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a-巴黎~諾曼第印象藝術之旅十日 

出發日期:2018 年 5 月 16 日－返國日期:2018 年 5 月 25 日 

搭乘河輪是遊覽歐洲大陸最舒適的

旅遊方式，沒有舟車勞頓，不需要起

早趕晚，每天打包行李，更沒有大海

茫茫漂泊之感，它深入每個大城小鎮，優遊自在的旅行。 

 

隨著十九世紀早期萊茵河與多瑙河的開通，在3,000英里長的河道網路上航行即可遊歷

超過12個國家。從阿姆斯特丹到布達佩斯，穿越過海拔1,330英呎的分水嶺；或是在布

拉格開始旅程，行經紐倫堡，河輪輕快的航行在萊茵河上，最後以浪漫的花都巴黎畫下

完美句點。你也可以遊歷神秘的東歐，穿過鐵門峽Iron Gate的險峻峽谷，沿著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邊界，到保加利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開始另一種華麗驚奇的探險！ 

 

AmaWaterways 艾瑪河輪是探索歐洲的絕佳途徑，以豪華和舒適的方式看世界。探索

當地的生活文化和旅遊景點，當您返回到豪華的河輪上時，遊船將帶您前往下一個令人

驚嘆、迷人的城市。Ama提供給您包括每個停靠港的岸上遊覽，您可以使用步行、短

程的接駁車行造訪每個值得您停留的景點，每個停靠點還提供了不同的參觀方式，您可

以選擇步行、腳踏車之旅還有健行來欣賞每個大城小鎮；當然，還有包含所有餐飲（別

忘了”主廚餐桌”專業餐廳）、美味的葡萄酒、啤酒和軟性飲料。船上提供無線網絡能

隨時隨地將您愉快的旅途與遠方的朋友分享。AmaWaterways的細心服務，每年都獲

得了各大評比的肯定，歡迎一起感受這奢華的河道之旅！ 

  



行程特色 

提起北法諾曼第海岸線，巴黎總是最閃亮的那顆星，包含了極致的飲食與藝術之美。而

巴黎&諾曼第印象河輪之旅將帶您走進當時帶給印象派大師們創作靈感的美麗風景，

吉維尼的莫內花園、盧昂聖母大教堂、諾曼第翁芙勒海港等…都是大師們駐足的地方。

您在巴黎奧賽美術館所欣賞的畫作都將透過旅行重新展現在您的眼前。當然，美景不僅

於此，”修道院之路”帶您參觀最美的修道院、”諾曼第海灘”則重現二戰盟軍登陸壯

闊海灘、還有拿破崙與約瑟芬的住所”馬爾梅松”城堡以及素有諾曼第凡爾賽之稱的”

碧茲城堡”。這一趟河輪之旅將帶給您北法的藝術、文化、建築與永恆之美。 

船上設施 

 

AMALYRA船隻簡介 

首       航 2009 

 

長       度 360 英呎 

甲 板 樓 層 3 層 

船 員 人 數 45 名 

房   間  數 73 間 

Ama套房(落地窗) 3 間(約 21m²) 

陽台艙(落地窗)  59 間(約 16-21m²) 

景觀艙(方窗) 11 間(約 16m²) 



船艙平面圖 

 

費用一覽表 

1. 船艙費用如下表 

艙房等級 樓層 房間面積 售價 

SUITE (套房) 3樓 (Violin Deck) 21m² US$6,098 

 A+ 3樓 (Violin Deck) 21m² US$5,898 

A 3樓 (Violin Deck) 16m² US$4,898 

B 2、3樓 (Violin. Cello Deck) 16m² US$4,798 

C 2、3樓(Violin. Cello Deck) 16m² US$4,598 

2. 港口稅金 US$168/人 

3. 河輪小費 每天US$15/人 (當地導遊&司機 每天US$4/人) 

※ 現在預訂船艙，可享每人US$250折扣優惠。(優惠期限依船公司公告為準。) 

  



參考航班 

▲以下為參考航班，正確班機時刻表視航空班次的確認，以實際訂位航班為準。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起訖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5/16 長榮航空 BR087 台北/巴黎 23:40 07:30+1 13 小時 50 分 

5/24 長榮航空 BR088 巴黎/台北 11:20 06:30+1 11 小時 10 分 

 

航行地圖 

 

 

每日行程 

第一天 5/16 (三) 台北巴黎 Paris  BR087  TPE/CDG  2340/0730+1(13:30)    

今晚前往上海浦東機場，搭乘法國航空班機，前往法國首都~巴黎。 

 

第二天 5/17 (四) 巴黎 Paris- 登船 

巴黎被譽為世界最浪漫熱鬧的城市之一，是一個讓您感官喜悅的城市，今天的市區觀光將向您展示宏

偉必看的景點，例如巴黎聖母院，獨特玻璃金字塔的羅浮宮、紀念性的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在您的

