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愜意住宿

-	登船前一晚住宿龍宮城Spa	&	Resort	Hotel，行程舒適。
-	11晚「鑽石公主號®」寬敞的艙房，不同類型的艙房供 
	 您選擇。悉心配備各類精美高檔設施，為您帶來舒適的 
	 住宿享受。

異國滋味

-	豪華遊輪上的多元化餐飲服務，由自助餐、主餐廳到收 
	 費的特色餐廳，都帶給你新鮮極致的味覺享受。
-	沿途安排品嚐日本不同特色的風味料理，包括和風料 
	 理、岩魚料理、鄉土料理、讚岐烏冬一品鍋及韓式火鍋。

-	直航客機往返，快捷舒適。
-	專業領隊陪同，沿途及船上為您打點一切，浴途悉心講 
	 解，提供貼身服務。
-「鑽石公主號®」十一晚日本夏日祭典、韓國(釜山)豪華 
	 遊輪假期之旅，節日慶典中，盡情享受夏日祭帶來的美 
	 景、音樂與色彩，及釜山的韓風魅力。
-	全包全程岸上觀光節目，遊覽體驗除包括大自然奇景與 
	 風光、歷史文化紀念館外，更適逢日本縣市的夏日祭 
	 典，感受日本傳統節慶的場面浩瀚盛大。
-	全程安排預設席欣賞日本夏季四大祭禮：青森睡魔祭、 
	 秋田竿燈祭、高知嗚子舞祭、德島阿波舞祭。

 悉心策劃

CPBEI/B/S

 13天  日本橫濱 (東北、本州、 
 四國．夏の祭典：秋田、青森、高知、德島)、 
 韓國(釜山)「鑽石公主號®」遊輪假期
	 暢遊：日本─東京、橫濱、秋田、青森、境港、關門海峽、高知、德島	|	韓國─釜山

如欲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之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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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住宿晚數1

遊輪住宿晚數11



CPBEI/B/S

•	排水量：115,875噸	 	 •		載客量：2,706人
•	優化年份：2019年2月	 	 •		甲板樓層：14層
•	特色餐廳
	 —沙芭堤妮餐廳SM*(意大利式特殊風味餐廳)
	 —史德林牛排餐廳SM*(特殊風味餐廳)
•	海壽司餐廳*(特殊風味餐廳)
•	聖殿成人休憩區(成人專屬休憩區域)
•	星空露天電影院® 	(泳池畔電影院®)
•	蓮花水療池 *
•	海上日式浴場*
遊輪的設施開放與否，由船公司視乎船上實際情況而定。
＊徵收費用

第1天	
香港	 	東京(日本)	~	 	龍宮城酒店溫泉 
是日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國泰航空公
司豪華客機飛往東京機場。抵埗後即乘車前往木更津龍宮城溫
泉酒店，客人可以自由享用酒店內的溫泉設施。

東京(日本)：住宿龍宮城Spa	&	Resort	Hotel或同級
早餐		~		I		午餐		~		I		晚餐		酒店餐廳

第2天 下午5:00啟航

東京	~	 	木更津Outlet	~	橫濱	~	登上「鑽石公主號®」
早餐後，展開觀光節目。稍後前往遊輪碼頭，辦理登船手續，
登上「鑽石公主號®」。稍事休息，領隊將帶領團友到各樓層參
觀船上設施，展開十一晚日本、韓國海上之旅。
木更津Outlet	 	是日本擁有最多店舖的Outlet。這裡聚集了世界各
國的高級品牌，以及多個首次進入日本的海外品牌。從流行服
飾、嬰兒用品、商務用品到休閒用品等，總共高達約308間店舖
可以一次滿足大家的購物慾望。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酒店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3天 

海上暢遊	
是日團友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服務。
*香檳瀑布晚會為船長晚宴的重頭戲之一，請於當晚穿著您最美麗、最帥氣的服裝
出席(男士請穿著西裝、女士請穿著洋裝或禮服)。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天數 港口 預計 
抵達

預計 
啟航

岸上
觀光

1 香港	 	東京(日本)	

