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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隆水路 

8 天法國巴黎&諾曼第 
PARIS TO NORMANDY 

（法國巴黎來回） 

(Paris to Paris) 

 

法國首都的輝煌、塞納河沿岸的如畫風光、以
及諾曼第地區古雅的城鎮，將結合成一段令人
難忘的旅程。前往巴黎盡情遊覽著名的景點，
如凱旋門、艾菲爾鐵塔、羅浮宮等等！前往維
農小鎮參觀莫內在吉維尼的迷人花園或壯麗的
比齊城堡，到萊桑代利的蓋拉特堡。在卡德貝
克，可選擇遊覽到令人肅然的諾曼第登陸海
灘，或較輕鬆的諾曼第農村風光。歷史重鎮魯
昂，康弗蘭選擇訪問梵高的瓦茲河畔歐韋，或
者拿破崙和約瑟芬的優雅莊園馬爾梅松城堡。  

行程內容 
 

 
7晚   

 
法國巴黎 

 
法國巴黎 

 法國巴黎  法國巴黎 
 

船上設施 
⚫ 無限免費 Wifi ⚫ 1 樓健身房⚫免費腳踏車租用⚫ 24 小時吧台式飲料站（咖啡、茶、點心）⚫ 

⚫ 頂樓甲板露天觀景咖啡座、遮陽篷、遊戲區、健身跑道⚫ 船頭船尾全景式觀景窗戶及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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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景點 
• 維農（2選 1：吉維尼莫內花園，或比齊城堡） 

• 萊桑代利（2選 1：參觀市中心，或和導遊徒步前往雄偉的蓋拉特堡 Château Gaillard) 

