等課程

 <新登場> 主餐廳免費多道早、午、晚餐

天馬郵輪 905-474-9628

 <新登場> 8 間不須入場費的酒吧、俱樂部、
夜總會，包含香檳酒吧

¬

www.nghtours.com

餐服務*

 <新登場>

擁有 194 台吃角子老虎及 9 張牌

桌的 6,276 平方呎皇家娛樂場®

¬

請聯繫您的旅遊顧問

第 1-2 天: 多倫多出發 直飛威尼斯, 意大利 Venice,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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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35， 詳情請向本公司的郵輪顧問查詢。

第 3 天: 杜布羅夫尼克, 克羅地亞 Dubrovnik, Croatia （4 hours）
遊覽杜布羅夫尼克(Dubrovnik)，一併體驗杜布羅夫尼克最著名的舊城區(Old Town)
和古城牆(Ancient City Walls)。探索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為世界遺產的杜布羅夫尼
克舊城區，漫步於被古城牆包圍的古城街道。看到方濟會修道院(Franciscan Monastery)，斯蓬扎宮(Sponza Palace)，奧蘭多紀念柱(Orlando's Column)，市鐘樓(City
Bell Tower)，大公府/神父宮殿(Rector’s Palace)和聖柏列茲教堂(Church of St.
Blaise)。杜布羅夫尼克舊城區被建造於 10 世紀的巨大石牆完全包圍。徒步遊覽複雜
結構的古城牆，全長 1.2 英里(2 公里) 為了保護城市充當防禦功效。城牆內更可遠
觀雷維林堡(Fort Revelin)和 Minceta 塔。在離開返回郵輪之前，你將在古城享受一
些自由時間。 午餐自費
入場費包括: 古城牆
第 4 天: 科托爾, 蒙特尼格羅共和國 Kotor, Montenegro (7 hours)
科托是一個海岸城市，位於科托爾灣最深入之處。您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自然景觀—
—高山、湖泊、河流、美麗的沙灘以及豐富的歷史文化遺產，還可捕獲到壯觀的美
景——科托海灣，世界上最漂亮的 25 個海灣之一。首先我們將帶您參觀風景如畫的
涅古斯(Njegusi)村。登上專車再前往然後前往古都切庭耶(Cetinje)。切庭耶沒有車
水馬龍的擁擠街道，只有童趣橫生的紅瓦石屋及濃蔭密佈的綠樹。參觀尼古拉一世
(Nikola I)的皇宮，了解從前的王室是如何生活。之後返回科托。今日的科托(Kotor)
是著名的旅遊勝地，由聯合國 UNESCO 列入的世界遺產。始建於 4 世紀的古城牆，
長 4.5 公里，共有三座城門。於聖特里普大教堂(St Tryphon's Cathedral) 外拍照。
它是亞得里亞海最具代表性的古羅馬建築的紀念碑，是科托爾古城的地標。享受自由
時間購物或探索這中世紀的
城市過去的輝煌歷史。 註: 必須於鵝卵石不均勻地面上步行約 1 公里多。
入場費包括: 尼古拉一世皇宮, 古城牆

第 5 天: 海上同樂 At Sea
郵輪航行於風光明媚的地中海上，豪華郵輪上有各種各樣為你精心設計的活動，或是
您可盡情的享受船上的五星級設備，如：蒸氣浴，健身房，歌舞劇，水上樂園，
SPA 及兒童樂園等等，是你絕佳的選擇，或是享受船上為您精心準備的精致美食，
讓您放松身心享受這難忘的海上皇宮之旅。
第 6 天: 聖多里尼島, 希臘 Santorini, Greece（4 hours）
乘當地接駁船到新港阿提尼歐斯港 (Athinios)港口以後，豪華專車會接載您們攀登
800 英尺的破火山口上面。在聖托里尼海灣，您的導遊將指出活躍火山的小島，談論
地質大變動而形成這海島巨大和獨特的形式。從南部駕駛到聖托里尼海島北末端的悠
閒小鎮伊亞(Oia)，走過村莊欣賞這美景，看到知名的建築和參觀許多美術畫廊。驅
車返回費拉(Fira), 通過美麗如畫的風景和小村莊, 導遊將向你指示往纜車的路，你
可直接返回船上或選擇於市內短暫逗留觀光及購物。於費拉乘坐纜車到舊港，然後乘
坐接駁船返回豪華郵輪碼頭。午餐自費
包含: 費拉纜車
生效日期 : 22/11/2018

