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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香港

→(丹麥) 哥本哈根→ 美人魚像 – 豪華賭場 （北歐航空）

哥本哈根是一個美麗及充滿活力的城市，她的名字在丹麥文是 Kobenhavn 意思是商人及港口。到達
后市內觀光包括 四大廣場葛雷兄弟廣場(Grabro/dre Torv)、阿邁厄廣場(Amafertorv)、市政廳廣場
(Radhuspladsen) 及噴泉廣場，在廣場附近充滿藝術雕塑、美麗的教堂及富史歷性的建築。在斯多洛耶
徒步區，可看到很多街頭表演及可盡情購物。童話之父安徒生也曾在此居住，門牌 17 號房子便是他
的故居。絕不可放過海濱徒步區，因為這裡可看到於 1913 年啤酒商人送給哥本哈根市，期後成為丹
麥最著名的旅遊點，這便是建於海濱的美人魚像(Little Mermaid)，她可說是丹麥的標記。在晚上可到
建於 1843 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鐵和利花園(Tivoli – 英文反轉是 I love it )，她當然不只是一個花園這
樣簡單，她內裡結合充滿娛樂性的機動遊戲、異國建築及美麗的花園設計，絕對是一個老少咸宜的
消閒地方。
在北歐對性是非常開放，也是歐洲之冠，在丹麥我聽了一個傳聞，話說在市中心有一個廣場，廣場
門口有座手持樂器的神像，他建後這神像突然顯靈說道：“ 如本地有成年還是處女的人進入這廣場
內我會為她演奏出歡迎的樂曲” 可是他以建成百多年了竟然還未曾有給他演奏的機會呢。最後一題
大家丹麥正是世界上盛產啤酒性地之一，在這裡可品嚐香港著名源產於丹麥的嘉士伯啤酒，愛飲新
鮮啤酒的朋友絕不可錯過這機會。晚餐后到哥本哈根 Radisson SAS Scandinavia 之酒店之豪華賭場
消遣耍樂.

第 2 天：哥本哈根→菲特烈城堡→斯特洛爾(stroget)購物區→恰洛騰堡歌劇
早餐后往位於哥本哈根北方 30 公里之菲特烈城堡 Frederiksborg Castle.它是丹麥最壯觀的文藝復興風格
之城堡,於 1602 年開始興建,秏費 20 年才大功告成.組火災后重建,現今搖身成為國立歷史博物館.之後到
斯特洛爾(stroget)購物區,這裡可找到除丹麥王室御用的皮毛店 A.C.Bang Magasin, Illims 百貨公司,珠寶
店,紀念品店,書店,餐廳…等等.晚上安排到恰洛騰堡(Charlottenborg)欣賞歌劇及美術節目.

第 3 天 : 哥本哈根

→ 冰島雷克雅未克→ 夜間雪地電單車飛馳（FI 1400／1510）

早餐后到紐哈門運河(Nyhavn),丹麥語意思是新港口,此處商店,酒吧,餐廳林立,所以夜晚特別熱鬧,夜夜
笙歌,文人雅士找靈感的好去處.而在紐哈門運河兩則的 18 世紀建築物及一艘艘停泊在港灣的帆船,是
攝影家取境之熱門地方.下午乘北歐航空到冰火之國的冰島首都 - 雷克雅未克. 夜間安排雪地電單車
Night Ice Scooter 活動於蘭竹高冰川(二人一車),精彩剌激,並提供保暖運動衣裝備.

第 4 天：雷克雅未克 →『金環』遊 →巨盆火山（火山湖）→ 間歇泉→黃金瀑布
→『北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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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前往參觀『金環』,第一站是阿蒙納架谷(Almannagja Valley)的聘格維利爾國家公園.內有湖區
面積 84 平方公里,冰島最大的聘格維利爾湖(Pingvallavatn),水色湛藍清澈的許願泉 Peningaja,以及火山
熔岩地形,斷層,奇岩怪石,河流…多元化的地貌. 第二站是古佛斯瀑布(GULLFOSS) – 瀑布從 32 公尺高
處直瀉而下,氣勢磅礡.而加上河水蜿蜒曲折,形成『險、峻、雄、奇』之美,所以又名『黃金瀑布』.第三
站是舉世聞名之『間歇噴泉』STROKKUR GEYSER. 而最大的是 3 分鐘噴一次的史扥克噴泉,不容錯過.
最后一站是胡維拉格西(Hverageroi),是利用豐富熱地資源而建的溫室人工花園. 夜間特別安排觀賞七彩
繽紛之『北極光』

第 5 天：雷克雅未克

→溫泉城池藍湖之旅→ (挪威)奧斯陸→弗拉姆探險船博物館

早餐后前往熱氣騰騰的溫泉 – 藍湖.專家鑑定藍湖含有豐富礦物質,具有治療皮膚病、舒緩壓力,而泡
湯之餘,一面欣賞比基尼女郎及酷男等健美身材,十分寫意,下午往機場飛往挪威奧斯陸.到達后,專車前
往弗拉姆探險船博物館(在 1892 年由挪威阿曼森帶領探險家領航探索北極點,其探險經歷之原裝船,示
現於博物館內.晚間於 Wallmans Salonger 及欣賞民俗歌舞娛樂表演.

