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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land, Denmark, Norway, Sweden, Finland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2018) 4/12 ;
5/10 ; 6/7 ; 7/5 ; 8/9 ; 9/6 ; 10/4

Tour code : UK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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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原居地

Hometown

雷克雅維克 (冰島）

Reykjavik (Iceland)

當天乘搭豪華客機前往冰島首都 - 雷克雅維
克，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22
雷克雅維克 - 金環之旅 (火山口
湖、黃金瀑布、平格費利國家公園、間
歇泉區) (午)
Reykjavik - Golden Circle ( Kerid Crater,
Gullfoss Waterfall, Thingvellir National Park,
Strokkur Geysir) (L)
當天抵達後，馬上開始我們冰島之旅。
【冰島】 浮在極北地區的火山與冰河之國。
持續活動的火山、崩落的冰河以及魔幻的極光
等，都是冰島自然環境的魅力。

【雷克雅維克】
【雷克雅維克】冰島首都和最大城市，國民善
用地熱能源，成為全世界最乾淨的無煙城市。
【火山口湖】 深55公尺的湖壁長滿苔蘚，與
深藍色湖水和湖畔黃土及綠草形成強烈對比。
【黃金瀑布】
【黃金瀑布】冰島第二大的瀑布，分為兩層，
透過水霧折射變成金碧輝煌，所以稱之為黃金
瀑布。
【平格費利國家公園】 著名的地質公園，有
很多地殼變動形成的岩石裂縫、峭壁，有些大
如峽谷，於2004年被聯合國列做世界文化遺
產。
【間歇噴泉】 區內有50多座間歇泉，蓋席爾
和史托克是其中最大的，高度可達30米，十
分壯觀。
住宿 Hotel: Grand Hotel Reykjavik or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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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湖溫泉（包門票）
根 (丹麥) (早)

3

Blue Lagoon (Entry Included)
(Denmark) (B)

༁ߜᘱҀ

哥本哈
Copenhagen

【藍湖】 世上最大的溫泉湖，湖水含豐富
矽、硫磺等礦物質，有護膚作用。(*自備泳
衣, 以包入場及毛巾)
是日成機飛往丹麥首都 - 哥本哈根，抵達後，
前往酒店及晚膳。
住宿 Hotel: Copenhagen Island Hotel or similar
P18

藍湖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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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瑪莉堡皇宮 - 女神噴泉 - 美人
魚像 - 市政廳廣場 - Nyhavn新港口運河
區 乘DFDS郵輪（海景客房） 奧斯陸
(挪威) (早/晚-遊輪自助餐)
4

Amalienborg Palace - Gefion Fountain Little Mermaid - Town Hall Square - Nyhavn
Harbor DFDS Cruise (Seaview Cabin) Oslo ( Norway) (B/D-onboard)
【阿瑪莉堡皇宮】是丹麥王室的主要宮殿。現
【阿瑪莉堡皇宮】
任女王就居住在此。
【美人魚像】 高約1.5米，基石直徑約1.8
米，根據安徒生童話「小美人魚」為藍本做

成的。小美人魚坐在海邊的一塊岩石上凝視
著對面海港。雕像多災多難，曾多次被盜或
被毀。現為哥本哈根觀光局標誌。
【市政廳廣場】市政廳所在位置，是哥本哈
根的心臟。市政廳由Martin Nyrop設計，融
合了中古世紀丹麥、義大利文藝復興兩種建
築風格。
【新港口運河區】是新興消閒區，鮮豔的鵝
黃、淺藍、磚紅色17世紀磚屋及停靠河邊的
高桅木船成為哥本哈根新標記。
特別安排：乘坐豪華郵輪，由哥本哈根前往奧
斯陸，享受一個愉快的海上旅程，郵輪於翌日
早上抵步。
住宿 Hotel: DFDS郵輪

DFDS郵輪

THE DFDS SEAWAYS
Karlstad - Stockholm - Old Town - Royal
Palace Square - Drottningholm Palace
(optional) (B/L-Swedish Meatballs)

