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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 

 

Nordic 

 

全包行程#

 + 膳食 

高山觀光火車‧松恩峽灣遊船‧冰川觀光車‧全程 4 星之旅 

 暢遊 4 大城市：【丹麥‧挪威‧芬蘭‧瑞典】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EUN10 

 

天 

 

選乘芬蘭航空凌晨出發航班，同日抵達芬蘭「赫爾辛基」輕鬆適應時差 

「芬蘭堡」入場參觀北歐最大海軍堡壘 

「德寧翰宮」”瑞典凡爾賽宮”見證百年歷史建築 

「萊恩高空纜車」體驗全球最陡峭空中纜車 

挪威三文魚、丹麥特色燒豬肋骨、瑞典肉丸餐        

飽覽奇觀 

重本增遊 

異地品嚐 

「高山觀景火車」國家旅遊局推介”挪威縮影”穿越高山多角度賞美景 

「松恩峽灣遊船」暢遊挪威最長峽灣遊覽莊麗景色 

「布里克斯達冰川」乘坐環保電車漫遊歐洲最大冰川高原 

「蓋倫格峽灣遊船」全國唯一自然文化遺產景點感受大自然神斧天功 

優質航班 

舒適安排 乘坐雙程北歐郵輪 Silja Line及 DFDS海景房跨越各國，充裕休息延續旅程 

採用內陸航班由挪威前往瑞典，減省 10 小時車程 



   

   

  

  

瑞典 Sweden 
 

SIGHT-SEEING 

丹麥 Denmark 
 

芬蘭 Finland 
 

EUN10 : 4月 1 日至 9月 30日生效 

暢遊「新港口運河船遊」 

全程約 1 小時乘坐敞篷式遊船穿梭於哥本哈根迷人的運河

和美麗的港口，沿途欣賞臨水而建的歷史建築、宏偉教堂和

市內街區等，領略阿美琳堡、克里斯蒂安堡和美人魚雕像的

壯麗景觀，隨行導遊會為你提供趣味十足的講解，帶你深入

了解整座城市和各個景點的奇聞趣事。 

米芝蓮 3 星景點 「德寧翰宮」 

十七世紀，瑞典國王為他的王后建造了德寧翰宮，「德寧」

在瑞典語中是「王后」的譯音，於 1991 年被列入聯合國

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世界遺產。至今，德寧翰宮仍是是瑞典

王室的私人宮殿。宮殿每年都吸引大量遊客前來參觀，原

因是其擁有最古老、寬闊的大型巴洛克式花園，參天大樹

與精致的雕像，令人猶如置身童話世界。 

全球最強戰艦之一 「華沙戰船博物館」 

斯哥爾摩必定參觀的景點，館內展示了一艘全世界唯

一一艘的 17 世紀戰艦 -「華沙號」，華沙號打沉了

333 年後在 1956 年成功被一位研究員打撈出來，並放

在博物館內展示供人參觀，華沙號是一項獨一無二的

藝術寶藏。現存船體的 98% 由其原始部件和數百個

精美雕塑所組成。 

三大著名教堂之一 

「石中教堂」 
一座路德宗教堂，整座教堂是在

一塊大石頭裡，也是世界唯一建

在花崗岩石中的建築，是現時赫

爾辛基最吸引旅客前往參觀的景

點。岩石上方修建成玻璃頂蓬，採

用最自然的光線。 

藝術型軍事堡壘 

「芬蘭堡」 
 

 

一座軍事堡壘，佔地面積 80 公頃，

曾經歷 3 次翻新，其中保存有 8 公

里城牆，105 玫大炮，290 座機房。

此外，還有教堂、軍營、城門等遺

跡。 



   

 

   

       
SIGHT-SEEING & ACCOMMODATIONS 

嚴選住宿 

挪威 Norway 
 

特別安排 

旅遊局推介「挪威縮影」最重要的部分 

觀景火車全長約 20 公里，全線有 80 % 軌道坡度達 55°，是全

世界最陡峭登山火車。火車沿途可飽覽峽灣自然美觀，壯闊陡峭

的峽谷、山壁、瀑布美景一覽無遺。鐵路建築的鬼斧神工，令人

目不暇給、印象深刻。  

【高山觀景火車】 

 