2 東京~橫濱~登船 17:00

3 海上暢遊

4 秋田(日本)~竿燈祭 07:00 23:00

5 青森(日本)~睡魔祭 10:00 23:00

6 海上暢遊

7 境港(日本) 06:00 17:00

8 釜山(韓國) 07:00 18:00

9 關門海峽巡航
巡航時間

10:00 12:00

10	 高知~鳴子舞祭 07:00 23:59

11 德島~阿波舞祭 08:00 23:59

12 海上暢遊

13 橫濱~離船	 	香港 06:30
第4天	 上午7:00泊岸．晚上11:00離開

秋田	~	 	秋田市民市場	~	男鹿	~	 	鬼面館	~	 
	男鹿水族館	GAO	~	 
	秋田竿燈祭(特別安排預設觀覽席)

秋田市民市場	 羅列著秋田本地出產的新鮮魚類和貝類，野菜，
蘑菇，水果及秋田地方酒等時令美食的站前市場。
鬼面館	 鬼面是男鹿人心中的幸運之神，賓客可穿上簑衣和面
具，扮成面相兇惡的鬼面拍照留念。
男鹿水族館	GAO			展示400種，約1萬隻的水棲動物，不但可觀
賞秋田縣名產「HATAHATA	 魚」，還可觸摸海星及海螺，更可
一睹北極熊、企鵝等極地生物的英姿。
*秋田竿燈祭	 東北四大祭之一秋田竿燈祭。此祭源於江戶時代，
歷經250年。這霸氣十足的竿燈祭，由超過230枝巨型竿燈集結
而成，每支竿燈重達50公斤，只由一位表演者負責支撐，支撐
位置局限於額頭和腰間，盡顯功架！
*為方便團友自由盡情享受夏祭節慶氣氛，是日晚餐自理。

*如未能安排預設席，將退回港幣200。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鄉土料理		I		晚餐		自理

龍宮城酒店溫泉

註：      捷旅安排獨立岸上觀光

 酒店或地道餐廳享用餐食

 住宿酒店

隨領隊漫步市內觀光

自由參加遊輪公司所安排之自費觀光節目

乘小艇登岸



CPBEI/B/S

第6天 

海上暢遊	
是日海上航行，團友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服務。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7天	 上午6:00泊岸．下午5:00離開

境港	~	鬼太郎妖怪列車(由米子空港駅至境港駅，約20分
鐘)	~	 	鬼太郎妖怪都市	~	 	鳥取砂丘(日本最大砂丘)	~	 
乘坐觀光吊車	
鳥取砂丘	 是日本最大的砂丘，延綿達16公里，不少旅客慕名前
來，一睹「砂丘看海」的大自然奇景。
鬼太郎妖怪都市	 境港市是漫畫《鬼太郎》作者的故鄉，為紀念
這位動漫大師，境港市成了「妖怪都市」，特別修建了水木茂
之路和水木茂漫畫家紀念館等，滿滿都是《鬼太郎》故事系列
中登場的妖怪角色，別出心裁。
鬼太郎妖怪列車			由米子空港駅至境港駅，約20分鐘。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和風料理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8天	 上午7:00泊岸．下午6:00離開

釜山(韓國)	~	 	海東龍宮寺	~	 	甘川洞文化村	~	 
	光復洞時尚街

韓國第二大城市和第一大貿易港–釜山，這裡曾舉辦2002年的
第14屆亞運會，而釜山國際電影節更是中外聞名。早餐後，隨
即登岸展開釜山市觀光節目。
甘川洞文化村	 釜山市著名的彩色藝術山城，韓國綜藝節目Running	
man和台劇《必娶女人》都曾到此取景。經CNN認證的亞洲最藝
術村落後，這裏就成為釜山市手機打卡聖地。
海東龍宮寺			是韓國三大觀音聖地之一。
光復路	 釜山市的文化藝術和時尚的中心，也是購物和觀光的最
佳地點。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韓式火鍋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5天	 上午10:00泊岸．晚上11:00離開

青森	~	 	古川市場	~	 	睡魔祭燈籠遊行	~	 
	青森睡魔祭海上煙火大會

古川市場	 被稱為青森市民的廚房，市場裡提供可以製作屬於自
己的海鮮丼。任意在白飯上添加自己喜好食材的自助海鮮丼料
理。無論是想少量多種或是海陸雙拼，任何指定菜色都能在此
實現。
*青森睡魔祭	 日本的火之祭典，於1980年被登記為重要無形民
俗文化，8月7日間是祭禮的最後一天，至今已逾250年歷史。
每年吸引海內外超過300萬的遊客前來。祭典中會有各種以歌舞
伎或歷史、神話為題材製成，超過20座的大型睡魔燈籠參與遊
行。遊行隊伍依序在遊行路線就位，此時道路兩側都是圍觀的
遊客，熱鬧的氣氛宛如一場盛夏的嘉年華會。
*為方便團友自由盡情享受夏祭節慶氣氛，是日晚餐自理。