第 6 天：奧斯陸 → 韋格蘭雕刻公園→維京船博物館→利利哈瑪 – 的士高耍樂
早餐后市內觀光及前往韋格蘭雕刻公園 – 佔地 30 公頃的公園,以露天方式展示約 200 件挪威最偉大
雕塑家卡斯塔.維吉蘭(Gustav Vigeland),作品有生命之柱-是 17 公尺共 121 個裸體男女糾纏在酷似男性
生殖器白色花崗石柱上.之后往維京船博物館參觀, 這裡有三艘被發掘出來的維京船及二副女性骸骨及
有關古船之遺蹟及文物..順道看看島上的海灘,看看挪威豪放女或挪威藍波的一流身材,繼而前往奧運
小城利利哈瑪. 晚餐於 Brenneriet 及到的士高消遣.

第 7 天 : 利利哈瑪 → 隆美 → 哥義郎格 → 德斯連白山
早餐后前往奧林匹克公園玩精彩刺激雪地大連撬,團友可作分組比賽及嘗試乘坐愛斯基摩厚毛狗拉車
活動等活動.繼前往哥義郎格,此城是挪威著名蓋倫格峽灣之起點.到達后乘車登上 1,000 多米高之
德斯連白山頂看看世界著名之峽灣風光.

第 8 天 : 哥義郎格 → 乘船漫遊最美麗冰川峽灣 → 布萊克斯達冰河（特別安排乘坐
馬車登上冰河源頭觀賞冰川）→ 法蘭冰川→索思達爾
早餐后前往碼頭乘船遊覽,從哥義郎格灣出發漫遊至海勃塞爾特,此航道被形容為世界上最漂亮之峽灣.
下午乘坐雙輪馬車登上冰河的源頭,觀賞經過數百年形成之冰河.布萊克斯達的廣大冰源,真令人嘆為觀
止.遊畢后沿風景別緻的峽灣公路前往法蘭冰川,讓客人觀賞該冰川的雄姿.最后前往渡假區索思達爾.

第 9 天 : 索思達爾→弗拉姆乘高山火車觀賞瀑布 → 邁蘭達

→ 卑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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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前往弗拉姆, 在這裡乘登山火車,沿途祟山峻嶺,水勢浩大的瀑布,美景盡入眼簾.之後經由邁蘭達
乘火車到卑爾根市.卑爾根有布瑞金大道 Bryggen 是漢撤商人於 1702 年卑爾根大火后興建的房舍,現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列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以往的住宅倉庫,現變為博物館,紀念品店或工作坊.客人
亦可到弗羅伊恩山(Floyen)山頂俯瞰,不但可將卑爾根盡收眼底,還可遠眺迷人港灣景觀.

第 10 天：卑爾根（市內觀光）→ 漁夫碼頭→彩色排屋→

→(瑞典)斯德哥爾摩

早餐后觀光卑爾根市. 卑爾根三面環山,一面濱海,因獨特地理因素,亦有『挪威雨港』之稱.卑爾根之
港口旁的魚市場絕對讓觀光客心滿意足,因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海產,如魚子醬、北極蝦、 鮭魚及鱈魚
..…等,真令人食指大動,還有各式各樣水果蔬菜及手工藝品售賣等,襯托上彩色木製排屋,構成美麗圖案.
下午乘機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晚上安排 concerts 表演或到賭場消遣

第 11 天：斯德哥爾摩（市內觀光）→ 市政廳 → 金殿及藍廳 → 華沙號戰船博物館→
→ (芬蘭) 赫爾辛基
斯德哥爾摩名勝包括每年諾貝爾獎頒獎地方-市政廳 (Stadshuset),而市政廳的金殿四壁以 1 千 8 百萬
塊鍍金馬賽克瓷磚,鑲出一幅幅光彩奪目壁畫. 舊城 (Gamla Stan) – 經兩次世界大戰都未有影響之
百年曆史古城. 華沙號戰船博物館展出金碧輝煌之華沙號戰船, 但因當年設計錯誤, 上重下輕而在下
水禮沉沒.而在 20 世紀打撈及修復后回復完狀.下午乘觀光船暢遊斯德哥爾摩各運河.晚上,乘特麗雅號
(SILJA LINE)前往(芬蘭)赫爾辛基,此豪華郵輪船上有睹場, 的士高, 三溫暖, 健身房 , 超級市場
及餐廳…..等.