美人魚像

55
奧斯陸 - 韋芝蘭雕像公園 - 諾貝
爾和平中心 - 市政廳廣場 - 國會大廈- 維
京船博物館(包門票)
卡爾斯塔德(瑞
典) (早/午-海鮮餐)
Oslo - Vigeland Sculpture Park - Nobel
Peace Center - City Hall Square - Parliament
House- Viking Ship Museum (Entry Included)
- Karlstad (Sweden) (B/L-Local Seafood)
【奧斯陸】
【奧斯陸】挪威的首都和最大城市，位於挪威
東南部。奧斯陸也是諾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地。
【維格蘭雕像公園】一個以雕像做主題的公
園，擺放挪威雕塑家古斯塔夫維格蘭的作品，
主要以表達人生百態、家庭及人際關係為主
題，其中以『生命之柱』最為人所知。
【諾貝爾和平中心】 於2005/6/11日建
成，是以面向世界和平、提高人們對戰爭和
解決紛爭的關心程度為目的建造的。
【維京船博物館】 是北歐海盜文化寶庫之
一，館內存放著3艘巨大維京海盜船，可說
是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維京文物。除海
盜船外，博物館還展示有關北歐海盜的資料。
住宿 Hotel: Clarion Hotel Plaza or similar

66
卡爾斯塔德 - 斯德哥爾摩 - 古
城區 - 皇宮廣場 - 德寧翰宮(自費)
(早/午-瑞典肉丸)

【斯德哥爾摩】 是瑞典的首都，有“北歐威
尼斯”之稱。市區由14個大小島嶼1個半島
組成，島之間有橋相連，更是瑞典境內僅次於
哥德堡的第二大海港。
【古城區】 城區保存了許多過百年歷史傳統
的彩鮮艷的房子及石板街道，四周洋溢著中世
紀的的味道。
【皇宮廣場】
【皇宮廣場】廣場上的皇宮建於18世紀，為
一座有濃厚意大利巴洛克風格。瑞典國皇官方
居所。
(建議自費項目: )
【德寧翰宮】位於市郊西面，被著名旅遊指
南 Michelin 給與三星最高榮譽的德寧翰宮。
該皇宮建於十七世紀，仿照法國宮庭而建，
御花園更聘用當代法國名師設計，故有「瑞
典梵爾賽」之稱
住宿 Hotel: Clarion Hotel Sign or similar

館，主要用於展示17世紀的沉船瓦薩號，這
艘擁有64門大炮的戰船，於1628年首航時
沉沒。
特別安排：乘坐豪華維京郵輪，由斯德哥爾摩
橫渡波羅的海前往赫爾辛基，享受一個愉快的
海上旅程，在甲板上感受碧海藍天，欣賞波羅
的海的美景。郵輪於翌日早上抵步。
住宿 Hotel: Viking Line郵輪
烏斯別斯基東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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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辛基 - 岩石教堂（包門票） 舊市集廣場 - 西貝流斯紀念碑 - 烏斯別
斯基東教堂 - 參議院廣場 (早/午)
Helsinki - Temppeliaukio Church (entry
included) - Market Square - Sibelius Monument
- Uspenski Cathedral - Senate Square (B/L)

斯德哥爾摩

77 斯德市政廳（包門票）- 瓦薩博物
館（包門票）- 維京郵輪（海景客房） 赫爾辛基(芬蘭) (早/晚-遊輪自助餐)
City Hall (entry included) - Vasa Museum (entry
included) - Viking Line (seaside cabin) Helsinki (B/D-onboard)
【瓦薩博物館】

位於動物園島上的海事博物

當天早上10點左右，抵達到赫爾辛基，開始
我們的芬蘭之旅。
【岩石教堂】 教堂是一個圓拱型無柱式的地
下教堂。教堂以花崗石砌成，碟形的圓頂則是
銅線造成。天然與人工渾然一體。
【西貝流斯紀念碑】是著名雕塑家Eila Hiltunen
【西貝流斯紀念碑】
為紀念芬蘭名作曲家西貝流斯而設計，紀念碑
由數百根不鏽鋼管焊接而成。
【烏斯別斯基東教堂】
烏斯別斯基東教堂】洋蔥頭頂為紅磚綠頂，
所有尖塔上的十字架面向東方，共十三個尖塔，
象徵耶穌及十二使徒。 上議院廣場 四周都是新
古典的建築物，淡黃色的新古典建築群顯露出
宏偉壯嚴的氣氛。
【參議院廣場】 淡黃色的新古典建築群錯落
有致地坐落廣場的不同地方，顯露出宏偉壯嚴
的氣氛。東面內閣大樓，西面赫爾辛基大學，
而總統府，最高法院和市政廳則坐落在廣場南
方。
住宿 Hotel: Clarion Hotel Helsinki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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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sinki
德寧翰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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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辛基

原居地 (早)

Hometown (B)

早餐後，由專車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
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