「松恩峽灣」 乘觀光船遊覽挪威第一長峽灣 

松恩峽灣全長約 204 公里，最深約 1308 公尺，是世界深度第

一，長度第二的峽灣。兩岸奇形怪狀的怪石，周邊山崖壁峭，

瀑布處處壯麗是最吸睛的地方。 

探索歐洲最大的冰川高原之一 

 

「布里克斯達冰川」 
 

冰川佔地約 486 平米，最厚約達 400 米深。布里克斯達冰川屬

於挪威冰河國家公園的一部分，一到夏天遍地野花綠草，形成

獨特的冰河美景，每年吸引 30萬遊客到來參觀。 

選乘北歐郵輪 DFDS 入住【海景房】，沿途欣賞到北歐沿海風

光，晚上乘坐郵輪翌日下船，減少舟車勞頓。 

 

郵輪長 178.4 米，寬 33.8 米，12 層樓高，703 間艙房。海景房

面積約 60-80 平呎，裝潢雅緻，配有浴室、獨立控制空調、電

視。船上設施包括:餐廳、咖啡廳、免稅店、賭場、兒童娛樂、

按摩浴池和游泳池等。 

入住 1晚北歐郵輪 DFDS【海景房】 
欣賞夜晚醉人景色 

重本暢遊 

EUN10 : 4月 1 日至 9月 30日生效 



   

 

   

  

  

【斯德哥爾摩】 

 

 

Best Western 

或 

Clarion Stockholm 

Hong Kong    Helsinki(Finland)  

香港     赫爾辛基 (芬蘭) 

特別安排 

DAY7 

DAY8 

DAY5 

DAY6 

DAY3 

ITINERARY   

(備註 2,5,7,11) 

(備註 2,3,4,6) 

酒店 

DAY1 

免費大堂及房間 

DAY4 

DAY2 

晚餐  航班上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乘船前往芬蘭堡 (船程約 15 分鐘) 是一座 18 世紀的堡壘，可參觀到

海軍堡壘的建築及歷史，更可了解海軍的生活 ~ 西布里斯紀念碑 ~ ＊石中教堂 原是一塊大石頭，為

了保留完整性，於是自原處向下挖掘而成，成為赫爾辛基三大著名教堂 ~ 舊市集廣場  

~ 赫爾辛基大學 ~ 赫爾辛基教堂 ~ ＊乘坐 Silja Line 詩麗亞號郵輪   ~ 斯德哥爾摩 

早餐  航班上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郵輪自助餐(包飲品一杯) 

Helsinki(Finland) ~ Suomenlinna ~ Sibilius Monument ~ Tempellakio Rock Church ~ Old Market Hall ~ City Tour  

~ Overnight Cruise(Helsinki to Stockholm)  

 

Silja Line 

詩麗亞號郵輪 

【海景房】 

 

(備註 8)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 ＊諾貝爾頒獎及晚宴場地「市政廳」 優美壯麗的市政廳，每年頒發

的諾貝爾獎得主，藍色大廳享用晚飯，黃金大廳內舉行晚會  

~ ＊全球最強戰艦之一「華沙戰船博物館」 華沙號戰船由於設計出錯，上重下輕，在下水禮時沉沒，

埋葬海底 333 年才重見天日 ~ ＊米芝蓮 3 星景點「德寧翰宮」建於 17 世紀仿照法國宮廷而建，御

花園聘用當代法國名師設計，故有「瑞典凡爾塞宮」之稱  

早餐  郵輪自助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瑞典肉丸餐 

Stockholm(Sweden) ~ City Hall(Golden Hall & Blue Hall) ~ Vasa Museum ~ Drottningholm Palace  

斯德哥爾摩  挪威第二大城市 「卑爾根」~ ＊佛洛依山纜車 全程約 10 分鐘登上 320公尺

山頂眺望整個卑爾根全景及挪威峽灣 (備註 7) ~ 布呂根木屋群 卑爾根城市的發源地，從前這些彩色小木

屋，用來當作貿易用的倉庫，因而讓卑爾根成為當時重要的貿易中心 ~ 漁夫碼頭及漁市場 (備註 14)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Stockholm ~ Bergen ~ Floibanen Funicular ~ Bryggen ~ Fish market  

