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西地中海浪漫游 8天 7晚 
 

团号：NERT8 

出发时间： Norwegian Epic （史诗号）“_”日期有同房买二送二，先到先得。 

2017 

四月：23,30 

五月：7,14,21,28 

六月：4,11,18,25 

七月：2,9,16,23,30 

八月：6,13,20,27 

九月：3,10,17,24 

十月：1 

 

路线：（巴塞罗那往返） 

  

 

行程介绍： 

第一天 
下午起航 

巴塞罗那登船 Barcelona,西班牙 Spain 

客人抵达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这个古老的城市，濒临地中海，

是第一个发行报纸的欧洲城市，巴塞罗那既有高耸的山峰，也有碧海蓝

天，备受各地游客青睐。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底蕴和新时代的时尚魅力在

这里完美结合。高迪的建筑天地赋予了她浓厚的艺术气息，奥林匹克的

盛会则展示了她充满活力的一面。请根据船票上的时间提前 4 个小时抵

达码头开始办理登船手续。 登船后， 您可以参观邮轮的各层设施：歌

剧院，电影院，SPA，游泳池，赌场等。 稍后客人可以尽情享受丰盛的

晚宴。随后可以欣赏热辣的歌舞表演或经典的百老汇秀。一波接一波的

娱乐盛宴会带着您开始梦幻般的浪漫欧洲之旅。 
温馨提示：建议客人下午 2:00 前到达码头，搭乘航班的客人请安排 11:30am 前

的飞抵的航班，码头离机场 20 分钟 

住宿：邮轮 用餐：晚 



第二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今天邮轮将航行于地中海之上，从早晨到午夜连 续不断供应的各式大菜，

享尽口福，船上除了酒、烟要自费外，其它的食物、自助餐及非酒精饮料都

免费供应，让您畅快过瘾。晚餐过后，您可以在船上欣赏获奖娱乐表演， 

感受视听盛宴。“Cirque Dreams and Dinner”的精彩演出将令你膛目结

舌，在 Fat Cats感受热门的爵士和蓝调音乐，欣赏百老汇的精彩演出。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三天 

 

那不勒斯 Naples,意大利 Italy（自費上岸观光）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南部第一大城市，该城风光绮丽，是地中海最著名的

风景胜地之一。维苏威火山位于那不勒斯市东南，海拔高度 1281 米。它

是座活火山，历史上曾多次喷发，最著名的一次是公元 79 年的大规模喷

发，灼热的火山碎屑流毁灭了当时极为繁华的庞贝古城。火山附近建有

观测站。那不勒斯最秀丽的地方是风光明媚的桑塔露琪亚海岸，这里的

日出景色十分美丽，隔着那不勒斯湾，可以眺望到维苏威火山。那不勒

斯王宫建于 17 世纪，曾是总督和国王的寓所，现为国立图书馆、新堡和

国家美术馆。您必须先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之后才能领略那不勒斯——

这座历史中心的雄伟宫殿、大教堂、歌剧院。想要浪漫感觉？那么您还

可以乘坐一艘水翼船到达卡普里岛或沿艾马尔海岸驱车前往索兰托城。

对了，可别忘了带上您的相机。对于历史爱好者，您可以在庞贝城感受

公元一世纪罗马人的生活方式。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四天 
 

罗马 Rome(Civitavecchia), 意大利 Italy（自費上岸观光） 

奇维塔韦基亚港交通便捷，离罗马约一个小时的路程，位于罗马至南伊

特鲁里亚的中心，是前往罗马城的停靠站。奇维塔韦基亚港旅游业相当

发达，由于它所具备的良好的饭店设施，已经成为人们游览的理想起点

站，由此可以进入它附近的腹地，领略其受到良好保护的美丽风光以及

伊特鲁里亚（前 8—6 世纪）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宝藏。

对于罗马而言，奇维塔韦基亚港是个古代的海港，这里有个大城堡，是

米开朗基罗于 1537 年建成的。这是欧洲最繁忙的海港之一，负责罗马和

撒丁岛的海路运输.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五天 

 