• 卡德貝克（2 選 1：諾曼第阿比斯路線修道院之旅，或探索 Boucles de la Seine 自然公園） 

• 卡德貝克（3 選 1：奥馬哈海灘，或英國加拿大紀念遺址，或造訪農業區享受自然風光。 

• 魯昂：市區觀光。 

• 康弗蘭：（2 選 1：參觀瓦茲河畔歐韋小鎮，或馬爾梅松城堡） 

• 巴黎：（2 選 1：聖路易島及巴黎聖母院，或香榭麗舍大道及流覽旅遊重點如羅浮宮、艾菲爾
鐵塔、卡尼爾歌劇院。。。等。） 

WHY 選擇 Avalon 河流遊輪？ 

河流遊輪有別於巡遊於茫茫大海中的海洋遊輪，河輪小而美、小而巧；Avalon 河流遊輪僅 1600 多

噸，每艘船的載客量也差不多 128-160 左右，相較於海洋遊輪，河流遊輪受旅客所喜愛的優點有下

列幾項： 

1) 巡航穩定不搖晃：河流的相較海洋潮汐穩定，旅客不需要擔心遊輪搖晃的問題 

2) 停靠歷史繁華港口：因巡遊於內陸河中，所停靠的港口均為發源許久的繁華歷史城鎮，不似

海洋遊輪，有時需搭乘接駁船或巴士才能到達城鎮中心。 

3) 包含岸上觀光：河流遊輪停靠港口的岸上觀光已包含於內，每一個港口均包含一個免費的岸上

觀光行程，若包含前後陸地行程，每城市亦包含一個市區觀光。 

4) Avalon 艙房較其他公司大 15%：坪數約達 5.7 坪（一般約為 4 坪），每個艙船都有對外窗

戶，不會不知船外白天黑夜；另特別設計法式落地窗房，讓您拉開窗就可即刻將房間變成半露天

陽台房，享受無障礙的視野。即便躺在床上，美景就在眼前演出。 

5) 體驗客服比 1：4 感受溫馨服務；河輪載客量約為 160 位，每艘船約 40 位服務人員。在

Avalon 專業訓練及要求下，服務人員細膩服務屢獲好評，不僅可記得旅客的姓名，還能掌握每

位客人的用餐喜好。如此優質的服務，讓您有備受呵護的溫馨感受。 

6) 船上免費無限上網(wifi)，在旅遊當中，也不會對外斷訊。 

7) 無限暢飲：每日早午餐提供香檳; 午晚餐時段無限供應紅白酒、啤酒與無酒精飲料，24 小時飲

料吧，卡布其諾、咖啡、茶無限暢飲。 

8) 每日餐食：隨船大廚領您以味蕾航行遍嘗時令美饌，每段航程均有大廚同行，每日變化各樣的

美食佳餚。每日停靠碼頭，大廚們便會至當地市集採購食材，以當地最新鮮的食材製作當地特色

餐食供您品嚐。若行程包含前後陸地行程，則飯店部份僅含早餐（午晚餐需自理） 

9) L'Occitane 沐浴 液及護膚用品、酒吧、健身中心、髮廊及室外按摩池。 

10) 船齡維護：Avalon 河輪是歐洲船齡最新的頂級河輪船隊，船齡屆滿 8 年即淘汰，並且每年僅行

駛於歐洲各大河岸半年，冬季半年停靠於庫房保養，堅持給予旅客最新穎的及最安全的河輪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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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Day 1 巴黎 Paris, 法國 France (登船 Embarkation) 

餐食 早：遊輪／午&晚：自理 

住宿 N/A 

抵達「光之都」巴黎：這個被浪漫氣氛所包圍，位於塞納河畔的法國首都。 

下午登上 Avalon 河流遊輪，並在歡迎晚會上介紹認識為你服務的船員。  

*旅客必須於當地時間下午 2 點半抵達巴黎，並於 5 點前登上 Avalon 河流遊輪。          

Day 2 維農 Vernon – 萊桑代利 Les Andelys 

餐食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住宿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天早上可以從兩個岸上遊中選擇一個 

(1) 吉維尼 (Giverny) 造訪著名的畫家莫內 Claude Monet 曾經在吉維尼居住了 43 年，並把他的花園視為偉大的藝

術作品，就像他的畫一樣。參觀他的日本版畫收、迷人的房子、和他最大的靈感泉源。  

(2) 或者參觀建於 1740，綽號「諾曼第的凡爾賽」的比齊城堡 Bizy Castle。它最為人所知的，可算是其馬廐 (受凡

爾賽宮的馬廐所啟發)、壯麗 的庭院和種滿各式水生植物的水池。 

下午到達坐落在塞納河曲流河岸的萊桑代利，她是法國最美麗的地方之一。 

有兩個行程供您選擇： 

(1) 在當地嚮導的帶領下於市中心漫步，參觀 Le Petit Andely 教區教堂。 

(2) 和導遊徒步前往雄偉的蓋拉特堡 (Château Gaillard)。這座城堡由時任英國國王獅子心李察 於 1196 年下令建

造，只用了不足一年便建成，是中世紀軍事建築的傑作。 

     
Day 3 卡德貝克 Caudebec 

餐食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住宿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日清晨，您可跟著導遊來一趟諾曼第 Caudebec 鎮的晨跑。 

隨後亦有兩個岸上觀光行程供您選擇： 

(1) 沿著諾曼第阿比斯路線(Normandy Abbeys Route)來一

趟修道院之旅，從卡德貝克搭一小段車，抵達曾有

100 多個修道院的區域。 

(2) 或選擇跟著導遊探索 Boucles de la Seine Normande 流

覽廣闊的區域自然公園，這裡的氣候特別適合水果的

種植例如：蘋果、梨子、李子和櫻桃。 

下午自由活動。或許您也可以自費前往美麗的沿海小鎮-翁夫

勒(Honfl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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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卡德貝克 Caudebec 

餐食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住宿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天有三種岸上觀光可以選擇 

