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郵輪 Cruise & Maritime Voyages

北歐北角.尋找極光‧浪漫邂逅之旅 17 天
█出發日期│限量搶購‧售完為止【僅此兩團】
出發日期

售

價

2017/10/29 星期日

103,900

2018/02/17 星期六

123,900

備

註

※報價不含上岸觀光費用
※不含導遊、領隊小費【10 歐元/每天/計 170 歐元】
※不含船上小費

█價格包含│
1.

倫敦來回機票(含稅)

2.

機場港口接送

3.

全程郵輪費用(含稅)

4.

雙向對講導覽耳機

█價格不包│
1. 全程小費 (10 歐元/天)

2. 船上小費 (5 英鎊/天)

3. 岸上觀光 (全程約 35500/人) ( 按船公司公告之經典行程 合車進行觀光 )
■行程特色│
1.尋找北極光‧浪漫邂逅│

2.搭乘 Cruise & Maritime Voyages 麥哲倫號帶你展開與北角和極光的甜蜜邂逅～
最舒適以及最精采的行程！絕對讓你不虛此行!

3.郵輪航行參考路線│

4.北極圈內賞極光機率最高的城市

5.特色景點│

■參考航班│

■行程內容│

2017 10 / 29
2018 02 / 17

抵港/離港

行

第一天

台北/香港/倫敦

第二天

倫敦-蒂爾伯里
05：00 抵達倫敦
抵達倫敦
（英國）
16：00 離港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六天

第七天

阿姆斯特丹
Amsterdam

海上巡弋

奧爾登（挪威）
Olden

克里斯蒂安桑（挪威）
Kristiansand

海上巡弋

愉快的心

程

準備起飛
接往碼頭準備登輪

阿姆斯特丹：自行車比永久居民來的多，市容既
迷人又古怪。自 17 世紀黃金時代以來，市中心
的美麗市容沒啥變化。美麗的山形牆別墅，加上
09：00 抵港 兩旁綠樹成蔭的運河，鋪設在五個同心圓內，穿
15：00 離港 過許多橋樑。皇家宮殿最初建於 17 世紀的市政
廳，位於城市中心的達姆廣場上，被認為是歐洲
主要藝術之都之一。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海上巡弋
奧爾登：北峽灣的內側有三個分枝，其中最南端
的末梢就在奧爾登。迷人可愛的村莊坐落在寧靜
及保存完好的農場中，緩坡背後聳立著陡峭崎嶇
的高山，一層層茂密的樹林覆蓋著。美麗的奧爾
11：30 抵港
登山谷正是從壯闊的 Jostedalsbreen 冰川邊緣一
19：00 離港
湧而出。Briksdal 冰川是 Jostedalsbreen 冰川觸手
的延伸，冰川與河流灌注在美妙的山間湖泊，相
融一體的美感令人動容。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克里斯蒂安桑：在 17 世紀，克里斯蒂安桑港是
該地區早期發展的小型定居點。隨著越來越多的
人口的移入，該地區成為沿海重要的漁業和木材
08：30 抵港 運輸港口。荷蘭水手在十七世紀末向克里斯蒂安
16：00 離港 桑帶來了夾頭魚生產的知識，並且多年來，該市
是挪威最大的夾頭魚出口國，主要出口到西班牙
和葡萄牙的地中海國家。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海上巡弋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第十一天

第十二天

阿爾塔（挪威）
Alta

宏寧斯瓦（挪威）
Honningsvåg

特羅姆瑟（挪威）
Tromsø

海上巡弋

特隆赫姆（挪威）
Trondheim

阿爾塔是芬馬克最大的城鎮，阿爾塔沿著阿爾塔
河往的內地延伸，這是挪威捕撈鮭魚最好的河流
之一。鎮有三個中心，Bossekop 舊有的貿易中心
並保留市場傳統，Elvebakken 在東部與城鎮的機
09：00 抵港
場和港口連結，另一區為新城鎮及其商店街。廣
01：00+1 離港
大的林地和 Finnmarksvidda 高原圍繞著阿爾
塔，夏天享受著午夜的太陽，冬天的夜晚經常讓
北極光在天空中跳舞陪伴。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宏寧斯瓦：挪威法律規定，挪威的一個城市必須
擁有 5000 名居民，小鎮 Honningsvaag 是一個約
2500 人的社區，也是挪威最小的城市之一，1996
年被授予“ 城市 ”這殊榮。這“ 城市 ”位於巴倫
10：00 抵港
支海中的一個大島 Magerøya 的東南端。這是北
17：00 離港
角的起點，從 307 米的高原懸崖落入大西洋。從
這裡只有無盡的海洋連結著歐洲最北端與北極
之間。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對於位於北極圈以北近 220 英里的城市，毫不奇
怪的許多特羅姆瑟的地標，聲稱是世界上最北端
的頭銜。“ 北極之都 ”擁有世界上最北端的大
學，大教堂，植物園和啤酒廠。纜車前往斯托爾
08：00 抵港
滕登山頂，可欣賞到由兩條隧道和橋樑連結，兩
20：00 離港
座島嶼和大陸構成活潑美麗的城市美景。極地博
物館是特羅姆瑟的精品，引人注目的北極大教堂
無疑是亮點。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海上巡弋
挪威中部的特隆赫姆（Trondheim）過去和現在
的時代總是和睦相處著，建築和環境創造一個美
麗的居住氛圍，城市擁有豐富多樣的歷史遺跡，
博物館和藝術畫廊。奈達羅斯大教堂建在挪威守
08：00 抵港
護神聖奧拉夫的墳墓上，聲望遠遠超過挪威的疆
19：00 離港
界。大教堂有一個令人印象深刻的西牆，裝飾精
美，配有壯觀的彩色玻璃窗。對於特隆赫姆的任
何遊客來說，這是一個“ 必看 ”的地方。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第十三天

翁達爾斯內斯（挪威）
Åndalsnes

Åndalsnes 位於 88 公里長的 Romsdalfjord 的盡
頭，在 Rauma 河口。流經羅姆斯達爾山谷的河
流是挪威第一條在十九世紀末，深深吸引著英國
貴族和其他外國人來此飛釣的河流之一。這個小
08：30 抵港 鎮是 Møre 和 Romsdal 區的 Rauma 行政中心。美
18：00 離港 麗的 Romsdal 阿爾卑斯山可以選擇遊覽著名的
巨魔牆和壯觀的巨魔路徑。Åndalsnes 也是令人
難以置信的 Rauma 線的開始，這是一個古老的
蒸汽火車旅程，通過迷人的山景。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第十四天

卑爾根（挪威）

第十五天

海上巡弋

第十六天

蒂爾伯里-倫敦/桃園

第十七天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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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仍然是一個小鎮的感
覺。在七山的背景下，乘坐纜車前往 Fløien 山
頂，可欣賞卑爾根和挪威迷人海岸線的美妙全
10：00 抵港
景。俯瞰港口，五顏六色的布萊根碼頭是卑爾根
19：00 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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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的商店賣手工藝品和
傳統紀念品。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海上巡弋
08：00 抵港 下船後專車接往機場 搭機經香港
準備返抵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