佛罗伦萨 Florence/比萨 Pisa(Livorno), 意大利 Italy（自費上岸观光） 

天蒙蒙亮的时候，邮轮已经带着你驶入了利沃诺港口。您可以整装待发

开启文化名城一日游。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圣地，拥有藏品

极为丰富的博物馆，规模宏大的圣母百花大天主教堂，到了利沃诺的周

围利沃诺的周围散步者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各种宝藏，您会想到佛罗伦

萨的红屋顶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和画廊吗？或是比萨，如今著

名的斜塔所处的“奇迹之地”？亦或者，利古里亚海岸旁的五渔村——

只有古老的悬崖小径、骡行小道、渡轮才能抵达的五个面积不大却画面

唯美的渔村.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六天 戛纳 Cannes, 法国 France（自費上岸观光） 

戛纳港口是戛纳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坐落在这里的餐厅销售的狼鱼和火

鱼都是最新鲜的。老式的双桅船和现代的游艇经常在港内并排停泊。戛

纳（Cannes）是地中海沿岸风光明媚的休闲地区，它有 5 千米长的沙

滩，四时有不谢之花，在蔚蓝海岸的观光胜地中与尼斯齐名。法国人称

这里为“大地的乐园”。这里一年四季皆有多姿多彩的活动。戛纳在 19

世纪中叶成为避暑和避寒胜地后，举世知名。影节宫 (Palaisdes 

Festival)位于港口边,建于 1982 年,是戛纳影展的重要会议地点,最受注

目的金棕榈奖即在此颁发。影节宫(Palaisdes Festival) 可容纳 3 万

人, 音响一流, 除了是影展的正式场地外, 还有赌场、夜总会及许多的

会议厅。戛纳最大的旅客服务中心在影节宫的一楼。影节宫节目丰富, 

全年洋溢着欢欣愉快的气氛, 节目包括音乐会、话剧、展览、舞蹈表演

及各类体育活动。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七天 帕尔马 Palma（自費上岸观光） 

帕尔马这座古城是 2100 多年前有古罗马人建造的，这里的每一砖一瓦都

烙下了历史的痕迹，漫步在哥特式教堂的小巷和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上，

您会感觉置身于时光倒流的古建筑的辉煌时代。小岛上的繁忙景象也是

独居特色的，口味地道的欧式小餐厅，丰富的夜生活，摆满琳琅满目纪

念品的小商店，都值得您在这里驻足良久。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八天 
早上回港 

回到巴塞罗那,西班牙 Spain 

清晨，收拾好行李，我们将挥手告别给您带来无限美好回忆的邮轮

之旅。 
温馨提示：建议安排 2:00pm后的航班，机场离码头 30分钟 
无住宿 用餐：早 

 

 
 
 
 
 
 
 
 
 
 

Norwegian Epic （史诗号）“_”日期有同房买二送二,先到先得。 

 

2017 

四月：26 

五月：3,10,17,24,31 



六月：7,14,21,28 

七月：5,12,19,26 

八月：2,9,16,23,30 

九月：6,13,20,27 

 

路线：（罗马往返） 

  
 

行程介绍： 

第一天 
下午起航 

罗马 Rome(Civitavecchia), 意大利 Italy（自費上岸观光） 

客人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 这里是意大利的政治，文化中心， 是世界

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 被誉为“永恒之城”。 

罗马的历史城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奇维塔韦基亚港旅游业相当发

达，由于它所具备的良好的饭店设施，已经成为人们游览的理想起点

站，由此可以进入它附近的腹地，领略其受到良好保护的美丽风光以及

伊特鲁里亚（前 8—6 世纪）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宝

藏。对于罗马而言，奇维塔韦基亚港是个古代的海港，这里有个大城

堡，是米开朗基罗于 1537 年建成的。这是欧洲最繁忙的海港之一，负

责罗马和撒丁岛的海路运输.请根据船票上的时间提前 4 个小时抵达码

头开始办理登船手续。 登船后， 您可以参观邮轮的各层设施：歌剧

院，电影院，SPA，游泳池，赌场等。 稍后客人可以尽情享受丰盛的晚

宴。随后可以欣赏热辣的歌舞表演或经典的百老汇秀。一波接一波的娱

乐盛宴会带着您开始梦幻般的浪漫欧洲之旅 
温馨提示：建议客人下午 3:00 前到达码头，搭乘航班的客人请安排 12:30am

前的飞抵的航班，码头离机场 45 分钟 

住宿：邮轮 用餐：晚 

第二天 佛罗伦萨 Florence/比萨 Pisa(Livorno), 意大利 Italy（自費上岸观

光） 

天蒙蒙亮的时候，邮轮已经带着你驶入了利沃诺港口。您可以整装待发

开启文化名城一日游。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圣地，拥有藏品

极为丰富的博物馆，规模宏大的圣母百花大天主教堂，到了利沃诺的周

围利沃诺的周围散步者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各种宝藏，您会想到佛罗伦

萨的红屋顶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和画廊吗？或是比萨，如今著

名的斜塔所处的“奇迹之地”？亦或者，利古里亚海岸旁的五渔村——

只有古老的悬崖小径、骡行小道、渡轮才能抵达的五个面积不大却画面

唯美的渔村.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三天 

 

