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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落帝國與挪威深度峽灣 13天 CMV郵輪 麥哲倫號 

 

早起鳥兒們  千萬別錯過 (請記得望遠鏡隨身喔!) 

清晨 郵輪緩緩駛入狹窄而千變萬化的峽灣 

柔美的朝陽正迎接著一天的到來 (請記得早點到甲板卡位喔!) 

郵輪甲板正是與峽灣最親密的接觸  美麗壯闊的峽灣就在咫尺之遙 

來個另類享受，面對峽灣的同時，來個豐富且愉快的自助早餐 …… 
 

【行程特色一】 

 哈丹格峽灣巡航郵輪緩緩駛入狹窄而千變萬化的峽灣 ，美麗壯闊的峽灣就在咫尺之遙。 

 埃德峽灣哈丹格峽灣的門戶我們安排獨木舟之旅，從另一個角度欣賞美麗的峽灣。 

 松恩峽灣巡航兩岸挺拔山峰環繞，最狹窄且最具盛名的分支那洛伊（Næ røyfjorden）峽灣，  

                    其最窄處的水面只有 250公尺。2005年，奈勒伊峽灣被列入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被美國國家地理學會評為世界最佳自然遺產地。 

 那洛伊峽灣巡航冰川融水匯入其中，使這些峽灣的水綠如翡翠，美麗動人。 

 奧蘭茲峽灣早期歐洲皇室以捕撈鮭魚文明的峽灣之一。 

 弗萊姆挪威縮影火車之旅，在挪威最壯麗的山景之中，蜿蜒曲折的弗萊姆山谷。 

 松恩峽灣巡航松恩峽灣水深清澈，兩岸的山峰海拔最高超過 1700米環繞四周。 

 奧蘭茲四周環山，且位於傲人的松恩峽灣最內側，奧蘭茲峽灣的頂端就是弗萊姆小鎮。 

     卑爾根 “峽灣的門戶”，是挪威第二大城市美麗繁榮纜車上山美麗市容一覽無遺。 

 岸上觀光   本行程岸上觀光以船公司安排為主，車程及路程甚短，一般為合車進行觀光，行程 

               中並未安排餐食(距午餐時間甚近) ，請貴賓們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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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二】 

 劍橋大學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國王學院、皇后學院…。 

 康河撐篙讓您感受劍橋迷人的風情，四處綠草如茵楊柳垂堤，小船在您面前來回穿梭…。 

 莎士比亞故居最偉大的戲劇天才，四大喜劇及四大悲劇，造訪史特拉福的故居。 

 牛津大學近代 200年內產生了 16位英國首相，『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的場景。 

 安排最佳遊輪 CMV郵輪麥哲倫號中型郵輪，不太大不太小直抵峽灣盡頭攬勝。 

 親近體驗峽灣之美 大船無法進入峽灣，小船無法感受峽灣磅礡氣勢，CMV郵輪是最佳選擇。 

 安排最佳航空 國泰航空，旅遊最舒暢完整的選擇。 

 海陸雙拼的最佳安排倫敦深度觀光，荷蘭的輕旅行，挪威深度峽灣，最美妙的旅行組合。 
 大英博物館 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參觀歷代蒐藏古物，尤其埃及館木乃伊最為特色。 

      倫敦泰晤士河 泰唔士河遊船，暢遊英國的母親之河一覽大英帝國昔日與今天。 

 格林威治公園世界計時的起點，舊皇家天文台、天文儀器等等。 

     皮卡地里圓環  倫敦市區之旅的起點廣場，人潮如織的購物天堂。 

     阿姆斯特丹  市中心的美麗市容鋪設在五個同心圓內(運河)，被認為是歐洲主要藝術之都之一。 

 

 

 

Cruise & Maritime Voyage 郵輪小檔案【麥哲倫號 MAGELLAN】 

2015 年更名：麥哲倫 建造者：奧爾堡，丹麥 裝修年份：2010 年 

船員：660 客艙總數：726間 載客數量：1250 

總噸位數：46.052噸 乘客甲板：10層 船員國籍:國際化 

餐廳數量：3間（主餐廳、自助餐廳、池畔燒烤……） 主要設施：免稅店、泳池、酒廊及酒吧、健身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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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本航班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日期 天數 起/迄 班機號碼 起/迄 飛行 機型 

04/17 第 1天 台北/香港 CX409 19:20/21:15 01:45 波音 777-200 

04/17 第 2天 香港/倫敦 CX251 23:55/05:40+1 12:45 波音 777-300ER 

04/28 第 12天 倫敦/香港 CX254 22:20/17:10+1 11:50 波音 777-300ER 

04/29 第 13天 香港/台北 CX464 19:20/21:20 02:00 波音 777-300 

 

【參考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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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行程】行程內容以船公司最後公告以及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內容】【符號示意： ★特別安排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拍照】 