天馬郵輪專線 : (905) 474-9628
nghtours.com

第 7 天: 奧林匹克，希臘 Olympia (Katakolon),Greece（5 hours）
在導遊帶領下開始徒步之旅，探索奧林匹克考古遺址(Olympia Archeaological Site)。查看那裡
的赫拉神廟(Temple of Hera)，宙斯神殿(Temple of Zeus)與球場(Stadium)。參觀奧林匹克的
考古博物館(Archeological Museum)，這裡展示了許多當地超過一個世紀的出土文物; 如雕塑
家普拉希特利斯的赫朱斯像(Hermes by Praxiteles)和雕刻家帕奧涅斯的勝利女神(Winged Victory by Paionios)。這兩個像都是 2004 年奧林匹克牌上的圖案。 參觀完博物館後，再到現代奧
林匹亞村一逛才返回郵輪。
入場費包括: 奧林匹克考古遺址及博物館
第 8 天: 海上同樂 At Sea
郵輪航行於風光明媚的地中海上，豪華郵輪上有各種各樣為你精心設計的活動，或是您可盡情
的享受船上的五星級設備，如：蒸氣浴，健身房，歌舞劇，水上樂園，SPA 及兒童樂園等等，
是你絕佳的選擇，或是享受船上為您精心準備的精致美食，讓您放松身心享受這難忘的海上皇
宮之旅。
第 9 天: 威尼斯, 意大利 Venice, Italy (2 hours walking tour)
早餐後，團友抵達威尼斯， 意大利北部的島嶼城市，世界著名的水都。 威尼斯是一種別樣風
情，水上教堂，氛圍浪漫。威尼斯外形像海豚。城市面積不到 7.8 平方公裏，卻由 118 個小島組
成，177 條運河蛛網一樣密布其間。城內古跡眾多，有各式教堂、鐘樓、男女修道院和宮殿百余
座。威尼斯整座城市建在水中，水道即為大街小巷，大水道是貫通威尼斯全城的最長的街道，它
將城市分割成兩部分，順水道觀光是遊覽威尼斯風景的最佳方案之一，團友可自費乘坐貢多拉體
驗威尼斯獨特的環境，從威尼斯平靜的運河上穿梭而過，享受遠離人群喧囂的寧靜，從獨一無二
的視角欣賞風景如畫的城市。兩岸有許多著名的建築，到處是作家、畫家、音樂家留下的足跡。
聖馬可廣場是威尼斯的中心廣場，廣場東面的聖馬可教堂建築雄偉、富麗堂皇。總督宮是以前威
尼斯總督的官邸，各廳都以油畫、壁畫和大理石雕刻來裝飾，十分奢華。總督宮後面的嘆息橋是
已判決的犯人去往監獄的必經之橋，犯人過橋時常懺悔嘆息，因而得名“嘆息橋”。傍晚團友可
乘坐專車前往當地四星級酒店辦理入住手續。午餐、晚餐自行安排(旅客自費)
第 10 天: 威尼斯, 意大利 Venice, Italy
客人乘天馬旅遊的專車由酒店前往機場，回到出發地多倫多。
**岸上及航后觀光團包含酒店至機場的接送費用，本公司提供專車接送服務。

岸上及航后觀光團每位美元$568
本公司建議給予當地導遊,助理,司機及天馬領隊的全程服務費:€130 /每位乘客(服務費最終價格以茶會公佈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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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或以上－專車計算；如人數不足，團費將有所改變。***

岸上觀光團費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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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 : 22/11/2018

岸上觀光團費用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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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酒店稅項

天馬郵輪專線 : (905) 474-9628
nghtours.com

旅遊細則、額外收費、注意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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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燃油附加費未計在內，視乎郵輪公司而定。
本公司建議給予當地導遊,助理,司機及天馬領隊的全程服務費:€130/每位乘客 (服務費最終價格以茶會公佈為準),（如遺失或損毀導
講機, 罰款為美元$100）。
以上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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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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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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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天數不包括通知日及出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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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收費是指十二歲以下與父母在郵輪同房及佔床計算。
如單數報名，必需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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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船票及電子機票於出發前 2-3 星期內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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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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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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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自備機票，費用及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查詢。
本公司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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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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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輪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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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輪上各項收費，均以美元結算，敬請注意。
艙房層數及位置將以郵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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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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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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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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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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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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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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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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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 : 22/11/2018

天馬郵輪專線 : (905) 474-9628
nghtou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