戛纳 Cannes, 法国 France（自費上岸观光） 

戛纳港口是戛纳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坐落在这里的餐厅销售的狼鱼和火

鱼都是最新鲜的。老式的双桅船和现代的游艇经常在港内并排停泊。戛

纳（Cannes）是地中海沿岸风光明媚的休闲地区，它有 5 千米长的沙

滩，四时有不谢之花，在蔚蓝海岸的观光胜地中与尼斯齐名。法国人称

这里为“大地的乐园”。这里一年四季皆有多姿多彩的活动。戛纳在

19 世纪中叶成为避暑和避寒胜地后，举世知名。影节宫(Palaisdes 

Festival)位于港口边,建于 1982 年,是戛纳影展的重要会议地点,最受

注目的金棕榈奖即在此颁发。影节宫(Palaisdes Festival) 可容纳 3

万人, 音响一流, 除了是影展的正式场地外, 还有赌场、夜总会及许多

的会议厅。戛纳最大的旅客服务中心在影节宫的一楼。影节宫节目丰

富, 全年洋溢着欢欣愉快的气氛, 节目包括音乐会、话剧、展览、舞蹈

表演及各类体育活动。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四天 
 

帕尔马 Palma（自費上岸观光） 

帕尔马这座古城是 2100 多年前有古罗马人建造的，这里的每一砖一瓦

都烙下了历史的痕迹，漫步在哥特式教堂的小巷和鹅卵石铺就的小路

上，您会感觉置身于时光倒流的古建筑的辉煌时代。小岛上的繁忙景象

也是独居特色的，口味地道的欧式小餐厅，丰富的夜生活，摆满琳琅满

目纪念品的小商店，都值得您在这里驻足良久。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五天 

 

巴塞罗那 Barcelona,西班牙 Spain 

在邮轮上早餐后，您可以开始市区游览，巴塞罗那奥运会会址，蒙锥克

城堡，西班牙广场，哥特区(Barri Gotic)这里是巴塞罗那老城区的核

心，因保存有很多 13-15 世纪的哥特式建筑而得名。大教堂矗立在哥特

区中央，1298 年开始兴建，主要部分用了 150 多年才完成，但真正的

完工要到 19 世纪了。教堂由大殿和 28 个小礼拜堂组成，殿堂内有大量

中世纪的雕塑、绘画，天顶和彩色花玻璃窗。外观米拉之家，巴特罗公

寓，漫步兰布拉大街自由购物。国家宫等。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六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今天邮轮将航行于地中海之上，从早晨到午夜连 续不断供应的各式大

菜，享尽口福，船上除了酒、烟要自费外，其它的食物、自助餐及非酒

精饮料都免费供应，让您畅快过瘾。晚餐过后，您可以在船上欣赏获奖

娱乐表演， 感受视听盛宴。“Cirque Dreams and Dinner”的精彩演

出将令你膛目结舌，在 Fat Cats 感受热门的爵士和蓝调音乐，欣赏百

老汇的精彩演出。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七天 那不勒斯 Naples,意大利 Italy（自費上岸观光）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南部第一大城市，该城风光绮丽，是地中海最著名的

风景胜地之一。维苏威火山位于那不勒斯市东南，海拔高度 1281 米。



它是座活火山，历史上曾多次喷发，最著名的一次是公元 79 年的大规

模喷发，灼热的火山碎屑流毁灭了当时极为繁华的庞贝古城。火山附近

建有观测站。那不勒斯最秀丽的地方是风光明媚的桑塔露琪亚海岸，这

里的日出景色十分美丽，隔着那不勒斯湾，可以眺望到维苏威火山。那

不勒斯王宫建于 17 世纪，曾是总督和国王的寓所，现为国立图书馆、

新堡和国家美术馆。您必须先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之后才能领略那不勒

斯——这座历史中心的雄伟宫殿、大教堂、歌剧院。想要浪漫感觉？那

么您还可以乘坐一艘水翼船到达卡普里岛或沿艾马尔海岸驱车前往索兰

托城。对了，可别忘了带上您的相机。对于历史爱好者，您可以在庞贝

城感受公元一世纪罗马人的生活方式。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八天 
早上回港 

回到罗马 Rome,意大利 Italy 

清晨，收拾好行李，我们将挥手告别给您带来无限美好回忆的邮轮之

旅。 

温馨提示：建议安排 12:30pm后的航班，机场离码头 45分钟 
无住宿 用餐：早 

 

