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多利亞號~ 鹿兒島、長崎、釜山七日 

 
出發日：103 年 6 月 25 日   

 
＊本行程訂價以旅客四人同行，住宿內艙、四人一室為每人售價之基準。 

＊住宿不同艙等房及不同人數請參閱下列售價說明。 

＊嬰兒售價 NT24,900(住宿所有艙房皆可享此優惠報價):以出發日計算年滿 6 個月至未滿 2 歲之嬰

兒，需與大人同住 3 人房或 4 人房，方可享此優惠價；嬰兒不需另外支付遊輪小費。(不適用早

鳥優惠及其他優惠方案) 

＊此售價不含岸上觀光及小費，若需加購岸上觀光請參考全包式行程報價。 

艙房等級 &售價明細表 
四人一室 

(每人價格) 

三人一室 

(每人價格) 

二人一室 

(每人價格) 

內艙 (約 3.3 坪) 33,900 35,900 45,900 
外艙 (約 4 坪) 36,900 38,900 48,900 

陽台艙 (約 5.5 坪) X X 53,900 
迷你套房艙 (約 9.7 坪) 58,900 67,900 83,900 

 

 

    豪華而令人心動的維多利亞號遊輪，可說是現

代傑出風格郵輪的典範，前衛的設計與細節的品

味，引領卓越新標準，從非凡的全景式購物廣場到

波光粼粼的室內水池，超現代的龐貝 Spa 到高達七

層甲板的驚人 Planetarium 中庭，Capriccio 酒吧壯

觀的馬賽克裝飾藝術等，在在呈現出歐洲式的高貴

典雅與舒適精緻，專門為遊客提供舒適、愉快及方

便的娛樂服務，讓旅客愉悅的融入義大利熱情好客

的氣氛中，難怪搭乘過的貴賓，總會深深讚賞這趟與眾不同的郵輪假期，認為極至的享受與放鬆只

在維多利亞號。 

【遊輪規格】 

嚴選歌詩達遊輪公司旗下 75,000 噸級維多利亞號 Costa Victoria，遊輪註冊地為義大利，2013 年 10

月重新裝潢的五星遊輪，甲板共樓高 14 層(客 12 層)，船長 252.9 公尺，船寬 32.2 公尺，航行速度

24 哩/小時，最大載客量 2,394 人，來自全球各地船上服務人員 790 人。 

【遊輪設施】 

豐富的購物娛樂＆船上活動琳瑯滿目的娛樂節目日夜展開！歌詩達郵輪公司每季上演超過 100 種

不同的秀，表演卡司堅強，擁有超過 150 位專業歌手、舞者，眾多的藝術家、音樂家，分別在各遊

輪上豪華的劇場及酒吧裡輪番亮相，帶給您一次次美妙又難忘的夜晚，或到舞池搖擺您的身軀、甲

板與泳池集體遊戲及舞蹈、或賭場小試身手，還有彩繪、尋寶、烹飪、語言等趣味課程、派對狂歡

等。時裝店、精品店、免稅店，眾多精美的商品任您選購！註：每天傍晚服務人員會將隔天的活動節

目表送達您的房間，翌日船上的活動、娛樂表演的時間地點及船上生活訊息，如岸上觀光時間、服裝禮儀

等資訊。 



 
兒童的海上世界 

遊輪上有各式各樣為全家大小設計的飲食、娛樂、歌舞表演等，無論是義大利語言班、烹飪班等，

都適合各家庭成員參加，小朋友更可參加船上安排的益智《Costa 孩童活動》，比薩薄餅派對、海

盜尋寶、面部彩繪、化妝舞會等，這些活動都是專為父母及兒童而設計，讓親子共渡美好時光！在

遊輪上，特別為 3 至 17 歲的大小朋友，安排上、下午及晚上不同時段的娛樂活動，而且每項遊戲

都有專業娛樂服務人員從旁指導照顧。註：歌詩達郵輪上兒童活動的費用，已包含在您的航程費用中。 

 

