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愜意住宿

-	遊輪上不同類型的豪華寬敞艙房供您選擇。悉心配備各 
	 類精美高檔設施，免卻旅程中天天轉換酒店的煩惱，為 
	 您帶來舒適的住宿享受。
-	十晚「名人水映號®」遊輪暢遊愛爾蘭、北愛爾蘭、冰 
	 島，行程精彩，盡享十二萬六千噸遊輪豪華設施，豐富 
	 美食及精彩娛樂節目。

異國滋味

-	豪華遊輪上的多元化餐飲服務，由自助餐、主餐廳到收 
	 費的特色餐廳，都帶給你新鮮極致的味覺享受。
-	品嚐愛爾蘭傳統菜、披頭四主題餐廳、冰島烤羊餐。

-	全程專業領隊隨團出發，為您打點一切，提供貼身 
	 服務。
-	都柏林遊覽愛爾蘭都柏林城堡、最高學府聖三一學院及 
	 古老聖經凱爾斯書。
-	冰島安排前往著名藍湖温泉，享受截然不同的冰島式温 
	 泉浴。
-	暢遊冰島著名旅遊路線「金環之旅」，觀賞黄金瀑布、 
	 間歇噴泉。
-	增遊北愛爾蘭之貝爾法斯特，到訪鐵達尼號展覽館、著 
	 名學府皇后大學。

 悉心策劃

CBEAI/B/C 

13天  愛爾蘭、英格蘭、冰島  
(溫泉、瀑布)「名人水映號®」遊輪假期
暢遊：愛爾蘭—都柏林、基爾肯尼	|	冰島—雷克雅維克、阿克雷里	|	 
	 英格蘭—利物浦	|	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	

如欲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之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遊輪住宿晚數10

利物浦都柏林

阿克雷里冰島

貝爾法斯特

雷克雅維克

香港
香港

愛爾蘭
英格蘭



CBEAI/B/C 

•	排水量：126,000噸	 	 •		載客量：3,046人
•	優化年份：2018年1月	 	 •		甲板樓層：16層
•	AquaClass水療級套房*
•	 The	Alcoves庭園休息區
•	The	Porch門廊餐廳*
•	 The	Lawn	Club	Grill綠茵俱樂部燒烤*
•	 The	Hideaway樹屋式休息區
•	The	Art	Studio藝術工作坊® 	
遊輪的設施開放與否，由船公司視乎船上實際情況而定。
＊徵收費用

第2天	 晚上9:45啟航

都柏林(愛爾蘭)	~	 	都柏林聖三一學院	~	 	凱爾斯書	~	
	都柏林城堡	~	 	健力士波打酒廠	~	登上「名人水映號®」

Dublin ~ Trinity College Dublin ~ Book of Kells ~ Dublin Castle ~ 
Guinness Brewery ~ Embark Celebrity Reflection®  
航機於是日抵達後，即展開都柏林市內觀光
都柏林大學	 於1592年由伊莉莎白一世創辦，至今已有400多年
歷史，是愛爾蘭最古老的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	
是其下屬的唯一學院，在學術界與英國的劍橋、牛津大學齊
名，同時有建立於1592年是愛爾蘭最古老的圖書館，其浩瀚的
藏書量高達五百萬冊，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館內珍藏的《凱爾經》
健力士波打酒廠	 了解這隻黑啤酒的生產過程及一嚐新鮮釀製的
黑啤。啤酒展覽館總共有八層樓，系統地介紹了啤酒的釀造過
程，您將能親眼見證是什麼讓健力士有如此獨特口感。

住宿遊輪上
早餐		~		I		午餐		愛爾蘭傳統菜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4天 
海上暢遊			
At Sea

遊輪於海上航行，各團友可盡情享用船上各類豪華設施。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註：      捷旅安排獨立岸上觀光

 酒店或地道餐廳享用餐食

 住宿酒店

隨領隊漫步市內觀光

自由參加遊輪公司所安排之自費觀光節目

乘小艇登岸

第3天	 上午10:00泊岸．下午6:00離開

貝爾法斯特(北愛爾蘭)	~	 	鐵達尼號展覽廳	~	 
	皇后大學	~	 	聖安妮大教堂	~	 	市政廳	~	 
	大歌劇院	~	 	維多利亞廣場

Belfast(Northern Ireland) ~ Titanic Belfast ~ Queen’s University ~  
Saint Anne’sCathedral ~ City Hall ~ Grand Opera House ~  
Victoria Square

貝爾法斯特	 有「歐洲最友善都市」的美名，遊覽市政廳、聖安
妮大教堂、大歌劇院等。
鐵達尼號展覽廳	 鐵達尼號於1912年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是
最廣為人知的海上事故之一。
皇后大學			於1845年建校，其教研歷史悠久，學術成就昭著。
市政廳			始建於1910年，是蘭石和巴洛克復興風格的建設。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中式點心餐		I		晚餐		遊輪餐廳

名人水映號®

Celebrity Reflection®

天數 港口 預計 
抵達

預計 
啟航

岸上
觀光

1 香港	 	都柏林(愛爾蘭)