第 12 天：赫爾辛基（市內觀光）→岩石教堂
早餐后遊覽首都赫爾辛基(Helsinkivn) ,它是俄化較深，市內有許多拜占廷教堂；芬蘭的文化生活也相
當豐富，建築大師奧圖(Alvar Alto)的建築作品隨處可見；聽著曲家西貝流士(Jean Sibellius)的樂音，似
乎進入了充滿森林和湖泊的芬蘭。詩意及多采多姿是芬蘭人十足的寫照。市內出名名勝有岩石教堂 –
教堂宏偉壯麗,是由一座山的岩石層開鑿建造,有一種莊嚴氣氛. 西貝流士公園是遊客必到之處.遊畢后可
到著名的 STOCKMANN 或 SOKOS 百貨公司閒逛購物.晚上可安排餘興節目.

第 13 天：赫爾辛基

→伊萬洛（芬蘭）→沙米博物館

早餐后驅車前往機場飛往芬蘭另一北部城市伊萬洛, 抵達後參觀建於 1959 年之伊諾尼沙米博物館. 館
內有圖片,石雕及實物資料介紹沙米族人及北拉普蘭地區的文化及生活概況.晚上可安排欣賞星空上
之北極光.

第 14 天：伊萬洛→ 冰屋 → 玻璃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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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參觀北極特有之冰屋, 這建築物是全部用冰製成, 連室內所有之家具等. 但身處其中不是想像
中冰凍,反而比外出溫暖, 在室內品嚐一杯熱飲特別另有一番風味. 繼而前往玻璃酒店, 晚上可享受芬蘭
之正統桑拿浴.

第 15 天 : 伊萬洛→羅凡尼米（北極圈）→馴鹿場 → SNOW-SAFARI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驅車前往羅凡尼米。北極圈以北的地區稱為拉普蘭，它包括了芬蘭、瑞典、
挪威三個國的北境，而位於中心的羅凡尼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每年都吸引不少的遊客前往遊
覽。抵達後，午餐於中國餐館。餐後參觀馴鹿場。SNOW SAFARI 雪地活動包括午餐營火於曠野上,
Reindeer-sledding 鹿車拉雪撬比賽或電動雪地滑行車等節目. 繼而前往芬蘭最出名的正宗芬蘭浴桑拿，
可消除疲勞、鬆弛身心作用，別有一番風味。晚餐於地道餐廳，品嚐特色烤魚。

第 16 天：羅凡尼米 →聖誕老人村→聖誕樂園→ 赫爾辛基

→香港

早餐於酒店餐廳。羅凡尼米市容整齊，由 Kemi 與 Ouna 河所流經，特安排船河暢遊於河流，輕鬆
暢快。午餐於中國餐館。餐後前往聖誕老人村，各團友除可與聖誕老人拍照留念外，亦可到聖誕
老人郵政局穿上聖誕老人衣帽自製郵票，別有情趣，團友亦可選擇蓋上聖誕老人村紀念印的名信
片，及別緻的紀念品。而各團友更可於北極圈的交界線上拍照留念。各團友可獲發證書一張以作
留念。稍後專車送往機場乘坐豪華客機經赫爾辛基飛返北京。

第 17 天 : 香港

…. Co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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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萃推介
‧ 全城熱賣羅凡尼米北極圈

‧ 挪威雙峽灣，冰川馬車、高山火車

‧多程內陸航機，節省長途車程，舒適寫意。
行程特點
★ 丹麥「凡爾賽」--之菲德烈城堡

★ 冰島乘雪地摩托車飛馳冰川

★
★
★
★

★ SNOW SAFARI
★奧斯陸弗拉姆探險船博物館—領航遠征北極點
★ NORTHERN LIGHT 觀賞北極光
★ 洛凡尼米馴鹿場及正宗芬蘭浴及船河暢遊

瑞典「凡爾賽」--德寧翰宮，入內參觀
高山火車 FLAMSBANA、飛瀑山巒、嘆為觀止
奧斯陸全新推介之國家畫廊及城堡
北極圈聖誕老人村獲贈證書一張

品嘗地道美食
◆ 特式烤魚
◆
◆
◆
◆

馴鹿肉餐
郵輪及酒店自助晚餐
挪威及丹麥風味自助餐
冰島特式風味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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