自由活動時間，可以漫步香榭麗舍大道和其豪華的咖啡館，或是參觀世界著名的羅浮宮博物館，或是

蒙馬特閃閃發亮的白色聖心堂和滿是藝術家的小丘廣場。下午前往碼頭登上AMA河輪。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當地特色料理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 AMALyra河輪 



第三天 5/18 (五)  萊桑德利 Les Andelys 

蓋亞城堡的歷史一直被世人所知曉，我們將前往獅心王理查一世在塞納河岸高處建立了堡壘要塞參

觀。或是您也可以沿著塞納河畔健行欣賞這全景景觀。當然，您亦可以參與腳踏車行程來領略萊桑德

利的美麗。在精采的旅程結束後，河輪將沿著塞納河前進，您將欣賞到沿岸白色的懸崖以及數百年歷

史的半木造結構屋子。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 AMALyra河輪 

第四天 5/19 (六)  勒阿弗爾 Le Havre 

今日，我們來到翁芙勒海港小鎮，這裡以曾經帶給印象派畫家們許多創作靈感來源的秀麗景緻而著

稱。如果您想要有別於其他的不同體驗，諾曼第修道院之路，將帶領您領略Montivilliers與Valasse

修道院之美。您也可以騎乘自行車進行美麗的鄉村之旅。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 AMALyra河輪 
 

第五天 5/20 (日)  柯德貝克 Caudebec-en-Caux諾曼第海攤 Normandy Beaches 

在諾曼第的體驗之旅您可以透過三種不同的旅程來完成。如果您想知道關於美軍在諾曼第戰役的歷

史的地位，那麼可別錯過了柯勒維爾、歐瑪哈登陸海灘、Colleville的美軍將軍士兵之墓，隆格海岸

的炮兵陣地以及阿爾羅芒謝小鎮，這裡還遺留了當時諾曼第登陸的飄浮碼頭。當然，您也可以前往

朱諾、黃金海灘遙想當年英軍與加軍的登陸地點，您會前往加軍將軍士兵之墓以及庫爾瑟萊二戰博

物館。來到諾曼第地區，您將沿著優美的鄉村景致前進，這裡讓著名的西打酒之路所圍繞著。您將

參觀十七世紀所建的Breuil城堡，這裡是蘋果白蘭地最重要的蒸餾所之一，您還可以品嘗品嘗蘋果

白蘭地與西打酒。之後，前往擁有”法國最美的小村莊”之稱的Beuvron-en-Auge參觀。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 AMALyra河輪 
 

第六天 5/21 (一) 盧昂 Rouen 

今早，您可以選擇圍繞的這中世紀的古城~盧昂所進行的三種不同岸上觀光行程。步行參觀曾在莫

內畫作佔有一席之地的盧昂聖母大教堂、英法百年戰爭中聖女貞德從容就義的廣場還有位於古城入

口的中世紀天文鐘等等。如果您想要更具活力的活動，您可以參加腳踏車悠遊城區或是健行活動。 

稍晚，您可以探索盧昂的猶太區或是可以參與”品味諾曼第”之旅，品嘗該地區的特色物產，如巧

克力、芝士與蘋果酒。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 AMALyra河輪 
 



第七天 5/22 (二)  維儂 Vernon 

沿著風景秀麗的塞納河前往維儂，今日，您擁有三種不同的岸上觀光行程可以選擇。如果您是藝術的

愛好者，千萬別錯過了位於吉維尼的莫內花園，在這裡，映入眼簾的即是您再熟悉也不過的睡蓮、柳

樹以及富有東方意境的日本橋。我們將在此感受莫內用了四十年的時間，在此創造了獨一無二的花園

與住所。當然，您也可以前往18世紀，來自凡爾賽宮影響而建立的碧茲城堡。另一項獨一無二的選擇

是，您可以跟著我們的導遊，利用自行車來進行一趟探索該地區的小旅行。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 AMALyra河輪 
 

第八天 5/23 (三) 孔弗朗 Conflans-巴黎 Paris 

今天上午，我們將參觀馬爾梅松城堡，這裡曾經是拿破崙與其妻子約瑟芬的住所。在這裡，您將會看

見當時拿破崙的生活樣貌，也能看見約瑟芬試圖將城堡的庭園轉化成歐洲最美與最具吸引力的花園。

或是您也可以前往位於奧維小鎮中心的”Ravoux旅店”，這裡是梵谷人生中最後居住的地方。他的

精神依舊停留在旅店裡，很難想像梵谷在奧維小鎮短短的七十天中，卻創作了超過七十幅畫作!稍晚，

河輪將緩緩駛向巴黎。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 AMALyra河輪 
 

第九天 5/24 (四) 
巴黎Paris-離船 

巴黎台北     BR088  CDG/PVG  1120/0630+1 (13 :10) 

早上與親切的團員揮揮手，道聲再見，接著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國。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機上套餐 
 

第十天 5/25 (五) 台北     

班機於今天下午抵達上海浦東機場，結束美好的塞納河河輪之旅。期待下次與您再次相見。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 前說明

會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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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