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5 月 17 号出发
全程国语广东话领队

2019 北欧豪华游轮【帝王公主号】畅游八国名都
 帝王级 19 层 14 万吨超级豪华游轮
昼夜不息的世界级活动节目让您惊叹不已
为宾客呈现垂涎欲滴的臻至佳肴
 独特的海上漫步体验精彩刺激

 全程专业国语广东话领队

特别包含
 童话王国哥本哈根三天两晚精华游，深度展開安徒生足跡之旅
 迪拜豪华游吃住行，体验沙漠奇迹，入住 5 星级酒店
 外观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世界最大购物商城
 日月光俄罗斯圣彼得堡两天全包团精彩纷呈

豪华游轮【帝王公主号】畅游 8 国名都 详细行程

www.anzskytours.com

DAY I 5月17号

原居地 - 迪拜 （飞机晚餐）
搭乘阿联酋豪華班機 A380 直飞迪拜。带您体验“沙漠奇
迹”，感受从一望无际的沙漠拔地而起，成为一个现代化
的土豪城市-迪拜。

DAY 2 5月18号

迪拜（飞机早餐， 午餐）
抵達後安排接機。随后市区观光包括酋长皇宫,MARINA
BAY，著名朱美拉海滩，是拍摄及外观帆船酒店的最
佳点。下午前往世界最大购物中心迪拜商城 Dubai Mall。
外观世界最大室内人造瀑布和室内水族馆逾万种海洋生
物！最近角度欣赏世界最大的喷泉-迪拜音乐喷泉。外观
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您也可自费选择登上塔内第
124 层全球最高的观景台 At The Top 鸟瞰 80 公里全景。
由于自由购物活动关系，今日晚餐敬請自理。

夜宿：迪拜豪华五星级酒店
DAY 3 5月19号

迪拜 - 丹麦 哥本哈根 （早餐，飞机午餐）
酒店享用丰富早餐后，安排送机，前往童话王国丹麥首
都——哥本哈根。结束愉快的迪拜之旅。抵達哥本哈根
後安排接機，下午入住酒店歇息。

夜宿：哥本哈根四星級酒店

DAY 4 5月20号

丹麦 哥本哈根 （早餐，午餐，晚餐）
早上酒店享用丰富早餐后，遊覽市內名勝 ，展開安徒生
足跡之旅- 新港運河徒步區 ( 安徒生 曾經在此區公寓居
住 ) 及市政廳廣場 ( 賣火柴的女孩 故事靈感來源地 )，安
徒生铜像，新港酒吧街，阿美琳堡皇宮 ( 堅定的錫兵
故事靈感來源地 )，丹麦议会宫殿等， 享用晚餐后送往
酒店。

夜宿：哥本哈根四星級酒店
DAY 5 5月21号

丹麦 哥本哈根 （早餐，游轮午餐，晚餐）

18:00 起航

--

早餐后游览美人鱼的故乡 ——哥本哈根： 美人鱼雕

塑，神农喷泉，大理石教堂， 之后前往哥本哈根市
区的邮轮码头，在领队带领下办理好登船手续。享用邮
轮上丰盛的自助午餐后，领队将带领大家参观船上的丰
富多彩的生活及娱乐设施。下午 18:00 豪华邮轮【帝王

公主号】开航，带领您深度探索北欧的迷人景致。

DAY6 5月22号

海上航行 At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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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娱乐遍布每个角落，昼夜不息的世界级活动节目
让您惊叹不已，让任何年龄的宾客都可以在邮轮上找到
属于自己的欢乐：为孩子们精心打造的专属区域、 融汇

顶级品牌的海上购物空间、富丽堂皇的心脏地带中
庭广场、上演百老汇风格歌舞秀的公主剧院、海上
世外桃源的圣殿成人休憩区、放松身心的奢华莲花
水疗中心、浪漫唯美的星空影院… 世界各国名厨将为
您带来美味大餐。在创新的夜光主餐厅好好放纵自己享
受一次，这个专属晚餐的地点设计华丽，周围环绕着灯
光幕帘。诱人的海景露台海鲜吧提供了寿司、生鱼片、
生蚝和其他许多美味的海鲜餐点。（使用邮轮上收费设
施及服务的费用敬请自理）
DAY7 5月23号

