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性旅遊－UNESCO'S HERITAGE & NATIONAL PARK~

2018 愛爾蘭「我愛你」~海鳥世界 旖旎風光 17 日
大西洋上的綠寶石〜愛爾蘭
豐富的自然生態、文化遺產、壯觀景致、令人嘆為觀止的海岸線，皆是愛旅、愛拍攝的必遊勝地。且
愛爾蘭被寂寞星球 (Lonely Planet) 旅遊書列為必訪的旅遊勝地。它擁有豐富的古紀念碑遺產，時間
跨越超過 8000 年，西歐最特別的走廊式墓穴、傳奇故事的發源地、中世紀修道院遺址、風格獨特的
小鎮、中世紀城堡、圓塔、塞爾特式十字架。及著名的藝術形式和代代相傳的愛爾蘭歌曲與舉世聞名
的踢踏舞。
＜超越百國＞愛爾蘭【猶如北極之深度遊】、英國-北愛爾蘭。
＜海天共色‧自然生態＞
莫何斷崖、巨人堤道、基拉尼國家公園、格連威夫國家公園、科雷瑪拉國家公園。
＜世界遺產 UNESCO＞
史前巨石藝術、圓環型十字架--愛爾蘭特有基督教的圖騰、巨人堤道。
＜愛爾蘭遺產鎮＞
羅斯克里、盧斯卡、亞德雷城、卡謝爾小城、喀哈爾城、威克斯扶德。
【莫何斷崖】歐洲最高的懸崖，也是愛爾蘭最重要的海鳥棲息地，眾多電影的取景地。
【博因宮】考古地點的集合，包括多處重要的史前墳墓，歐洲最重要的史前巨石文化遺址之一。
【巨人堤道】傳說中巨人所建造的提道，連綿有序，呈階梯狀延伸入海。
【格連威夫國家公園】愛爾蘭面積第二大的國家公園，擁有多樣植物種類。
【科雷瑪拉國家公園】擁有原始的自然景觀，豐富的考古遺跡及鳥類物種。
【啟雷摩修道院】倚湖而建，四週綠意盎然，湖光倒影下的一座優雅城堡。
【基拉尼國家公園】鄉間小道，山光水色，宛如世外桃源。
【布拉尼城堡】親吻巧言石後，便會能言擅辯，滔滔不絕。
【卡謝爾小城】芒斯特王國的重要據點，保存悠久完善的圓塔修建於 1100 年。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

費

出發日期

---------------------------------------------

258,000(10 人以上)

商務艙加 NTD85000 起

單人房加

2018/ 06/13 7/11

訂金

報名截日

01. 臺北香港都柏林

60000 元

CX 531 2000/2155 + CX 307 0050+1/0645+1

NTD
出發前 30 天

(17:45)

今日搭機飛往香港轉機，前往愛爾蘭首府--都柏林-130 萬人口的都市都柏林是全國文化和教育中心，
都柏林臨愛爾蘭島東岸之都柏林灣，原名貝爾亞薩克萊斯，愛爾蘭語中意為（黑色的池塘）的意思。
還是全國的金融中心，也是藝術之都，蕭伯納、葉慈、喬哀思等大文豪的故鄉。夜宿機上。
＜餐食＞機上 ＜旅館＞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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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都柏林

【愛爾蘭共和國】

抵達後，市區觀光:古色古香、充滿詩情畫意的田園式都市，橫跨利費伊河的 10 座橋樑，把南北岸連
成一體，坐落在河南岸的古街，是城中最著名的古建築群，18 世紀是都柏林的優雅年代，皆是喬治
時期的建築物，市政廳，★都柏林古堡：13 世紀初英王約翰所建，★三一學院(圖書館)、聖派翠克大
教堂、半分錢虹橋！鳳凰公園是歐洲最大的市立公園，內有總統府，美國大使館，27 公尺高的教宗
若望保祿二世十字架，聞名的健力士黑麥啤酒。及電影”我愛你”拍攝場景之一的★Whelan’s pub，是
女主角荷莉療傷的地方。晚間欣賞愛爾蘭踢踏舞表演。
＜餐食＞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 當地風味料理