卑爾根 ~ 國家旅遊局推介「挪威縮影之旅」: ＊高山觀景火車 乘坐歐洲著名鐵路欣賞峽灣區自

然風景，為旅遊局推介「挪威縮影」路線的最重要部份，以極陡峭的角度穿越高山，誇過瀑布，景色千變萬化，

山谷瀑布起勢澎湃令人目不暇給 (備註 13) ~ 富林 ~ ＊世界第二長的峽灣「松恩峽灣遊船」乘座船

程約 2 小時穿越兩旁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壯麗峽灣 (備註 12) ~ 禾斯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Bergen(Norway) ~ Mountain Train ~ Flam(Norway) ~ Sognefjord Cruise ~ Voss(Norway) 

【禾斯】 

 

Scandic Voss 

巴來斯頓 (挪威) ~ ＊歐洲最大的冰原「布里克斯達冰川」 (車程約 3 小時) 安排乘坐環保電車代步，

輕鬆前往冰川源頭，近距離欣賞萬年冰川壯麗風光 (備註 10) ~ 萊恩 (車程約 3 小時)  

~ 全球最陡峭空中纜車「萊恩高空纜車」乘座約 10 分鐘由挪威峽灣到山頂飽覽峽灣全景 (備註 7) 

~ 老鷹公路 峻峭的山壁和蔚藍深邃的峽灣交織成美景，令人感到不虛此行 ~ 蓋倫格峽灣 (車程約 1.5 小時)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挪威三文魚 晚餐  當地餐廳 

Balestrand (Norway) ~ Briksdal Glacier ~ Loen ~ Loen Skylift ~ Eagles Road ~ Geiranger(Norway) 

【卑爾根】 

 

 

Zander K Bergen 

免費大堂及房間 

＊挪威最美麗峽灣「蓋倫格峽灣遊船」(船程約 1 小時) 穿梭於被譽為「峽灣中的明珠」 海勃爾特 

及蓋倫格峽段，其中以「新娘面紗」及「七姊妹瀑布」最有名 ~ 萊美 (挪威)  

~ 維京人木教堂 一睹千年前北歐稱霸的維京人頂級木藝 ~ 莉莉哈瑪 (挪威)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當地餐廳 

Geiranger Fjord Cruise ~ Lom ~ Urnes Stave Church ~ Lillehammer 

【莉莉哈瑪】 
 

Scandic 

Lillehammer 

莉莉哈瑪 (挪威) ~ 奧斯陸 (挪威)(車程約 3 小時) ~ 皇宮 ~ 國會大廈 ~ 國家歌劇院 

~ 維格蘭雕刻公園 是一個以雕像為主題的公園，公園內的 212座雕像是挪威雕像家古斯塔夫·維格朗的作

品，圍繞公園繞一圈，可看盡人生百態 ~ ＊乘坐北歐郵輪 DFDS ~ 哥本哈根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郵輪自助餐(包飲品一杯) 

Lillehammer (Norway) ~ Oslo(Norway) ~ City Tour ~ Vigeland Sculpture Park ~ Overnight Curise (Oslo to Copenhagen) 

 

特別安排  

DFDS 郵輪 

【海景房】 

 

(備註 9) 

【蓋倫格峽灣】 
 
 

Hotel Union 

Geranger  

免費大堂及房間 

EUN10 : 4月 1 日至 9月 30日生效 



   

 

   

 

 

香港    赫爾辛基 AY100 00:25    06:00 

【芬蘭航空・赫爾辛基轉機】 

AY954 13:20    15:50 

AY101 16:40    07:25+1 

哥本哈根    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    香港 

斯德哥爾摩    卑爾根 SK899  12:40    14:00 

香港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Hong Kong 

早餐  航班上 

DAY10 

DAY9 

牌照號碼:350217 EUN10(APR)-ITX2021 製表日期:2 FEB 2021 

(備註 2,5,7,11) 

(備註 2,3,4,6) 