精心設計的佳餚美酒 

    遊輪上供應每日五餐，早餐、午餐、下午茶、晚餐、全天供應的燒烤、比薩以及自助餐等，海

上廚房像變魔術一般，從早到晚滿足船上所有人的味蕾，並提供素食及清淡口味的選擇，還有 Spa



養生概念的餐廳，以及八十多款葡萄美酒、道地義式咖啡供船上的貴賓們品嚐。貼心的艙房早餐服

務，更深獲蜜月及夫妻檔旅客的喜愛，享受迎著晨曦大海共進早餐的兩人世界。 

 
多樣化的休閒設施 

    一望無際的天空大海環繞，身心靈立刻舒展開來，郵輪上各式各樣的休閒運動設備，更讓青春

的細胞都動起來！您一定迫不及待的要躍入游泳池，想要結交新朋友嗎？您可參加在游泳池舉辦的

水上球類比賽運動，或輕鬆的競賽項目，或在戶外甲板跑道，迎著海風慢跑，或前往健身中心享受

汗水淋漓的快感，時下最風靡的瑜伽或彼拉提斯課程，更是女性朋友們熱愛的項目。 

 
 

【遊輪客房】 

 共有 694 間客房，所有客房均配備有電視機、電話、電吹風、110/220 伏電源及空調 

★本行程訂價以安排住宿內艙四人一室為基準，旅客可依需求加價升等其他房型或不同人數入住。 



 

 
 

【貼心安排】 

為了方便各位貴賓前往基隆碼頭登船，只要報名此航程，特別提供定時、定點之來回接駁巴士服 

務，北中南皆有固定班次往返。（確切集合時間、地點由行前說明會當日告知） 

＊如貴賓您無法配合於以上定時、定點搭乘巴士，您可自行前往基隆登船，恕無法退費，敬請見 

諒並感謝貴賓您的知悉。 

【貼心提醒】 

1.如需提供遊輪艙等升級，請於報名時告知業務人員，出發後恕無法變更。 

2.行程順序將視航班、飯店而做調整，正確行程、航班及旅館依行前說明會資料為準。 

3.海上假期應準備三種服裝：白天的便裝、晚間正式服裝、上岸觀光遊玩的便服。 

4.遊輪上將舉行各種精彩的娛樂節目及高級社交活動，乘客之服裝標準也因活動性質而有所配合。例如：船

長的歡迎酒會及特定的豪華晚宴等，所有乘客皆需穿著正式晚禮服參加(女士請穿著洋裝，男士請穿深色西



裝打領帶及深色襪子，建議您至少準備一套正式晚禮服。 

5.您所參加的是豪華遊輪旅遊系列之一，因此遊輪上進餐時亦有服裝規定，早餐與午餐您可穿著休閒服裝、

短褲與 T 恤皆可(請勿著泳裝、赤足或打赤膊入餐廳)。除了特定的豪華晚宴須穿著正式晚禮服外，晚餐時請

著便服(請勿穿著短褲、拖鞋與 T 恤等)。 

特別說明 1：為考量旅客自身之旅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旅遊權益，年滿 70 歲以上及行動不便者之

貴賓須有同行家人或友人，方始接受報名，不便之處，尚祈鑑諒。 

特別說明 2：遊輪公司不接受於遊輪啟航時或航程任一時間內以下旅客登船 

 ＊懷孕達 24 週的孕婦 

 ＊嬰兒需年滿 6 個月以上 

＊未滿 18 歲的旅客不可單獨登船，需由已滿 18 歲之成人陪同 

上述為遊輪公司之登船規定，敬請包涵。 

特別說明 3：有關遊輪相關特別協議規定，請參考本行程內之行程規定。 

 

 