瑞典 斯德哥尔摩 Shockholm,Sweden

11:00

18:00

11:00

18:00

06:30

--

--

18:00

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也是第一大城市。瑞典国家政
府、国会以及皇室的官方宫殿都设在此。享有“ 北方

威尼斯 ”的美誉。斯德哥尔摩既有典雅、古香古色的
风貌，又有现代化城市的繁荣。在老城区，那里有金碧
辉煌的宫殿、气势不凡的教堂和高耸入云的尖塔，而狭
窄的大街小巷显示出中世纪的街道风采。在新城区，则
是高楼林立，街道整齐，苍翠的树木与粼粼的波光交相
映衬。（自选游览观光项目）
DAY 8 5月24号

芬兰 赫尔辛基 Helsinki, Finland
您可以选择留在邮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自费上
岸观光游览。赫尔辛基：芬兰首都，濒临波罗的海，是
一座古典美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都市，既体现出欧洲
古城的浪漫情调，又充满国际化大都市的韵味。被世人
赞美为“波罗的海的女儿”。（自选游览观光项目）

DAY9 5月25号

俄罗斯 圣彼得堡 精华两日游 Day1
（遊輪早餐，俄罗斯午餐）
St Petersburg, Russia

遊輪早餐后，請於碼頭集合，開始聖彼得堡探秘之旅。

外觀彼得大帝青銅騎士像，圣伊薩基耶夫大教
堂，喀山大教堂，喋血大教堂……午餐後前往參觀
埃爾米塔什博物館——舉世聞名的冬宮。冬宫座落
在圣彼得堡宫殿广场上，原为俄国沙 皇皇宫，十月革命
后辟为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奇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与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 纽约的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一起，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傍晚返回游轮。

DAY10 5月26号

俄罗斯 圣彼得堡 精华两日游 Day 2
（遊輪早餐，俄罗斯午餐）
St Petersburg, Russia

www.anzskytours.com

享用游轮早餐后，于码头集合。乘坐特色游船畅游圣彼
得堡涅瓦河-被誉为圣彼得堡的灵魂。随后前往夏宫，
夏宫有“喷泉之都”及“喷泉王国”的美称，它有百余座
雕像，150 座喷泉，2000 多个喷柱及两座梯形瀑布。参
观叶凯特琳娜宫，彼得大帝宫，涅瓦大街……一整天
的行程，浏览 圣彼得堡各大名胜，深入了解俄羅斯文
化，秒杀胶卷的最好时机。傍晚返回游轮。

DAY11 5月27号

爱沙尼亚 塔林 Tallinn, Estonia

08:00

17:00

07:00

21:00

07:00

14:00

邮轮停靠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Tallin），您可以选择留
在邮轮上继续享受各种娱乐，或是自费上岸观光游览。
塔林是北欧唯一一座保持着中世纪外貌和格调的城市。
塔林老城区分为上城和下城，上城是上流社会、宗教阶
层和封建权贵的聚集地，著名城堡托姆别阿就坐落在上
城，而下城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居住地。（自选游览观
光项目）
DAY12 5月28号

海上航行 At Sea
您可以前往冰品甜点吧品尝意大利冰淇淋和各种诱人的
甜点。 帝王公主号拥有公主剧院，提供丰富的原创戏剧
演出及表演，还有精密设计的灯光和高清晰的银幕。夜
晚神奇的灯光水秀表演，将顶楼甲板转换为充满音乐、
灯光特效的舞池。 莲花 SPA 配备了先进的热疗室，设有
水疗池、焕然一新吧、土耳其浴等等。成人专属的平静
天堂——圣殿成人休息区拥有私人 VIP 小屋，还有免费兴
趣娱乐课程。 优雅的餐厅、精彩纷呈的娱乐场所、奢华
的淡水泳池、感受无处不在的惬意！（使用邮轮上收费
设施及服务的费用敬请自理）