酒店 

ITINERARY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 ~ 國王新廣場 ~ ＊新港口運河船遊 全程約 1 小時乘船遊覽新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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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兩岸醉人景致  

~ 美人魚像 海濱公園之美人魚像，是遊人必到之哥本哈根地方 ~ 市政廳  

~ 童話故事原創地「安徒生紀念像」 ~ 國會大廈  赫爾辛基(芬蘭)  香港  

 早餐  郵輪自助早餐 午餐  丹麥特色燒豬肋骨 晚餐  航班上  

Copenhagen ~ Kongers Nyharn ~ Canal Tour ~ The Little Mermaid ~ City Hall ~ H.C. Andersen Statue  

~ Parliament Building Helsinki(Finland)  Hong Kong 

【溫馨提示】 

 如出發前感到身體不適，敬請出發前徵詢家庭醫生意見是否適合 

外遊，以免在旅途中未能獲得適當治療而影響旅程 

 証件必須有效期 6 個月或以上(回程日期計) 

 當地活動工作人員或公共設施收取之服務費屬建議性質，服務費約每位

歐羅 1-2 元，請客人自行考量 

 

# 每人每天建議服務費為 HKD150，包括領隊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及 

旅行社相關人員服務費；並不包括行程內其他服務收費。 

  

【北歐】旅遊資訊 

簽證簡介 

1) 持香港特區護照、BNO、澳門特區護照：不需辦理簽證 

2) 持外國護照：需根據個別情況而定 

★辦理簽證所需之申請資格、文件、費用及批證期詳情，

可瀏覽本公司網頁 www.wwpkg.com.hk 

天氣及時差 月份 

4-6月 

7-9月 

天氣(平均氣溫) 

攝氏  4 ~ 18 度 

攝氏 12 ~ 22 度 

＊北歐當地時間(夏令)慢香港 6 小時，(冬令)慢香港 7 小時 

＊因北歐佔地廣闊，不同地方溫度差異較大，敬請注意 

備註 
1) 有關旅行團建議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 

恕不另行通知。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如有任何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3)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隨團領隊及當地導遊將有

機會入住另一酒店，不能與客人入住同一酒店，敬請留意。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

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由於每樓層房間供應有限，因此同團或同組合的客人有可能被安排於

不同樓層，以酒店最終安排為準。 

4)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5) 餐廳及膳食菜色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敬請留意。 

如餐食未能滿足閣下的要求，將會以素餐代替，敬請留意。 

6) 如報名時為單人或單數組合，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A) 單人報名，客人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敝社將於出發前三日確認，如最終未能安排，

不得藉故退出。 

B) 3 人或以上之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 或 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義為

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敝社將於出發前三日確認，

如最終未能安排，不得藉故退出。 

7)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

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在參與 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

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內容及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

旅客須承擔因 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8) 若遇海景客房(Silja Line 郵輪)客滿，本公司將安排入住內艙客房，屆時本公司會向每位客人

退回 HK$250，敬請留意。 

9) 若遇海景客房(DFDS 郵輪)客滿，本公司將安排入住內艙客房，屆時本公司會向每位客人退回

HK$300，敬請留意。 

10)如遇觀光車停駛或維修，將改為步行前往布里克斯達冰川，屆時本公司會向每位客人退回 

EUR$15，敬請留意。 

11)如遇以上旅遊景點、參觀博物館等節目休息或維修或臨時關閉，行程/景點將改為外觀拍照或以

其他景點取替，一切以旅團集合/當地接待為準。 

12)如因船期問題松恩峽灣遊船停駛，則改乘其他渡輪遊覽峽灣，恕不另行通知及不設退款，敬請

留意。 

13)如遇鐵路 Flamsbana 當日關閉或維修，將不設其他行程代替，屆時本公司會向每位客人退回

NOK$430，敬請留意。 

14)如遇漁市場當日休息，將不設其他行程代替，敬請留意 

15)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16)【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17)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參閱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 

18)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 223 號指引，旅行社如因

「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 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

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有關收費請參閱報名表背頁旅遊細則及責任事項。  

【芬蘭航空・內陸機】 

EUN10 : 4月 1 日至 9月 30日生效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