第 01 天 基隆港～維多利亞號【暫訂 18:00 啟航】 

今日歌詩達遊輪船隊中之維多利亞號於基隆啟航，您可利用登船前自己遊覽基隆，基隆市位於

台灣的東北角，三面環山，一面臨海，為台灣北部重要的國際商港，繁華的港都無論功能及型態上

神似香江風情，猶如一個小香港。隨後登上歌詩達維多利亞號 (基隆碼頭最晚辦理登船手續時間)，

在全船所有人都參加救生演習後，遊輪鳴笛緩緩離開碼頭，啟航駛向大海。 

【企劃小語】 

不用舟車勞頓，更不用天天打包行李，一覺醒來就到了新的國家或新的景點，在旅行過程中，時時

沈浸在優美的氛圍中，更有著陸地所沒有的海洋浪漫及冒險感，這就是全世界旅人最嚮往的遊輪旅

遊。歌詩達遊輪以浪漫的義大利風格，提供最精緻的義式美食及精采娛樂，便利的華語服務更讓您

享受海上假期無國界，一旦體驗過就從此愛上這獨一無二的悠閒旅行方式。 

餐 食：（早餐）X  （午餐）X  （晚餐）遊輪精緻美食 

住 宿：歌詩達維多利亞號(內艙)  或同級旅館 

 

第 02 天 海上巡航 

最悠閒、最自在的遊輪旅遊體驗，莫過於全日航行於海上的悠閒時光。歌詩達遊輪熱情地敞開

雙手，歡迎您的熱烈參與。前往甲板上的原木跑道慢跑、散步；迎接晨曦，來個日光浴；也可至健

身房、水療美容中心、按摩池，好好舒鬆筋骨。今天您一點都不會無聊，建議您先仔細參閱『每日

中文活動表』，自由選擇喜歡的活動一起同樂，千萬不要錯過各項免費的精采活動或設施，如生動

有趣的舞蹈課程、浪漫熱情的現場音樂演奏；或前往海上賭場小賭怡情、試試手氣；參加有趣的賓

果遊戲、團體競賽等。盡情享受道地的義大利風味美饌、精緻下午茶。您也可逛逛精品免稅店，享

受海上購物樂趣。入夜，別忘了前往劇院欣賞精彩的歌舞表演，三五好友齊聚一堂至酒吧小酌談心，

或到各大小夜總會來場瘋狂熱舞，享受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您不虛此行。 

餐 食：（早餐）遊輪精緻美食  （午餐）遊輪精緻美食  （晚餐）遊輪精緻美食 

住 宿：歌詩達維多利亞號(內艙)  或同級旅館 

 

第 03 天 維多利亞號～日本鹿兒島～返回遊輪 

今天遊輪來到日本九州南端的鹿兒島。位於薩摩半島的東北部，也是全鹿兒島縣的中央地區，



是鹿兒島縣廳所在，也是全縣政治、文化和經濟的中心。東臨鹿兒島灣，隔著海灣與櫻島相望。擁

有許多火山地形、綠意盎然的森林、眾多溫泉等優美的自然風光以及獨具特色的歷史文化等得天獨

厚的觀光資源，是日本屈指可數的觀光縣之一。 

您可自費加購岸上觀光，前住鹿兒島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以下為加購之行程內容) 

◆仙巖園：又稱《磯庭園》位於鹿兒島市，是由當時統治這一地區的島津光久作為私人別墅在 1658

年建造的，1848 年擴建後面積達 5 公頃，在 1958 年定為國家指定名勝，庭園內還有據說是日本最

古老的瓦斯石燈籠。島津家族掌管了鹿兒島近七百年，直到 1868 年領主時代的結束。以櫻島為背

景，是具有仙島之稱，極具代表性的日本式庭院。也因電視劇篤姬在此取景而成為日本國內旅遊必

玩的景點。值得您一遊！ 

◆城山公園：這裡是明治維新時期最後的激戰地。標高 108 公尺，從山頂的瞭望臺上放眼望去，鹿

兒島市區及櫻島的全景盡收眼底，十分壯觀。 

◆購物中心：位於鹿兒島港口附近的大型複合式購物中心，聚集許多受到矚目的商店的複合型設

施，從時尚用品到藥粧雜貨共有數十間店家比鄰而立，絕對能滿足您的需求一次採買各種紀念品及

伴手禮。 

註：此岸上觀光加購行程，為歌詩達遊輪公司統一安排，景點或遊覽順序將依當地實際狀況稍作

調整，造成不便敬請見諒並感謝您的知悉。 

 