(1) 全天在對人類歷史十分重要的諾曼第登陸海灘遊覽。當中

包括奧馬哈海灘 (Omaha Beach)、奧克角紀念碑 (Pointe du 

Hoc monument) 和美國公墓。  

(2) 或者參加英國和加拿大紀念遺址的全日遊覽，將帶您前往

英國公墓、飛馬紀念館 Pegasus Memorial，及

Arromanches 小鎮，朱諾海灘中心 Juno Beach Center，加

拿大戰爭公墓 Bény-sur-Mer Canadian War Cemetery。 

(3) 或參加「諾曼第的品味」(Taste of Normandy)。深入了解

這個豐富的農業區，風景如畫、主要是農地的地區，您可

看到聞名的巴約掛毯─創作於 11 世紀，描述了整個黑斯廷

斯戰役的前後過程，為紀念巴約聖母大教堂建成所織。造

訪 Beuvron en Auge 村莊，你將有 機會在當地的釀酒廠品嚐這種別具風味的酒 Calvados，一種強烈的蘋果白

蘭地。 

Day 5 魯昂 Rouen 

餐食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住宿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魯昂是上諾曼底的首府，一個重要的商業城市。但是她最為出名的地方，也許是聖女貞德 (Joan of Arc) 曾經於

1431 年在此居 住、被囚禁、並被火刑處決於這個鎮的市場。 

導遊將會陪伴你到中世紀的舊城區，欣賞其半木結構的釉面磚房屋，並在可追溯 到 16 世紀、精密的 Gros 

Horloge 天文鐘前拍照留念。參觀當地的哥德式天主教堂，它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 

亦是莫奈其中 一系列作品的主題。下午可以自由在魯昂探索。 

Day 6 康弗蘭 Conflans 

餐食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住宿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日亦有兩個行程供您選擇 

(1) 參觀瓦茲河畔歐韋 (Auvers-sur-Oise)，這個梵高 (Vincent Van Gogh) 

生前生活過的古雅小鎮。  

(2) 或者參觀位於巴黎市郊，拿破崙與其妻子約瑟芬居住過的馬爾梅松

城堡 (Château de Malmaison)。這處廣大的鄉村莊園由約瑟芬 在

1799 年購買，當時拿破崙正在埃及戰鬥。這莊園需要好好的裝修

一番，但約瑟芬的目標是使其成為「歐洲最美麗和希奇的花 園，全

歐洲的栽種楷模」。 

或者可選擇自費行程，前往造訪凡爾賽宮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96%AF%E5%BB%B7%E6%96%AF%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96%AF%E5%BB%B7%E6%96%AF%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7%BA%A6%E5%9C%A3%E6%AF%8D%E5%A4%A7%E6%95%99%E5%A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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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巴黎 Paris 

餐食 晚：遊輪 

住宿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晨可以跟著導遊前往健行，欣賞巴黎的

第一道日出。 

今天兩個行程供您選擇： 

(1) 步行遊覽歷史悠久、島上全是狹窄的

單向街道的聖路易島 (Île St. Louis)和巴

黎的中心及發 源地西堤島 (Île de la 

Cité)，島上還建有巴黎聖母院。 

(2) 或參觀香榭麗舍大道 (ChampsElysées) 

及在其豪華的咖啡館內歇息；或者參

觀世界著名的羅浮宮。另外蒙馬特高

地上 Montmartre，閃亮的聖心聖殿 

(Sacré Coeur Basilica) 和小丘廣場 (Place du Tertre) 上的藝術家也正等待着你。 

Day 8 巴黎 Paris 

餐食 早：遊輪／午&晚：自理 

住宿 N/A 

今日巴黎碼頭下船，隨後轉往機場載著滿滿的回憶返回原居地。 

 

  【Please Note】  

* 中文行程僅供參考，詳細所含內容及行程順序，依遊輪公司官方網站所發佈為依據。 

* 價格僅供參考，以兩人一艙基本艙房之每人費用為基準。價格不含機票、碼頭稅。價格依遊輪公司規定可能

隨時變動，不另行通知。  

* 因全球氣候因素，若遭遇河流水位或任何不可抗拒之因素，造成遊輪無法續航，遊輪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順

序，或採用巴士、飯店操作方式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