＜旅館＞Croke Park Hotel 4*或同等級
03. 都柏林→塔拉山→史前巨石藝術→博茵十字架遺跡→貝爾法斯特 【英屬北愛爾蘭】
上午前往造訪愛爾蘭上古神話傳說中最神聖的地方-塔拉山以及★史前巨石藝術<UNESCO1993>塞爾
特古文明(Irish Celtic art)，距今 5000 年前之新石器時代，每年的 12 月 21 日陽光直射到墓穴之中，原
因至今還無法解釋!其巨石建造是重要之紀念碑代表著社會，經濟，宗教和殯葬作用。博茵十字架遺
跡：包括 9 世紀的圓塔、中世紀鐘樓、及愛爾蘭最巨大的塞爾特十字架遺跡。隨後前往北愛爾蘭首府
貝爾法斯特。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Ramada Plaza Hotel 4*或同等級
04. 貝爾法斯特→堤岸路線→巴里城
上午市區觀光：登內格爾廣場，1906 年建造的新古典風格之市政廳，穀物市場是最早的賣場夾雜許
多歷史陳跡，黃金哩區域，維多利亞大道與兩旁有許多北愛爾蘭之代表建築，大歌劇院最值得炫耀的
軟硬體設施，英王飲酒沙龍是英政府斥資維護的熱門酒吧，以展示傳統酒廊的華麗裝潢和典型特色，
參觀貝爾法斯特城堡。隨後前往北愛爾蘭北岸渡假勝地巴里城。行經狹長綿延的堤岸路線〜令人屏息
之自然美景，是名列世界前十大自駕路線，轉個彎〜有您意想不到的風景。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巴里城飯店 或同等級
05. 巴里城→卡里克索橋→巨人堤道→鄧盧斯懸崖城堡→倫敦德里
今天我們將拜訪北愛爾蘭前兩名遊客評選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上午前往★卡里克索橋，索橋懸掛在距
海面 80 英尺的高度，兩端連接在陡峭的懸崖。漫步在狹窄且搖晃的橋板上，令人膽戰心驚。如果碰
到一個豔陽高照的好天氣，還能欣賞到美麗的風景。隨後造訪◎巨人堤道<UNESCO1986>：被稱作
世界第八大天然奇景，四萬支柱狀玄武岩構成(最高 12 公尺；大多六角形，間有四邊形、五邊形、七
邊形或八邊形)，約六千萬年前地底噴出岩漿塑成。下午參觀位於山崖邊的鄧盧斯懸崖城堡，遙想當
年王公貴族的奢華生活。今晚我們將會落腳於有處女城之稱的倫敦德里。1690 年圍城期間其城牆從
未被炮彈穿破。它也是歐洲少數城牆未被攻破過的城市之一。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City Hotel 4*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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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倫敦德里→格連威夫國家公園→格連威夫城堡→斯立果
上午造訪蘇格蘭樣式的格連威夫城堡，其修建於 1870-1873 年，城堡包括四樓層長方形堡壘，由美麗
的庭院與堅固城堡形成對比。並沿途欣賞著格連威夫國家公園(約 40,873 英畝)，其山景，湖景，幽
谷和樹林，皆帶來甜美之回憶幸運的您或許能遇見紅鹿群。下午，將前往拍攝斯立果修道院交會著藍
天白雲之美景。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Clarion Hotel 4*或同等級
07. 斯立果→啟雷摩修道院→科雷瑪拉國家公園→奧格鬧內城堡→高爾威
啟雷摩修道院，座落於科雷瑪拉山山角下，是個迷惑的浪漫地方，新哥特式建築與塔和塔樓倒映在湖
水中猶如清秀佳人，修建於 1863-1868 年，現為女子學校。隨後沿途欣賞科雷瑪拉國家公園之狂放的
岩石地形和未加工的原始鄉村景觀，難以置信的美麗山景、堅固性未受汙染的海岸線、翡翠晶瑩的潟
湖與湖水倒映奇景、而現在當地居民還可以用塞爾特語溝通，幸運的或許可遇見覓食中的動物。隨後
造訪美麗如畫的奧格鬧內城堡-愛爾蘭塔式樣，此城周圍緊挨科梨伯湖岸邊，夕陽時分，你將感動於
美麗如此的黃昏城堡景觀。隨後，前往“愛爾蘭的文化中心”高威，中世紀的古樹、迷人的河道、無數
的音樂表演聚會、以及各類文化活動，使得它成為永遠充滿色彩的城市。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Meyrick Hotel 4*或同等級
08. 高爾威→鄧瓜累塔樓→莫何崖壁
上午造訪十六世紀之鄧瓜累塔樓，其二十二公尺之塔樓搭配著美不勝收的湛藍海洋與綠色草原，是世
界攝影師最鍾愛的愛爾蘭景觀。下午觀賞雄偉的莫何崖壁，為 8km 之海岸、高 214 米位在大西洋邊
緣上。欣賞美麗的莫何崖壁與大西洋海景，並觀看著莫何崖壁海鳥棲息地，及懸崖旁數萬對的三趾鷗、
厚嘴海鴉、大灰背海鷗、北方白覆穴鳥、大西洋海鸚的巢穴。鄰近的歐布萊恩塔附近有著極佳的黃昏