推荐景点： 

西班牙 巴塞罗那： 
1.波盖利亚市场 - 波盖利亚市场是巴塞罗那最古老、最地道的食品市场，这里既是当地美食家们的天堂，

也挤满了挎着相机的观光客。各种当地出产的蔬菜水果，新鲜而饱满，泛着令人愉悦的光泽，拥有艳丽夺目的

色彩。伊比利亚火腿、奶酪和海鲜也同样受到青睐。 市场周围的墙壁上有很多涂鸦，其中不少是 Miss Van，

Mambo和 Freaklub 等涂鸦大师的早期作品，很多涂鸦者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2.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博物馆是一间建于十五世纪的优美宅邸，它有着幽静的庭院、华丽的墙壁和窗棂。馆中藏有毕加索及其

他一些画家的作品，虽然道路窄小外观也不起眼，收藏却很丰富。这里曾是毕卡索的寓所，在此可以一睹毕氏

少年时期的作品，由于他成名在法国，最好、最成熟的作品多流散在国外，在他成名后西班牙才全力收集其少

年时期的习作、画作。 

 

3.圣家族大教堂 
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教堂了！圣家族大教堂是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的毕生代表作。它位于巴塞罗那市

区中心，始建于 1884 年，目前仍在在修建中。尽管是一座未完工的建筑物，但丝毫无损于它成为世界上最著

名的景点之一。 教堂主体以哥特式风格为主，细长的线条是主要特色，圆顶和内部结构则显示出新哥特风格。

高迪曾经说：“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归于上帝。”圣家族大教堂的设计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

锥形、双曲线、抛物线各种变化组合成充满韵律动感的神圣建筑。教堂彩色玻璃透过的光线十分美好。 

 

4.米拉之家 
米拉之家（CASA MILà）建于 1906 年至 1912 年间，坐落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市区里的 Eixample 扩建区、

格拉西亚大道（Passeig de Gràcia）上。当时富豪米拉先生（Pere Milà）因非常欣赏高迪为巴特由先

生设计的巴特由之家 CASA BATLLÓ ，同时为了和富孀 Roser Segimon 结婚，而请高迪设计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 1984 年将包括米拉之家在内的几个高第设计的建筑列入世界遗产中。米拉之家的拱顶，呈现抛

物线或悬链线的形状米拉之家是高第设计的最后一个私人住宅，占地 1323 平方米，有 33 个阳台，150 扇窗户，

3 个采光中庭（2 个大中庭，1 个小天井），6 层住宅，1 层顶楼（阁楼），1 个地下停车场，共有 3 个门面，

两个正门入口，一个在格拉西亚大道（Passeig de Gracia）上，一个在普罗班萨街（Provença)上。 

 

5.诺坎普球场 



无数球迷梦寐以求的地方！这里有巴萨主场地诺坎普体育场，还有见证巴萨辉煌历史的博物馆，以及出售各式

巴萨周边产品如围巾、足球等纪念品的商店，绝对是巴萨球迷的圣地。 

从 1957 年 9 月 24 日以来，诺坎普球场就一直是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场。早在 1948 年就有提案建议为巴萨兴建