2 都柏林~登船 21:45

3 貝爾法斯特(北愛爾蘭)	 10:00 18:00

4 海上暢遊

5 雷克雅維克(冰島) 14:00

6 雷克雅維克(冰島) 15:00

7 阿克雷里(冰島) 10:30 18:30

8 海上暢遊

9 海上暢遊

10 利物浦(英格蘭) 08:00 17:00

11 都柏林(愛爾蘭) 04:45 停泊一晚

12-13 都柏林	 	香港

第1天	
香港	 	都柏林(愛爾蘭)	
Hong Kong  Dublin(Ireland) 
出發當晚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專業領隊陪同下，乘搭英國
航空公司豪華客機經倫敦轉機飛往愛爾蘭首都都柏林。

菁英水映號

聖三一圖書館



CBEAI/B/C 

第8-9天 

海上暢遊			
At Sea
遊輪於海上航行，各團友可盡情享用船上各類豪華設施。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5天	 下午2:00泊岸

雷克雅維克(冰島)	~	金環之旅(平格維爾國家公園)	~	 
	黃金瀑布	~	 	蓋錫爾間歇噴泉	~	 	維京船塑像	~	 
	哈爾格林姆教堂	

Reykjarik(Iceland) ~ GoldenCircle(Pingvellir National Park) ~  
Gullfoss ~ Geyseri ~ City tour(Solfario, Hallgrimskirkja)
金環之旅	平格維爾國家公園處處火山洞窟的地層及隨時噴射的地
熱噴泉，歐亞最大的斷層帶。包括沿途景色秀麗讓您心曠神怡，
您可欣賞到著名的黃金瀑布、間歇噴泉等精彩景點。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烤羊餐

第11天 上午4:45抵達

都柏林	~	基爾肯尼	~		 	基爾肯尼城堡	~	 	聖卡尼斯大教堂
Dublin ~ Kilkenny ~ Kilkenny Castle ~ St.Canice Cathedral 
基爾肯尼	 擁有著悠久的中世紀歷史和發達的手工業，為愛爾蘭
最具魅力的城市。基爾肯尼是一座聞名遠洋的城市，擁有多個
歷史建築和遺址，是愛爾蘭整個國家的財富和燦爛的遺產。
基爾肯尼城堡	 與愛丁堡城堡、倫敦塔還有德國巴伐利亞州的麥
德魯德韋格城堡齊名。城堡內設有朗恩美術館，收藏有巴特勒
家族的完整肖像收藏。
聖卡尼斯大教堂	 始建於13世紀，整體呈早期哥特式建築風格，
是愛爾蘭第二大教堂。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當地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7天	 上午10:30泊岸．下午6:30離開

阿克雷里(冰島)	~	 	上帝瀑布	~	 	植物園
Akureyri(Iceland) ~ Godafoss ~ Botanic Garden
阿克雷里			被稱為通往著名的”火與冰的土地的冰島”入口。
上帝瀑布	高度約4公尺，但是豐沛且清澈的冰河水匯集於馬蹄型
的瀑布口，清新的水霧著實令人精神為之一振！
植物園			花園中收藏來自世界2000餘種植物。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當地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註： 入內參觀	 外觀拍照	 車上途經	 自費節目	 自由購物

•	遊輪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均以遊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	遊輪上主餐廳均以團體坐位安排，敬請留意。
•	以上行程之先後次序，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作最後決定為準。
•	以上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未能或不便進入，將另作安排。
•	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
•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停留時間。
•	行程單張內酒店星級，均以行程單張印刷日期當時其官方網頁資料說明為準。
•	自費活動會受人數不足、客觀因素或不可抗力事件影響而導致不能安排，敬請留意。
•	報名前，請必須先參閱捷旅旅遊CRUISE遊輪2020-2021行程封套背頁的重要責任及 
	 細則。

第12-13天 

都柏林(愛爾蘭)	~	離船	 	香港
Dublin(Ireland) ~ Disembark  Hong Kong
早上辦妥離船手續後，隨即乘專車前往機場，乘搭英國航空公
司豪華客機經倫敦轉機飛香港。航機於第13天安抵香港。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		I		晚餐		~

黃金瀑布

第6天	 下午3:00離開

雷克雅維克(冰島)	~	 	藍湖溫泉
Reykjarik(Iceland) ~ Blue Lagoon
藍湖溫泉池	 是冰島最著名的溫泉，享受截然不同的冰島式溫泉
浸泡之樂。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藍湖溫泉

第10天	 上午8:00泊岸．下午5:00離開

利物浦(英格蘭)	~	 	利物浦足球場	~	 	利物浦大教堂	~	 
	披頭四紀念館	~	 	阿爾伯特碼頭

Liverpool(England) ~ Liverpool’s Football Club ~  
Liverpool Cathedral ~ The Beatles Story ~ Albert Dock
利物浦	 因披頭四和英國超級聯賽的出現，使這個港口城市聲名
大噪。
利物浦足球場	 參觀利物浦足球場及選購紀念品(如當日有比賽
或維修日，只能參觀博物館及紀念品商店)。
利物浦大教堂			世界第五大教堂，建於1901年。
披頭四紀念館		介紹披頭四由組合到鼎盛至解散的發展軌跡。
阿爾伯特碼頭	 	 是一座複雜的碼頭建築物及倉庫設計，像最新時
代的建築產物。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披頭四主題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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