餐 食：（早餐）遊輪精緻美食  （午餐）遊輪精緻美食  （晚餐）遊輪精緻美食 

住 宿：歌詩達維多利亞號(內艙)  或同級旅館 

 

第 04 天 維多利亞號～日本長崎～返回遊輪 

今天遊輪來到日本九州的美麗港口城市～長崎。長崎縣的首府，位於九州西北端，由 5 個半島

和許多小島組成。是距離亞洲大陸最近的日本港口城市，多個世紀以來一直在外貿上扮演舉足輕重

的角色，同時在日本鎖國時期為對外貿易最重要的口岸，是日本引進現代文明的窗口，也是中西文

化深入日本的樞紐。處處充滿異國情調，西洋、中華以及和風交織出的動人的特殊魅力，值得您細

細品味。 

在抵達長崎港之前，遊輪將駛經長崎市的地標女神大橋，全長 1,289 公尺，跨越長崎灣內的長崎港

水道，是一座雙塔斜張橋，因其優雅的展翼外形贏得了「維納斯之翼」的愛稱。 

您可自費加購岸上觀光，前住長崎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以下為加購之行程內容) 

◆長崎平和公園：1945 年 8 月 9 日 11:02，美國投往日本的第二顆原子彈就落在長崎市，造成莫大

的災害。如今原子彈落下中心地的公園北側，就是祈願世界和平的「紀念公園」。這裡有高 9.7 公

尺的和平祈禱像、和平之泉及世界各國贈送的和平紀念物。雕像是由長崎出身的雕塑家北村西望以

神的愛與佛的慈悲為象徵，右手指著天表示原爆威脅，左手水平伸展代表和平，而輕輕闔眼則是為

原爆犧牲者祈求冥福。 

◆哥拉巴公園蝴蝶夫人故居：由普契尼撰寫膾炙人口的世界 3 大歌劇之一「蝴蝶夫人」，故事靈感

和背景皆取自於九州長崎的這座「哥拉巴公園」。佔地 30 萬平方米，以日本最古老的木造結構洋樓

的國家重要文化遺產“哥拉巴宅邸＂（歌劇蝴蝶夫人的愛情故事發生地）為代表，共彙聚 9 棟明

治時代的洋式建築，是個充滿濃厚的異國情調的觀光勝地。由於位處山丘，能夠盡享長崎港灣美景，

不僅是長崎最著名的觀光地更是熱門情侶約會聖地。 

◆濱町步行街(自由活動)：彙集了各式店鋪、餐館，是長崎最熱鬧、最具人氣的商店街，各式百貨

商場、時尚衣著、雜物小鋪、藥妝店、超市、美食餐廳…等，您可以在這邊採買各式用品或是紀念

品。 

註：此岸上觀光加購行程，為歌詩達遊輪公司統一安排，景點或遊覽順序將依當地實際狀況稍作



調整，造成不便敬請見諒並感謝您的知悉。 

 

餐 食：（早餐）遊輪精緻美食  （午餐）遊輪精緻美食  （晚餐）遊輪精緻美食 

住 宿：歌詩達維多利亞號(內艙)  或同級旅館 

 

第 05 天 維多利亞號～韓國釜山～返回遊輪 

今日遊輪抵達釜山，全名是釜山廣域市，是韓國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一個貿易大港。釜山近年來

成為韓國旅遊的新選擇，比首爾消費還要划算，而且旅遊的風情截然不同。藍色的天，一望無際的

大海，釜山的美景讓整個心靈都平靜下來了。雖然釜山擁有淳樸寧靜的氣息，但隱約中還具有一股

時尚魅力。讓我們一起來發掘它的美好吧！ 

您可自費加購岸上觀光，前住釜山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以下為加購之行程內容) 