景觀。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Temple Gate Hotel 4*
09. 莫何崖壁→利莫瑞克→亞德雷城堡→羅斯城堡→基拉尼國家公園
早餐後，前往科技之都–利莫瑞克，愛爾蘭著名的港口城市，得益於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及倚鄰
於歐洲最著名的河流之一的香儂河畔，是一個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相融合、欣欣向榮的城市。綿延起
伏的山脈，加上中古時期的茅屋和教堂，構成了香儂河畔最搶眼的風景，稱為“香儂河畔的美麗田園”。
隨後造訪中世紀★亞德雷城堡，建築於瑪魁依河岸之英國諾曼要塞的古老遺址，堪稱愛爾蘭最漂亮的
城堡之一，河的北岸風景極佳，是 Desmond 伯爵的重要方形堡壘，參觀由護城河圍攏城堡的防禦核
心，宮殿的大廳、13 世紀古窗，和附近廚房和麵包店。
【基拉尼國家公園】擁有多樣的生態系統，種植國際重要的橡樹和歐洲紅豆杉林地，此地亦擁有愛爾
蘭唯一的本地紅鹿群。由於其中高質量的、多樣的、廣闊的動植物棲息地，以及居住的大量物種，特
別是某些珍稀物種，該公園具有高度的生態價值。它在 1981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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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保護區網絡之一。 它也是歐盟特別保育區的一部分。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Dromhall Hotel 4*或同等級
10. 基拉尼國家公園→斯凱里生態區或凱利(179km)環狀道路→基拉尼國家公園
早餐後，搭船欣賞海景，及攝影海鳥於海上俯衝覓食之動態，首先您將攝獵小斯凱里之 25,000 對的
北方鰹鳥 Northern gannets 棲息地，在美麗懸崖邊覓食、哺食，大斯凱里約有 20,000 對大西洋海鸚、
10,000 對灰背海鷗、三趾鷗、厚足海鴉，皆可非常近距離攝獵海鳥，及難以忘懷的島嶼、海景、生態
之綜合景觀，世界知名的斯凱里·麥可(Skellig Michael)岩石島上中古早期的修道院墾殖區。隨後搭專
車沿途欣賞湖光山色，返回基拉尼國家公園。(若遇風浪大，浪差超過一公尺以上而無法登上大斯凱
里生態區時)，則改造訪愛爾蘭著名的凱利環狀道路，有古色古香的幽靜海景道路。行進路線大致上
從芬尼安海灣到瓦倫提亞島，隨著風景秀麗的行駛路線。沿路上擁有許多極具有吸引力的景點及攝影
畫面，說不定您還會發現不一樣的那片專屬於您的景色唷！ 下午前往基拉尼國家公園湖區--由上之
湖、麥克羅斯湖、蓮恩湖，宛如世外桃源，安排觀光馬車暢遊於鄉間小道，山光水色，洗滌身心，傳
統農場、欣賞黃昏景觀的中世紀羅斯城堡與湖泊。愛爾蘭西岸是神奇、浪漫、優美，令人難以忘懷的，
愛爾蘭西岸放眼望去一片自然田園景觀，冬季時、夏季寧靜溫暖，此處的景觀終其一生都將縈繞在您
的記憶中。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Dromhall Hotel 4*或同等級
11. 基拉尼國家公園→布拉尼城堡→科克
早餐後，前往造訪中世紀★布拉尼城堡，該城堡建於 1446 年，是愛爾蘭歷史最悠久的城堡之一，也
是最牢固的堡壘之一，從布拉尼城堡眺望，近處是茂密的森林，遠處依舊是望不盡的綠色，小鎮點綴
其間，景色宜人。另一個充滿童話浪漫色彩的地方就是許願臺階，據說你如果閉著一隻眼睛踏上許願
臺 階 ， 一邊 走 一 邊許願 ， 這 樣就 可 以 願望成 真 。 城堡 內 最為 世人 所 熟 知的 就 是著 名的 “ 巧 言
石”(Kissing-Stone/Blarney-Stone)，也是人生必做 50 件事之一。傳說只要吻過這塊“巧言石”便會能言
擅辯，滔滔不絕。接著前往愛爾蘭的第二大城〜科克，城市沿利河而建，利河在城市西部分為兩個支
流，市中心也因此被分隔開。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時期，幾乎所有前往美國的遠洋客輪都要在科
克拋錨暫留，“泰坦尼克號”的不歸之旅也是從這裡起錨的。你在科克的任何角落漫步，都能嗅到海的
味道，這裡河道密佈，也是出詩人、藝術家、水手的地方，她眾多的優點使科克市被命名為“2005 年
歐洲文化首都”的稱號。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Clarion Hotel 4*或同等級
12. 科克→瑞士村莊→卡謝爾小城→啟肯尼
上午，前往★瑞士村莊建於 19 世紀由著名建築師約翰・那許所設計，優美的螺旋形樓梯和典雅的裝
