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居地    哥本哈根 

Home City  Copenhagen 
是日乘坐豪華客機飛往丹麥首都∼哥本哈
根。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是日抵達哥本哈根後送返酒店休息。晚餐於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 : AC Hotel Bella Sky Copenhagen或同級 

 

 
 
 

哥本哈根 (市內觀光) ~ 乘郵輪 ~ 

奧斯陸 

Copenhagen (City Tour) ~ By Cruise 
~ Oslo 

自助式早餐後遊覽市內名勝，展開安徒生足
跡之旅。首先前往小美人魚雕像、阿美琳堡
皇宮(堅定的錫兵故事靈感來源地)、新港運
河徒步區(安徒生曾經在此區公寓居住)及市 
政廳廣場(賣火柴的女孩故事靈感來源地)。
午餐自備。稍後專車送往碼頭，乘豪華郵輪
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沿途欣賞北歐海岸
迷人之自然美景。晚餐於郵輪上餐廳，享用
精美豐富的自助餐，住宿於郵輪上。郵輪設
備完善，房內設有私人衛生間，另有餐廳、
酒吧、免稅商店、電影院、找換店及蒸汽浴
室等，應有盡有。團友可享受乘坐郵輪的。 

   (早/晚餐) 
住宿：DFDS郵輪(外艙房)或或同級 

★暢遊：丹麥、挪威、瑞典、芬蘭

(4 國 12城市)

完美配搭 

★乘北歐內陸客機由奧斯陸至斯德歌爾 

摩，節省八小時行車時間

早餐於郵輪上享用豐富自助餐。抵達奧斯陸
後，隨即參觀弗拉姆博物館 (挪威語 
：前進號博物館），展示了許多極地探險之
歷史和資料，裡面還藏有保存完好的極地船
【前進號】，曾經多次探索南極和北極。以
一艘木船，在過去的年代真的難以想像。午
餐自備。餐後驅車前往峽灣度假小鎮~埃德
菲尤爾，途經哈丹哥峽灣 區之風光優美路段。
抵達後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
/晚餐) 
住宿：VoringFoss Hotel 或同級 

2023 出發日期  含機票- 包燃油費稅金 
單人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小費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04, 18, ★25 ★08, ★15, ★22★06, ★13, ★27★03, ★10, ★24
07, 14, 21

西岸 東岸 

$5199 $5099 $999 ★$300 €155 

備註 : 

● 上列成人費用均以美金每位計算，按兩人一房計（小費以歐羅計算）
●小童收費為成人的百分之 90。適用於 2至 11歲與 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三位成人同行，以三張床一房為計，每位減收$20

●費用包括：每晚酒店往宿、國際機票及行程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行程內所列之各項觀光節目及膳食、專業領隊及司機
●出發城市   西岸: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東岸 :    紐約、紐瓦克、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 、亞特蘭大、奧蘭度、邁阿密 

奧斯陸 ~ 弗拉姆博物館 ~ 埃德菲

尤爾 
Oslo ~ Fram Museum ~ Eidfjord 

獨家安排 美元(每位)

挪 威 ~ 蓋倫格峽灣船河 Hellesylt Fjord Cruise           53 

   高山火車由禾斯至邁蘭達 High altitude train from Voss to Flam   98 

 環保電動車遊冰川源頭 Electric car to Briksdal Glacier        60  

 登山纜車登佛洛伊山 Cable car to Mt. Floien       30  

航 機 ~ 奧斯陸至斯德哥爾摩 Flight ~ Oslo to Stockholm         200  

團費已包 Tour fares already include 總值 USD441 (PP) 

弗拉姆博物館 

Fram Museum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埃德菲尤爾 ~ 卑爾根 (市內觀光) ~ 

佛洛伊山 ~ 禾斯 

Eidfjord ~ Bergen (City Tour) ~ Mt. 
Floien ~ Voss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挪威峽灣之都~卑爾
根，安排穿越哈丹哥大橋橫過挪威最幽靜美
麗之哈丹哥峽灣，它在挪威四大峽灣中最為
平緩，有著田園牧歌般的美麗風光。抵達後
前往卑爾根獨有的彩色木製排屋(1979年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為世界遺產~布瑞金木
屋群)，一幢幢色彩鮮艷的尖頂木屋，構造出
一幅美麗的圖畫。午餐自備。繼後精心安排
乘坐登山纜車前往 320 公呎高之佛洛伊山，
山上景色怡人，亦為瞭望卑爾根市的街道、
港灣及峽灣迷人景緻的上佳地點，繼而前往
露天漁市場。遊罷驅車前往禾斯湖區。晚餐
於當地餐廳。                                     (早/晚餐) 
住宿：Scandic Voss Hotel 或同級  