◆BIFF 廣場：綜合欣賞電影、購物及飲食的消閒地方。原名本為 PIFF 廣場，但 1996 年舉辦釜山

國際電影節(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之後，正式名為 BIFF 廣場。這裡最大的特色就是滿地

都是明星的手印，所以來這邊別忘了低頭尋寶一下。 

◆龍頭山公園：因為山的樣貌像龍頭而有這樣的稱呼，佔地廣闊的公園內有一個漂亮的花鐘、八角

亭和充滿韓風的鐘閣，除此之外還有韓國的民族英雄，重創豐臣秀吉軍隊的李舜臣將軍銅像。上山

有三段式的手扶梯，所以您可以很輕鬆的抵達山頂。俯瞰著寧靜的釜山市區與遠方的海港，享受著

風和大自然的洗禮。 

◆樂天百貨：於 2009 年 12 月開幕的樂天百貨公司為韓國第一家靠海的百貨公司，店內設有各種國

內外知名品牌、娛樂設施與大型旗艦店。光復店的最大特點為「時尚複合店」，店內陳設並販售著

知名設計師們以獨特眼光所直接挑選的國內外知名品牌服飾與流行配件。被登錄於金氏紀錄的世界

最大室內音樂噴泉位於 Aqua Mall 裡，可欣賞獨一無二的噴泉秀。此外頂樓還設有能俯瞰大海與釜

山市區的觀景臺和國內最大規模的公園，使這裡成為遊客欣賞釜山景觀的最佳地點。 

註：此岸上觀光加購行程，為歌詩達遊輪公司統一安排，景點或遊覽順序將依當地實際狀況稍作

調整，造成不便敬請見諒並感謝您的知悉。 

 

餐 食：（早餐）遊輪精緻美食  （午餐）遊輪精緻美食  （晚餐）遊輪精緻美食 

住 宿：歌詩達維多利亞號(內艙)  或同級旅館 

 

第 06 天 海上巡航 

＊今日遊輪航行於東海海域，您可輕鬆愉快的享用遊輪各種遊樂設施及精緻美食。 

＊早晨在金黃色的陽光下甦醒，悠閒在客房內享用早餐；想要徹底放鬆身心，別錯過 SPA 中心的

桑拿浴和蒸氣室，或是預約一場專業按摩，美麗的海洋風景盡收眼底，原來放鬆是如此之容易；在

遍灑陽光的甲板上閒躺，呷一口您至愛的熱帶飲品，溫柔的微風輕輕拂過甲板。 

＊喜歡健身運動的您，快到設備先進的健身中心，這裡有最高級的健身設備和健身課程；或是活躍

於各個交誼廳，舞蹈教學、手工藝課、冰雕藝術、看電影、團康遊戲，晚間的美食饗宴、精采的歌

舞表演秀，更是不能錯過的重頭戲。夜晚，在鋼琴酒吧小酌或在船上的俱樂部、娛樂廳結交新朋友，

或是參加午夜熱舞派對，各式各樣的精采活動，等著你來參加。這裡有無盡的遊憩方式可供選擇，

盡情地享受一整天。 

餐 食：（早餐）遊輪精緻美食  （午餐）遊輪精緻美食  （晚餐）遊輪精緻美食 

住 宿：歌詩達維多利亞號(內艙)  或同級旅館 

 



第 07 天 維多利亞號～基隆港【暫訂 09:00 抵達】 

今日，歌詩達維多利亞號返抵基隆，結束六天五夜愉快的遊輪海上假期，返回闊別多日的甜蜜家園。 

餐 食：（早餐）遊輪精緻美食  （午餐）X  （晚餐）X 

住 宿：溫暖的家 

 

 注 意 事 項 ： 

※行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不可抗拒之現象（天候不佳），本公司保有變更 

  行程之權利。 

※行程班機時間及降落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說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狀況不同，若有更改，敬請見諒。 
※行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留調整之權利，以團體出發前說明資料為準。 

 

 

 

                       中鋼福利大樓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路 07-2158999  中龍福利大樓分機:2328.2326   103.03.31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