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歐郵輪 Cruise & Maritime Voyages 

 

北歐法羅群島 冰島‧尋找極光‧浪漫邂逅之旅 15 天
█出發日期│限量搶購‧售完為止【僅此一團】 

出發日期 售    價 備   註 

2018/03/03  星期六 1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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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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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極圈巡航│ 
北極圈內的極光奇觀，被稱為北極光，是大自然在北半球的原始燈光。這是自然現象，使冬季黑夜
變亮，每年冬天都會吸引數千名旁觀者進入北極圈。跟著我們搭乘 CMV 郵輪巡航假期專家在北極圈
內巡航，一起觀看世界上最好的自然奇觀。 

5. 發現驚人的自然奇觀│ 
   紫色，藍色，粉紅色和綠色的燈光在夜晚的黑暗天空中跳舞，壯觀的 Aurora Borealis 是大自然中最 
   偉大的奇蹟之一。這次航行將帶您前往冰島，即“冰火之地＂，如果大氣條件正確，您將有機會見 
   證令人難以置信的北極光。法羅，舍德蘭和奧克尼群島在這個壯觀的航程上是令人著迷的踏腳石。 
6. 特色景點│ 

 

■參考航班│ 

 

■行程內容│【符號示意： ★特別安排 ●岸上觀光】 

2018  03 / 03 抵港/離港 

第一天 

03/03  台北/香港/倫敦 19：30 登機

行 程：愉快的心  準備起飛 
今日傍晚齊集於桃園中正機場，搭乘豪華舒適安全的國泰航空，在空服人員細心的照料之
下，經香港轉機前往日不落國之大英帝國，飛向擁有八百萬人口之大都會－倫敦，懷著喜悅
與期盼，展開豐富浪漫的北歐極光郵輪之旅。 



膳食：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二天 

03/04  倫敦-蒂爾伯里 （英國） 05：00 抵達倫敦  │ 15：00 離港

行 程：抵達倫敦  接往碼頭準備登輪 
清晨抵達倫敦之後，進行倫敦市區觀光，倫敦位於泰晤士河流域，於公元 50 年由羅馬人建
立。倫敦的歷史核心區倫敦城仍舊維持其中世紀的界限，面積 1.12 平方英里（2.9 平方公里），
倫敦亦是諸多博物館、畫廊、圖書館、體育運動及其他文化機構的所在地。 
首先沿著泰晤士河畔進入市中心，參觀世界議會制度起源地的英國國會及國會右側的一座石
造鐘塔～●大鵬鐘，之後再前往歷代英王登基之處●西敏寺，之後再前往英國皇室居所●白
金漢宮，感受英國王室的驕傲與光榮。 
之後前往港口搭乘郵輪展開遊輪假期。！登上此富麗堂皇的海上皇宮，領隊帶領團員登上船
橋，船上的攝影師早已忙著準備幫每位上船的旅客拍下這興奮的一刻，樂師也在船上吹奏這
歡樂的音樂迎賓。在稍事休息後，您可以自行到各層參觀船上設施，船上有可以滿足旅客各
種感官享受的豪華夜總會、電影院、美容院、賭場、商店街、游泳池等。但是別忘了，當船
上的碰撞警報響起時，要穿好您的救生衣，一起參予「救生演習」。當您需要協助的當下，
可別忘了領隊喔 ! 夕陽西下華燈初上時分，夢幻郵輪正式啟航。 
 
膳食：早餐：機上                            │午餐：郵輪上享用                        │晚餐：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三天 

03/05  阿姆斯特丹(Amsterdam)       08：00 抵港 │ 13：00 離港

行  程：阿姆斯特丹 
安排前往荷蘭著名木鞋工廠，沿途可見荷蘭領土一畝畝綠油油的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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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木鞋的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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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車村的風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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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空間的博物館。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晚餐：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四天 

03/06  海上巡弋 海上巡弋

行  程：海上巡弋 
您今天可以腦袋放空，好好享受歡樂的海上巡航，一整天暢行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全天不
靠港，讓您有充裕的時間享受和熟悉郵輪生活，體驗郵輪上多彩多姿的娛樂設施。吃過豐盛
的早餐後，在甲板頂層漫步，游泳池暢遊戲耍，健身中心鍛煉，圖書館看書，或者水療中心
享受慵懶的時光；想試一試手氣的朋友，也可以趁此機會到賭場娛樂一番。郵輪上提供的全
世界各地美食，精美的甜點，珍饈美味，讓您食指大動。晚上參加郵輪上安排的各種豐富的
娛樂節目。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郵輪上享用            │晚餐：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五天 03/07  托沙芬（Trshavn：法羅群島）-自由活動 11：00 抵港   │ 20：00 離港