第 1天 04/17 桃園 / 轉機點 / 倫敦             

愉快的心準備起飛，整理好豐富的行囊，帶著愉快追求夢想的精神，今晚桃園機場集合，杜拜機場轉

機，爾後轉機前往日不落帝國，展開大英帝國的旅程。 

晚餐：機上享用        住宿：機上  

第 2天 04/18 倫敦〜市區觀光 

倫敦市區觀光：快意抵達昔日大英帝國的首府〜倫敦，●國會大廈、●大鵬鐘是大英帝國的經典地標。

爾後沿路經過●西敏寺、●白金漢宮…，都是世上歷史悠久、最著名、規模最宏偉的重要必拍景點。

飯店用餐後，將前往有演講者之角的著名景點－海德公園，是倫敦最大的皇家公園，在這能夠看見各

種政治集會和其他群眾活動。 

 

日期 抵港 抵港 / 離港  

04/19 倫敦-蒂爾伯里（英）      / 1600 
倫敦市區接往 

碼頭準備登輪 

04/20 阿姆斯特丹（荷蘭） 0900 / 1400 岸上觀光 

04/21 公海巡弋 

04/22 埃德峽灣（挪威） 0900 / 1600 岸上觀光 

04/23 弗萊姆（挪威） 0930 / 1900 岸上觀光 

04/24 卑爾根（挪威） 0700 / 1800 岸上觀光 

04/25 公海巡弋 

04/26 蒂爾伯里-倫敦      0800 / 專車接往市區 

【西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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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機上     午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英國 Fish&chips傳統料理         

住宿：Crowne Plaza London Heathrow 或同級 

 

第 3天 04/19 倫敦〜蒂爾伯里（英）                                離港 16:00 

倫敦市區觀光：今日午餐後，搭乘美麗的★泰唔士河遊船在英國的母親河，記錄了英國昨日和今天，

並有繼續流向未來的含意，●倫敦塔－緊靠藍白交錯，橫跨泰唔士河的●塔橋，是一座具有九百多年

歷史的諾曼底式的城堡建築將前往倫敦最古老的封閉室皇家公園－●格林威治公園，設有舊皇家天文

台、天文儀器等等。之後專車接往蒂爾伯里碼頭，準備登輪。 

【提醒您：基於時間集中運用，本日於飯店內享用早午餐。】 

 

【倫敦塔橋】 

早餐：飯店內享用早午餐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4天 04/20 阿姆斯特丹（荷蘭）                       抵港 09:00 離港 14:00 

岸上觀光：阿姆斯特丹 

安排荷蘭著名前往木鞋工廠，沿途可見荷蘭領土一畝畝綠油油耕地，參觀著名的風車群及乳酪製造過

程。★木鞋工廠：參觀由白楊木挖空製成的荷蘭木靴、製作木鞋的表演，相當有趣。接而前往擁有狹

窄運河與巷道的北海小漁村~佛倫丹，讓時光倒流數百年前，看見傳統荷蘭服飾的居民。接著前往★

風車村（Zaanse Schans）的風車於 1574 年後陸續建立。而目前的風車村新建於 1960 年代，當地人

將商店、歷史建築、農舍、風車及房子都遷移到此地，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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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5天 04/21 公海巡弋 

今天是腦筋放空的一天，您可享受一天的悠閒，或可三五好友小聚聊天或可甲板曬曬太陽，當然湊幾

咖來享受摸牌的樂趣也是很好的選擇。 

PS.一般而言，深夜時分郵輪已進入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地區了。 

 

  
 

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6天 04/22 埃德峽灣                                 抵港 09:00 離港 16:00 

巡航：哈丹格峽灣--郵輪緩緩駛入狹窄而千變萬化的峽灣 ，美麗壯闊的峽灣就在咫尺之遙。 

岸上觀光：埃德峽灣 

埃德峽灣被高達 1900 米高的山包圍，正位在壯麗的哈單格峽灣的門戶，它是歐洲最大的高山高原，

也是挪威最大的國家公園。而埃德峽灣位於美麗的小鎮上，可以充分體驗，同時享受一個★獨木舟之

旅欣賞美麗的峽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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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早起鳥兒們千萬別錯過，清晨郵輪緩緩駛入狹窄而千變萬化的哈丹格峽灣地形，加上清晨斜射的

陽光，站在郵輪甲板的高度上，正是與峽灣最親密的接觸，美麗壯闊的峽灣就呈現在您眼前，也是拍

照的最佳時機與地點。您也可以來個另類享受，面對峽灣的同時，來個豐富且愉快的自助早餐。 

 

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7天 04/23 弗萊姆                                   抵港 09:30 離港 19:00 

松恩峽灣 & 那洛伊峽灣巡航：松恩峽灣最深處達 1300多米，兩岸的山峰海拔最高超過 1700米。 

岸上觀光：奧蘭茲峽灣 

弗萊姆小村莊四周環山，擁有約 500名居民，且位於傲人的松恩峽灣最內側奧蘭茲峽灣的頂端。早期

歐洲皇室也為捕撈弗洛姆河的鮭魚深深吸引著，19 世紀後期旅客人氣開始大力上升。我們安排乘坐

世界上★最陡峭最壯觀的鐵路工程傑作，體驗★挪威縮影之旅，在挪威最壯麗的山景之中，蜿蜒曲折

的弗萊姆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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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8天 04/24 卑爾根                                   抵港 07:00 離港 18:00 