一座新球场，在 1950 年 6 月匈牙利天王巨星库巴拉加盟巴萨时， 1922 年建立的大教堂体育场就显得太小了，

当时最大容纳观众量仅为 60000 人，因此建立新馆的呼声越来越高。1950 年 9 月 19 日。巴萨董事会成员们在

加罗伯特先生的主持下，在马特尼塔特附近购买了一块地，而且距离大教堂体育场也很近。 1951 年 2 月 9 日

新球场委员会决定改变新球场地址，他们与巴萨高层的谈判一直没有达成协议，这个计划也就随后宣布流产。

1953 年 11 月 14 日弗朗西斯科·米罗·桑斯当选巴萨主席，他也是建立新球场的坚定拥护者。1954 年 3 月 28

日，在 60000名巴萨球迷面前，米罗桑斯在市政主席格隆纳的陪同下为诺坎普新球场奠基了第一块石头，并且

受到了巴塞罗那红衣主教莫德雷格的赐福。 
 

意大利 那不勒斯： 

1.翁贝托长廊 Galleria Umberto 那不勒斯的购物商场，位于圣卡尔洛剧院的对面，建于 18 世纪末。翁

贝托长廊的屋顶都是由玻璃制成，晴天的时候抬头会看到玻璃都泛着天空的蓝色，非常漂亮。此外，长廊里的

票务中心可以购买那不勒斯各类演出、比赛(例如足球赛)的门票。 

2.但丁广场 Piazza Dante 这是一个很大的广场，最著名的当然是但丁的雕塑了，广场上有许多座位，逛

累了可以选择在此停留，或者去广场边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看看那不勒斯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等，也是

非常不错的！周末在这个广场上会有一个小集市，卖的主要是各类生态食品：奶酪、意大利面、橄榄油、蔬菜

水果等。 

3.新堡 Castel Nuovo 新堡，又名安茹城堡，是那不勒斯王国第一位国王下令建立。新堡包括公民博物馆

(Museo Civico)以及城堡遗迹。博物馆(主要展示绘画) 位于第一层，第二层可以看到海景，零层则为新堡遗

迹 (地表为透明玻璃建造，有恐高症的旅行者需要特别注意，玻璃底下则为古建筑遗迹以及人的骸骨)。另外，

新堡内部还有一个 Sala Dei Baroni(直译为男爵的房间)，房间顶端的建筑非常有特色。零层有自动售货机以

及自动咖啡机等(咖啡价格 0.5 欧元/杯，价格十分便宜) 。 

4.蛋堡 Castel dell'Ovo 蛋堡是那不勒斯最古老的城堡，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据说这个公元前 6 世纪建

立起来的城堡下被巫师放置了一枚鸡蛋，如果鸡蛋破碎，城堡便会随即消失，而且还会给那不勒斯带来灾难。

这是罗马贵族卢库勒斯在此建造的华丽别墅，也是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被罗马军队统帅流放的地点。蛋堡地处

海边，景色非常好，登上城堡，靠着窗户，可以欣赏大海及日落。 

5.那不勒斯皇宫 Royal Palace of Turin 那不勒斯皇宫身处闹市，临近新堡、蛋堡等知名景点，历经

四个朝代，外表看上去十分普通，但是，如果选择入内参观，那么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个皇宫非常奢华，

整个色调基本就是金色、黄色、紫色，代表皇室的高贵。皇宫有许许多多的房间，王后的寝宫、议政厅、书房

等等，里面还有很多皇室用品的展示和皇室贵族的绘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王座。这个皇宫里面最值得一看的

地方，除了各类绘画就是它了，用尊贵典雅这一类词是无法简单形容的。 

6.保罗圣方济教堂 st Francis church 保罗圣芳济教堂是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一座天主教堂，

位于该市最大的广场，平民表决广场西侧。平民表决广场是那不勒斯最大的广场，得名与 1860 年公民投票，

决定了那不勒斯加入意大利王国。模仿罗马万神殿而建的保罗圣芳济教堂庄严壮观，两旁呈弧形，走廊耸立一

排排巨柱，穹顶有 53 米高，再加上广场中央查理三世骑马的雕像，相当宏伟。 19 世纪初，那不勒斯国王由

波拿巴家族的国王若阿尚·缪拉开始建造，他规划了广场及其建筑以献给拿破仑。拿破仑失势后，波旁王朝复

辟，斐迪南四世继续完成建筑，但是在 1816年建成后归属教会，奉献给 16世纪曾在此修道的保罗圣芳济。 

7.那不勒斯市政厅广场 Piazza del Municipio 那不勒斯市政厅广场，又名君主广场和西尼奥列广场，

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个广场，是欧洲最大的广场之一。 在这座矩形广场上，有新堡、Mercadante 剧院。这



个广场靠近港口，历史上曾有大批意大利人集中在此，准备移民美国。2011 年初，那不勒斯地铁一号线的市

政厅站，将设在 Mercadante 剧院与新堡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