飾房間，而最特別的是沙龍間內之壁紙，由 Dufour 工廠製造，也是第一批生產的商業壁紙 。★卡謝
爾小城–人口不到 3,000 人的小城，城堡聳立在聖帕特里克的岩石之上，千年以來一直是皇室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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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象徵，其宏大壯觀引人注目的中世紀建築，有 12 世紀的圓塔、高大的十字架和羅馬式教堂，
還有 13 世紀的哥德式大教堂，以及 15 世紀的城堡和修復過的牧師廳。啟肯尼也是時尚名店基爾肯尼
設計最初的所在地。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River Court Hotel 4*或同等級
13. 啟肯尼→威克斯扶德
早餐後，前往造訪★12 世紀啟肯尼城堡，綠意盎然的花園與愛爾蘭式城堡是著名的景點，有著八百
年歷史的諾曼第古堡，古老的街道與這座城市經過了長時間的融合，已經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的
時尚大都會，參觀 1830 年修繕之豪華宮殿，包括圖書館、客廳和臥室，美麗長畫廊。隨後前往新舊
文化混合之◎威克斯扶德<遺產鎮>，亦是重要港口，位於斯拉尼河的出海口。狹窄的街道和老鎮牆
壁源於早期凱爾特人和北歐維京人之古傳統建築樣貌，尤其是 1190 年◎塞爾斯卡修道院。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Clayton Whites Hotel 4*或同等級
14. 威克斯扶德→薩堤海鳥生態保護區
薩堤海鳥生態保護區將再度挑戰您的感官，是愛爾蘭★最大海鳥生態保護區之一，搭船隨著海岸線來
到著名的勾子半島，晶瑩剔透的海水與山崖景觀相呼應，這裡是海鳥的天堂，可近距離的攝影生態：
包括海雀，鸕鷀，三趾鷗，北方鰹鳥，厚嘴海鴉，大西洋海鸚，及灰海豹棲息地。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Clayton Whites Hotel 4*或同等級
15. 威克斯扶德→威克洛山國家公園→都柏林
今日前往◎威克洛山國家公園，有「愛爾蘭花園」美譽，曾被列入世界新七大奇景之競選行列，是全
愛爾蘭最多彩多姿的區域，擁有明媚的自然風光，像是波光粼粼的湖泊、平靜無波的河流和未經破壞
的森林公園、世界級的高爾夫球場，其特殊獨特的風貌，彷若一顆散發璀璨光芒的綠寶石，暢遊田園
的絕美風景。造訪★威克洛山國家公園中最富盛名的景點–格蘭達洛夫，意為「兩座湖泊之間的峽谷」，
以其原始綺麗的美，豐富的精神內涵和珍貴的考古價值而聞名，徜徉在森林，在湖邊散步，您會感覺
到自己彷彿沈浸在濃濃的歷史氛圍之中，峽谷和湖泊的周圍有許多古蹟，如石群、早期的基督修道院、
城堡和中世紀教堂。也是電影「我愛你」後半段場景的拍攝地。
＜餐食＞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Croke Park Hotel 4*或同等級
16. 都柏林香港臺北

CX 306 1155/ 0705+1 + CX564 0810+1/1000+1 (15:50)

上午搭機經香港轉機返家園。
17. 台北
上午從香港搭機返回家園，結束此次知性浪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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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 ☆價格若遇旺季會另行調整 ☆***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2. 訂金 6 萬元(經濟艙)
3. 商務艙開票時補收價差
匯款資料如下 ：
台新銀行 建橋分行
戶名：行者無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2041-01-0000303-9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連絡電話：02-2500-0585
藍治濬手機：0919-231696
蘇琬婷手機：0920-791176
行者無疆旅行社網站 http://www.spiri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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