行  程：托沙芬（Trshavn：法羅群島） 
Trshavn 字面是“ 雷神港 ＂ 的意思，法羅群島的首都和最大的城市。位於 Streymoy 東海
岸的南部。該鎮人口 13000 人。挪威人在公元 850 年在廷加斯半島建立了自己的議會，一
直到中世紀，托爾沙夫成為島上貿易壟斷的中心，是島民賣賣商品的唯一合法場所。1856
年，貿易壟斷被廢除，這些島嶼對自由貿易保持開放。一年一度的維京聚會場地，托沙芬
（Trshavn）今天是世界上最小，最宜人的首都之一。它位於 Streymoy 的南端，是法羅群島
十八個島嶼之一。Tinganes 是城鎮的老部分，特色的紅色木製建築與草坪屋頂聚集在一個狹
窄的半島上。它突入現代城鎮建成的自然港口。法羅群島有一個野蠻和戲劇性的景觀，這是
一個宏偉的背景，可選的短途旅行顯示島民如何生活在這個遙遠和未受污染的群島。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晚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六天 

03/08  海上巡弋 海上巡弋

行  程：海上巡弋 
今天也是公海的一天，期待進入地球北端已經越來越近了，浩瀚無垠的大海陪伴著我們度過
這寧靜的一天，相信您腦海中已經浮現進入極圈的場景，白天雖然冷風颼颼，不過期待極光
的距離也是近在咫尺了。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郵輪上享用            │晚餐：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七天 

03/09  雷克雅未克(冰島 Reykjavík)-自由活動 08：00 抵港

行  程：冰島‧雷克雅未克 
部分古老諾爾斯，部分現代城市，冰島首都有自己的古怪的特徵。雖然雷克雅未克是世界上
最小的首都之一，但冰島幾乎有一半人口居住在這裡。城市最古老的部分地區發現了馬賽
克，壁畫和雕塑，高聳的 Hallgrimskirkja 教堂被觀賞著有屋頂色彩鮮豔的房屋。經典的“黃
金圈＂擁有廣闊的熔岩場，冒泡的泥池，墜落的瀑布和噴泉噴泉，是一個受歡迎的可選遊覽
活動，還有機會在著名的地熱藍色潟湖中洗澡。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晚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八天 

03/10  雷克雅未克(冰島：Reykjavík)-自由活動 20：00 離港

行  程：冰島‧雷克雅未克 
部分古老諾爾斯，部分現代城市，冰島首都有自己的古怪的特徵。雖然雷克雅未克是世界上
最小的首都之一，但冰島幾乎有一半人口居住在這裡。城市最古老的部分地區發現了馬賽
克，壁畫和雕塑，高聳的 Hallgrimskirkja 教堂被觀賞著有屋頂色彩鮮豔的房屋。經典的“黃
金圈＂擁有廣闊的熔岩場，冒泡的泥池，墜落的瀑布和噴泉噴泉，是一個受歡迎的可選遊覽
活動，還有機會在著名的地熱藍色潟湖中洗澡。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晚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九天 

03/11  海上巡弋 海上巡弋

行  程：海上巡弋 
實地體驗感受極地的風情，勢必讓您感受不虛此行，不同的極地感受，比起我們亞熱帶地區
實有天壤之別，來吧!讓我們盡情享受船上的設施去。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郵輪上享用            │晚餐：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十天 03/12  海上巡弋 海上巡弋



行  程：海上巡弋 
實地體驗感受極地的風情，勢必讓您感受不虛此行，不同的極地感受，比起我們亞熱帶地區
實有天壤之別，來吧!讓我們盡情享受船上的設施去。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郵輪上享用            │晚餐：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 
十一 
天 

03/13  萊維克 昔德蘭群島 Lerwick  Shetland Islands

(英國)-自由活動 
07：00 抵港│ 19：00 離港

行  程：萊維克 昔德蘭群島 
最初由 Norsemen 在 9 世紀定居，Lerwick 成立為一個非官方的市場，為 17 世紀的荷蘭鯡魚
隊服務。城鎮的核心是狹窄的石板街道迷宮，落後於 18 世紀的砂岩建築物，俯瞰繁忙的海
港。乾草的碼頭，曾經是設得蘭的捕魚和造船業的中心，是奇妙的捨德蘭博物館和檔案館的
所在地。在大陸的南端，Jarlshof 的非凡考古遺址講述了這個擁有大量野生動植物的這個偏
遠群島的人類歷史 4000 多年的故事。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晚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 
十二 
天 

03/14  柯克沃爾 奧克尼群島 Kirkwal Orkney Islands

(英國)-自由活動 
07：00 抵港│ 17：00 離港

行  程：柯克沃爾 奧克尼群島 
令人驚嘆的奧克尼群島的首府，柯克沃爾的皇家伯格幾乎完全位於大陸的中心，將該島劃分
為東西方。偉大的聖馬格努斯大教堂是該鎮豐富維京遺產的遺產，佔據了柯克沃爾（Kirkwall）
的天際線。在它的陰影中，這個城鎮是一群灰色的石頭建築，內部狹窄的石板街道。遊覽探
索這些美麗的島嶼，其歷史可以追溯到 6000 年左右，通過新石器時代的石頭和壯觀的考古
遺址 Skara Brae。現代奧克尼是創意活動的蜂巢，其工藝研討會是完美的紀念品。 
※敬請自費參加上岸行程※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晚餐：敬請自理或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 