DAY13 5月29号

德国 柏林 Berlin (Warnemunde), Germany
邮轮停靠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外港瓦尔内明德。柏林的建
筑多姿多彩，蔚为壮观。既有巴洛克风格的灿烂绚丽的
弗里德里希广场，也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申克尔剧院，
既有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有蜚声世界的现代建筑流派作
品。（自选游览观光项目）

DAY14 5月30号

海上航行 At Sea
邮轮全天航行在波罗地海上。早餐您可于自助餐餐厅享
用或是在主餐厅点餐享受专人服务。午餐后您可尽情于购
物中心享受购物乐趣或参加宾果游戏您有机会得大奖。下
午时分您可邀请三五好友前往顶楼自助餐厅享用为您精心
准备的下午茶，晚间船长欢迎晚宴，于大厅由船上专属摄
影师为您捕捉美丽倩影，晚宴后前往欣赏歌舞秀或于钢琴
酒吧聆听动人情歌。今日主厨晚宴请着正式服装，晚宴后
尽情享受豪华歌舞秀或前往舞厅跳一场热舞。（使用邮轮
上收费设施及服务的费用敬请自理）。

DAY15 5月31号

挪威 奥斯陆 Oslo,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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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停靠在奥斯陆（Oslo），奥斯陆被称为“上帝的山
谷”，濒临曲折迂回的奥斯陆湾，苍山绿海相辉映，使
城市既有海滨都市的旖旎风光，又富于依托高山密林所
展示的雄浑气势。 维格兰雕塑公园，园内展出了挪威雕
像家古斯塔夫的 212 座雕像作品。主題是關於『人生各
階段的百態』讓人耳目一新。（自选游览观光项目）
DAY16 6月1号

丹麦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Denmark- 迪拜

05:00

享用游轮丰富早餐后，办理下船手续。结束波罗地海 11
晚游轮行程，随后安排送机前往丹麦国际机场，经迪拜
转机。迪拜入住一晚后于 6 月 2 号返回原居地， 6 月 3
号抵达奥克兰，结束 17 天的豪华惬意之旅。

以上套餐参考报价 $7380/TWIN SHARE 起
报价包括：11 晚北欧波罗地海豪华游轮 Regal Princess 双人内舱住宿，迪拜 2 天 1 晚嘉年华之旅，俄罗斯圣
彼得堡精华两日游之旅，哥本哈根市区游及两晚 4 星酒店，膳食景点如行程所列。奥克兰往返迪拜，哥本哈根
阿联酋航空共 4 程经济舱机票。**由于 机票价格和船舱价格是浮动的，最终定价以报名时为准。（行程前后
顺序可能会因航班及其他因素而调整）

您的责任：在您预订前，您有责任阅读所有和您想要购买团的相关信息,包括:价格与通知、航(路)线介绍、团费
包含哪些，不包含哪些、取消和退款政策、各项条款,以及特别提示等。一旦您阅读并充分理解其所有内容
后，在购买后就不 得有任何异议。 *强烈建议客人购买旅游保险！临时取消：1. 团员如在旅途中退出活动或
膳食均当自动放弃，费用不退。若团友中途因个人原因取消，终止，或脱团妨碍团体活动及领队安排工作，引
起的责任自理, 离团后一切行动均与本公司无关。

日月光旅游 全程独家专业领队 给您最贴心的服务
新西兰公司：
地址：Suite 3, level 6, 87-89 Albert Street, Auckland
新西兰报名热线：+64 9 302 1983

澳洲公司:
好市围地址：Shop A6, 208 Forest Road, Hurstville, NSW 2220
电话：+61 2 9586 3822
唐人街地址：Suite 805, 368 Sussex Street, Haymarket, NSW 2000
电话：+61 2 9267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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