岸上觀光：卑爾根之旅 

卑爾根被稱為“峽灣之門”，是挪威第二大城市。由於人口不足 25 萬，在七座山的背景下，乘坐纜

車前往山頂，可欣賞卑爾根和挪威迷人海岸線的美妙全景。俯瞰港口，五顏六色的布萊根碼頭是卑爾

根的門面。深具特色的木製山牆建築，曾經是漢薩商人的家和辦公室，但現今已變成賣手工藝品和傳

統紀念品的商店。 

領隊將帶您徒步觀光這市區，胡斯堡壘、中世紀建築物之間的狹窄巷道，享受這個歷史悠久的地方氣

氛。接著來到纜車車站搭乘纜車，搭乘纜車前往山頂，是在卑爾根市民最受歡迎的戶外區域之一。雖

然高度只有 1,050英尺（300 米）在海平面以上，美麗的景色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卑爾根】 

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9天 04/25 公海巡弋 

愉快而豐富精彩的峽灣深度之旅，將您平日的疲憊身軀又重新注入活力，輕巧舒適的郵輪帶您進入峽

灣盡頭，相信帶給您美妙無窮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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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10天 04/26蒂爾伯里-112km-劍橋-130km-科芬特里(或鄰近城市)     抵港 08:00  

下船之後專車前往具有七百多年歷史之●劍橋大學。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留給後世對此地無限的

想像及憧憬，讓他可寫下「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毫無遺憾地離開伴他渡過少年不識愁滋

味的知識殿堂。抵達劍橋映入眼簾的是蜿蜒清澈的康河，及康河上最有趣的一座橋●數學橋。沿著康

河漫步，到處綠草如茵，楊柳垂堤，河上的小船在您面前來回穿梭，這時才能真正體會出徐志摩先生：

『再別康橋』及『我所知的康橋』文中對劍橋所描述的景況是多麼的真，多麼的美。也才能一圓您心

中多年的夢想，在漫長的歷史洪流中，康河畔增建了許多美麗的大學校舍，如●國王學院、●皇后學

院、●聖約翰學院、●三一學院、●聖母教堂都是您不可錯過的焦點。特別加送★康河撐篙，讓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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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劍橋迷人的風情。 

 

 
【數學橋、康河撐篙】 

 

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英式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Best Western Hotel或同級 

 

第 11天 04/27 科芬特里-35km-史特拉福(莎士比亞)- 25km-牛津 

早餐後前往史特拉福。莎士比亞被稱為最偉大的戲劇天才，他的作品包括四大喜劇及四大悲劇，都是

流傳後世的名作。今日在史特拉福，您可參觀他誕生時所居住的地方★莎士比亞故居及其夫人★安妮

故居，認識這位大文豪一路走來的際遇，令您感觸良多。 

之後專車前往★OUTLET，此地擁有最多高檔品牌的集散地，特別是歐洲當地精品，價格約是原價的

40－60%，讓您置身其中購物，如魚得水。前往全球聞名之牛津，和劍橋並列為舉世聞名的大學城，

既是嚴肅的學術殿堂，也是戲謔人生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的起源處。瀰漫濃濃的學術氣息，孕

育出英國第一所牛津大學。牛津的基督教堂學院是牛津最大、建築最壯觀的學院，當然也因哈利波特

的關係，是牛津人潮最洶湧的觀光勝地。而且這學院最引以為傲之處，就是在近代 200年內產生了

16位英國首相！真是人才濟濟。此城處處洋溢著濃厚的學術氣息，如●萬靈學院、●大學學院，以

及著名參觀景點●瑞德克利夫拱頂、●波德里安圖書館等都值得您細細品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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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故居】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 outlet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Crowne Plaza Heythrop 或同級 

 

第 12天 04/28 牛津-96km-倫敦 / 轉機點 

早餐之後前往倫敦，抵達後進行倫敦市區觀光:首先來到★大英博物館，館內蒐集之文物珍品縱棋東

西，包羅萬象令您大開眼界，尤其是二樓的木乃伊，更是您不可錯過之重點。接而倫敦著名的鬧區●

皮卡地里圓環 Piccadilly，這廣場有著名的愛神邱比特雕像噴泉，附近還有高級精品店林立，可讓

您自由悠閒於著名●時尚購物集中地－攝政街，世界最長購物街－牛津街，足以與法國著名的香榭麗

舍大道相稱，之後專車接往機場。隨著時光飛逝，歲月如梭，快樂時光的渡過，心中充滿無比滿足的

心情，懷著依依不捨的感覺，今日將搭機返往歸鄉的旅途，不將會再見，這不是結束，是旅行真正的

開始。班機飛往香港轉機，返往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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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港式飲茶料理          晚餐：適逢登機時間敬請自理             

住宿：機上 

第 13天 04/29 轉機點 / 桃園  

經歷名城古堡的心靈洗滌，歡樂滿行囊的滿足感，充電過後精神飽滿，雖有依依不捨的心情，也只能

期待下次再相逢。心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歐洲旅程。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