十三 

天 

03/15  海上巡弋 海上巡弋

行  程：海上巡弋 
實地體驗感受極地的風情，勢必讓您感受不虛此行，不同的極地感受，比起我們亞熱帶地區

實有天壤之別，來吧!讓我們盡情享受船上的設施去!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郵輪上享用            │晚餐：郵輪上享用 
住宿：郵輪上二人一室 

第 

十四 

天 

03/16  蒂爾伯里-倫敦/桃園 08：00 抵港

行  程：下船後專車接往機場 搭機經香港 
早晨抵達碼頭後前往英國首都-倫敦， 來到★大英博物館參觀，館內蒐集的文物珍品縱橫東
西方，包羅萬象令您大開眼界，尤其是二樓的木乃伊室，珍藏著遠自埃及運來的數十具木乃
伊更是您不可錯過的重點。  
傍晚前往倫敦機場搭乘豪華客機，準備返回台灣。 
 
膳食：早餐：郵輪上享用        │午餐：中式料理(六菜一湯)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機上 

第 

十五 

天 

桃園  

行  程：準備返抵溫暖的家 

今天晚上經香港轉機返抵台北 

 



膳食：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溫暖的家 

※郵輪抵港與離港時間僅供參考，正確時間與停靠港口依郵輪公告為主。 

※本行程表得視航空班機的確認，本公司保留有做行程調整之權利，以出發前說明會行程資料為準。 

 

█售價包含 
1.台北─倫敦─台北， 來回經濟艙團體機票，機場稅金及燃油附加費(團體機票不得延回)。 
2.行程中所提及之餐食、交通、飯店住宿，船上免付費餐廳所提供的各國美食。 
3.郵輪上定義為免費設施之使用，如游泳池、健身房..等, 及每晚娛樂表演秀。 
4.行程中所提及之陸上觀光安排。 
5.安排合法保險之觀光巴士。  
6. 500 萬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療險。  
7. 兩地機場稅、燃油稅等費用。 
 
█售價不包含 
1.個人護照辦理費用。 
2.郵輪上定義為個人性消費，例如：SPA、點選飲品、自費餐廳用餐、卡拉 OK 等。 
3.行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自費行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4.不含桃園機場至旅客家中的接送費用。 
5.純係私人之消費：如行李超重費、飲料酒類、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6. 郵輪上小費:成人每人每晚 5 英鎊。 
7.隨團領隊/當地導遊/當地司機：每位貴賓每天歐元10元(舉例:10天團體 10歐元x 10日＝100歐元,以此類推)。 
 
█注意事項: 
1. 本行程設定為團體旅遊行程，故為顧及旅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旅遊行程期間，恕

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若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旅遊需求，建議您另行選購團體自由行或航空公司套裝
自由行，不便之處，尚祈鑒諒。 

2. 為考量旅客自身旅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旅客之旅遊權益，年滿 70 歲及行動不便之貴賓，若無親
友陪同者，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3. 親愛的旅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年人，未與法定代理人一同報名參加旅遊行程時，須得法
定代理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旅行社所給

旅遊定型化契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理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4. 團體旅遊需多方顧及全體旅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若有嬰幼兒同行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

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量帶嬰幼兒同行可能產生的不便，以避免造成您的不悅與困擾。 
5.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不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

中華料理餐廳外，多數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料理為主；若為飯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
亦多數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飯或麵食類。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
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諒並自行準備素食等，以備不時之需。 

6. 本行程交通住宿及旅遊景點將儘量忠於原行程，但如因班機及船班之變動或其他特殊狀況或遇不可抗
拒之因素，本公司將保持變更行程之權利，並以出團說明會資料為主，敬請見諒。 

7. 本行程表所列之參考菜單，會因季節、時令或不可抗力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力，若有不便，敬請見諒。 
8. 本行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旅客，若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

護照，請先自行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9. 本公司完全配合郵輪之條款及細則。若有任何異議，一切將依地中海郵輪規定之英文版本保留最終決定權。 
10.艙房住宿乃根據輪實際供應而定，並作最佳安排。  
11.機票開立後，須依指定日期及航班出發，一概不能轉乘其他航空公司、轉換其他行程或退款。 

溫馨提醒：如單人貴賓報名，需支付單人房差，或同意旅行社將主動幫您搭配室友於國外旅遊期間無
異議，若最後仍沒有其他貴賓可完成配房，則仍需支付單房房差，敬請見諒。 

12.旅遊醫療保險並非以免申根簽證方式入境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歐洲醫療費用昂貴，為保障國人旅遊
期間自身的安全與權益，國人若有加保需要建議出發前購買合適的旅遊醫療保險。 

13.成團人數：16 人以上方可成行，出發前七天如未達 16 人基本成團人數，訂金將全額退還或與同業合團。 



14.請確認簽證是否在效期內，如為役男或接近役齡男子，請向所屬兵役管轄機構，加蓋允許出境兵役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