禾斯 ~ 高山火車 ~ 弗拉姆 ~ 羅恩

Voss ~ Flamsbana Scenic Train ~ 
Flam ~ Loen 

自助式早餐後乘高山火車由禾斯前往邁蘭達，
轉乘歐洲頂級景觀鐵路火車前往弗拉姆，火
車沿著路軌跨越崇山峻嶺，繞過奔流傾瀉的
瀑布，沿途風光明媚盡收眼底。抵達後午餐
於當地餐廳。餐後驅車前往小鎮羅恩，途經
松恩峽灣度假區及法蘭冰川，沿途風光優美。
抵達後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午/晚餐) 
住宿：Loenfjord Hotel 或同級 

羅恩 ~ 布萊克斯達冰川 (環保電動

車) ~ 海勃爾特 ~ 蓋倫格峽灣船河 

~ 哥義郎格 ~ 利利哈瑪 

Loen ~ Briksdal Glacier (Electric Car) 
~ Hellesylt Fjord Cruise ~ Geiranger ~ 
Lillehammer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布萊克斯達，乘環保
電動車登山，繼而沿小徑健行登上冰川源頭。
遊罷驅車前往哥義郎格區域之風光路段觀光，
乘觀光船暢遊蓋倫格峽灣（漫遊海勃爾特及 

哥義郎格區域之風光路段）。峽灣於百多萬
年前由於地球氣溫改變，冰覆地帶冰川融化
而形成，由於峽灣偏狹的關係，「七姐妹」
及「新娘面紗」之風光路段，更享譽世界。
遊罷沿風光明媚之路前往度假小鎮利利哈瑪。
午餐自備。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晚餐) 
住 宿 ： Scandic Lillehammer Hotel 或 同 級 

利利哈瑪 ~ 奧斯陸 (市內觀光) 
斯德歌爾摩 

Lillehammer ~ Oslo (City Tour)  
Stockholm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再次前往挪威首都~奧
斯陸。抵達後前往參觀著名之韋格蘭雕塑公
園，園內展示百多件挪威著名雕刻家韋格蘭
的作品，作品主要表達人生百態、家庭及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為主題，最著名的莫過於高
17 呎的巨大石雕~生命之輪。繼而前往每年
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之地~市政廳及奧斯陸大
學。午餐自備。稍後專車前往機場，特別安
排乘航機飛往瑞典首都~斯德歌爾摩。抵達
後晚餐於中國餐館 (8餸 1湯)             (早/晚餐) 
住宿：Quality Hotel 或同級 

斯德哥爾摩 (市內觀光) ~ 乘郵輪 

~ 赫爾辛基 

Stockholm (City Tour) ~ By Cruise ~ 
Helsinki 

自助式早餐後，首先前往參觀著名的市政廳。
每年十二月頒發的諾貝爾獎儀式結束後，都
會在市政廳內的藍廳安排晚宴，而晚宴後會
在金殿內舉行盛大而隆重的宴會。遊罷前往
參觀著名之華沙號戰船博物館。華沙號戰船
由於設計出錯，上重下輕，在下水禮時沉沒，
20世紀初經打撈及修復後，到今日再次展示
人前。午餐自備。繼而驅車前往舊城區遊覽，
舊城區內縱橫交錯的街道，滿是售賣紀念品
的商店，團友可自由瀏覽及購物。稍後專車
送往碼頭，登上豪華郵輪前往芬蘭首都~赫 

爾辛基。晚餐於郵輪上餐廳享用自助餐美食。 
各團友更可登上甲板觀賞美景。       (早/晚餐)  

住宿：Siljia Line郵輪 (外艙房) 或同級 

赫爾辛基(市內觀光) 
Helsinki (City Tour) 

早餐於郵輪上享用豐富自助餐。郵輪於上午
抵達赫爾辛基港口後，隨即遊覽市內名勝。
首先前往位於市政廳廣場的大教堂及芬蘭全
國著名的岩石教堂。教堂是建於山丘的岩洞
內，內部的牆壁及裝飾均以石頭做成，而外
部則以鋼鐵及玻璃為外殼，非常特別。繼而
前往音樂家西貝流斯紀念碑。午餐於當地餐
廳，品嚐馴鹿肉餐。下午時間自由活動。晚
餐自備。                                             (早/午餐)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或同級 

赫爾辛基原居地 
Helsinki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後。於指定時間送往機場飛返原
居地。                                                      (早餐) 

特約旅行社 

弗拉姆 

Flam 

卑爾根

Bergen 

布萊克斯達冰川

Briksdal Glacier 

奧斯陸 

Oslo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赫爾辛基 

Helsin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