*如未能安排預設席，將依項目退回港幣230。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古川市場		I		晚餐		自理

秋田竿燈祭

青森睡魔祭



第12天 

海上暢遊	
是日海上航行，團友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服務。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9天	 關門海峽巡航時間：上午10:00至中午12:00

海上暢遊
是日海上航行，團友可盡享船上的環球美食，應有盡有。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註： 入內參觀	 外觀拍照	 車上途經	 自費節目	 自由購物

•	遊輪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均以遊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	遊輪上主餐廳均以團體坐位安排，敬請留意。
•	以上行程之先後次序，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作最後決定為準。
•	以上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未能或不便進入，將另作安排。
•	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
•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停留時間。
•	行程單張內酒店星級，均以行程單張印刷日期當時其官方網頁資料說明為準。
•	自費活動會受人數不足、客觀因素或不可抗力事件影響而導致不能安排，敬請留意。
•	報名前，請必須先參閱捷旅旅遊CRUISE遊輪2020-2021行程封套背頁的重要責任及 
	 細則。

第13天	 上午6:30抵達

橫濱	~	離船	~	 	銀座自由購物	 	香港
遊輪早上抵達日本的橫濱港，辦理離船手續後，即前往購物。
午後乘國泰航空公司豪華客機直航返港，同日抵港。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自理		I		晚餐		~

CPBEI/B/S

第10天	 上午7:00泊岸．晚上11:59離開

高知	~	 	土佐灣海岸	~	 	大步危峽谷疊岩船舟之旅	~	 
	祖谷溪秘景	~	 	深山藤蔓橋	~	漫步高知市街	~	 
	高知鳴子舞祭(特別安排預設觀覽席)

大步危峽谷疊岩船舟之旅	 乘船由大步危峽谷出發，順流而下，
沿途可見蝙蝠岩、獅子岩等特殊奇景，體驗山谷之美。
祖谷溪秘景	 祖谷川的蜿蜒清流穿行於溪谷及群山之間，被認為
是日本三大秘境之一。
深山藤蔓橋	 設於祖谷川上，是用藤蔓編製的吊橋，被譽為日本
三大奇橋之一，是國家重要的民俗文物。
*高知鳴子舞祭	活動以盛裝巡遊形式進行，舞者們身穿色彩鮮艷
的服裝，臉上化着五顏六色的妝，手持類似於響板的樂器「鳴
子」，一邊敲響「鳴子」，一邊跳着舞前進。
*為方便團友自由盡情享受夏祭節慶氣氛，是日晚餐自理。

*如未能安排預設席，將退回港幣120。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岩魚料理		I		晚餐		自理

第11天	 上午8:00泊岸．晚上11:59離開

德島	~	 	渦之道．德島鳴門漩渦(特別安排乘船體驗)	~	 
	阿波舞會館	~	 	德島阿波舞祭(特別安排預設觀覽席)	

渦之道	 世界三大漩渦之一德島鳴門漩渦，轟鳴旋轉的渦流和奔
騰而瀉的潮水。渦流是海峽兩側的瀨戶內海和紀伊水道潮漲潮
落時，兩個水域之間因會產生1.5米水位落差，從而導致高水位
一側的潮水快速灌進海峽而引起的現象。	
*德島阿波舞祭	 由古代留傳至今的盂蘭盆舞，以迎接祖先的靈
魂。祭典維持數天，阿波舞者舞步隨意，沒有固定準則，而且
節奏激昂，跳時大鑼大鼓，從白天一直跳至夜深，氣氛熾熱！
*為方便團友自由盡情享受夏祭節慶氣氛，是日晚餐自理。

*如未能安排預設席，將退回港幣130。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巑岐烏冬一品鍋		I		晚餐		自理

甘川洞文化村

德島鳴門漩渦

遊輪上娛樂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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