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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北歐 5國 峽灣 生態 冰河美景 歐勒頌、峽灣、17日 
 挪威～維京海盜、冰河、峽灣之國 
是一個狹長多山的國家，峽灣之多也是世界奇觀，其中有一些峽灣裡的瀑布，高度甚至超出尼加拉瀑

布四倍以上，成為挪威海岸獨樹一幟的特殊景觀，挪威處處都被掛著新生代第四紀的冰河遺跡，其中

的約斯達冰河覆蓋面積廣大，是冰島以外，歐洲最大的冰原。挪威面臨大西洋國名 Norway 意謂歐洲

大陸通往北方的必經之道。也是北方最大的航運國。古代挪威的諾德克人即屢次攻擊不列顛群島和西

歐海岸，而諾德克人因為當年居住在 Vik 海灣，所以「維京」（Viking）也就成為「海盜」的代名詞

了。 
 瑞典～森林與湖泊的國度 
烏托邦典範的國度，世界知名的諾貝爾獎亦是由瑞典知名化學家諾貝爾所設立的國際榮譽，瑞典每年

都以盛大的儀式來頒發這項獎項。夏日的白夜、冬季的極光都是北歐特有的大自然景象，豐富的湖泊

與森林，也讓當地擁有充足的精神生活以外，並能享有繁華的物質生活，將瑞典發展地更為富裕繁榮，

可說是完美實現了。 
 芬蘭～千湖之國 
芬蘭國土面積有三分之一位於北極圈內，湖泊與森林覆蓋了芬蘭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除了森林以外，

芬蘭的湖泊之多又稱為千湖之國。由於其中又有部分面積位處極地，最北方一年當中約有 70 天的永

晝，11 月以後，則是一片白藹藹的銀色世界，純淨的北國風光，在芬蘭一覽無遺。 
 冰島～冰火交融的北極島國 
冰島地形特殊，雖然國名為「冰」島，島上卻有兩百餘座火山，火山活動的頻繁也使得冰島成為世界

上溫泉最多的國家，首都雷克雅未克入冬後，溫泉的熱氣與寒冬的冷氣交融，使得全市大霧瀰漫，又

被稱為「冒煙的海灣」。由於地近北極圈，夏季日照極長，冬季日照極短，秋冬還可見到極光，是個

相當奇妙的國家。 
 丹麥～童話王國．美人魚的故鄉 
丹麥是童話大師安徒生的祖國，哥本哈根的美人魚銅像在 1913 年塑成之後，就成了丹麥的象徵。整

潔、細緻、優美是大部分遊客對丹麥的第一印象。市區的廣場上噴泉、雕像、鮮豔繽紛的花朵與四處

翱翔的白鴿，讓這個國家散發著祥和氣氛。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  

團    費 NTD300,000 (1~8 人) 
NTD277,000 (9 人以上) 

商務艙 
追加 

NTD85,000 起 單人房追加 NTD32,000 

出發日期 6/24 訂金 NTD60,000 報名截止日 2015.6.10 

01. 6/24 台北 香港 法蘭克福   
航班：CI927 TPE/HKG 19:30/21:15 (1H45M) + LH797 HKG/FRA 23:05/05:50+1 (12H45M)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飛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班機於隔日抵達。 

02. 6/25 法蘭克福 赫爾辛基 (芬蘭) 
航班：LH848 FRA/HEL 09:25/12:50 (2H25M) 
上午抵達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位於波羅的海東部的赫爾新基，面向芬蘭灣的小型半島上，享有「波

羅的海之女」、「北歐的白雪城市」。市區整體舒適、綠地及公園約佔市區面積的 30%以上，複雜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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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線所孕育的天然景致極為美麗，也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展開市區觀光，港區、露天市場、議

會廣場、俄式希臘東正教教堂、古典芬蘭地標的白色大教堂及利用一塊岩石開鑿而成的岩石教堂以及

西貝流士公園..等等。 
宿：Radisson Blu Plaza Helsinki   

03. 6/26 赫爾辛基~(詩麗亞豪華郵輪) ~斯德哥爾摩 (瑞典)     16:45/09:30 
早餐後，搭乘遊船參觀★芬蘭防禦城堡：是全赫爾辛基最大又最古老堡壘，幾世紀以來，它也是堅固

要塞。 
傍晚搭乘豪華遊輪前往瑞典的首府－斯德哥爾摩，夜宿遊輪上（二人一室面海外艙）。 
宿：詩麗亞郵輪 

04. 6/27 斯德哥爾摩 
上午抵達瑞典的首都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的－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此地被譽為世界最美的都市，由

2 萬 4 千多個島嶼組成的阿基貝拉哥群島最深處，位於波羅的海和馬拉爾湖之間，是一個美麗的水上

都市，有北歐威尼斯之稱。前往參觀★市政府參觀諾貝爾頒獎歡宴之音樂廳、▲皇宮、▲港區、▲舊

市街市集等。並前往參觀★瓦薩號戰艦博物館，瓦薩號戰艦是十七世紀時建造，在首航時即沉入海中，

300 年後才從海中撈起，木造的船身、各式的雕刻品及大砲，可見當時規模之浩大。★卓特寧霍恩王

宮，參觀巴洛克式建築藝術與美麗的御花園。 
宿：Clarion Stockholm  

05. 6/28 斯德哥爾摩 雷克雅未克 (冰島)   
航班：FI305 ARN/KEF 08:00/09:10 (3H10M) 
上午搭機飛往世界緯度最北的國家之一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抵達後前往★藍色溫泉瀉湖泡湯。隨

後市區觀光，參觀▲美俄高峰會議屋、▲哈格里斯克亞教堂等。 
宿：Grand Reykjavik Hotel 

06. 6/29 雷克雅未克 →4.5H傑古沙龍冰河湖 →斯卡夫塔費德 
今日前往瓦特那冰原，位於冰島偏南近南岸海濱，面積廣達 8400 平方公里，是冰島及歐洲最大冰

原，排行世界第三，僅次於南極大陸及格陵蘭。冰河厚達 1 公里，往外再延伸成無數小冰河。今天

將有機會沿著公路以最近的距離遠眺由瓦特那冰原伸展而下的數條巨大冰河臂(冰河)流入平地的大

自然奇景。冰河景觀特別壯闊，令人驚嘆！附近有名的史考拉冰河、形成傑古沙龍冰河湖的布雷沙

穆克冰河等，我們在此觀賞潟湖獨特的風光，並★搭乘水陸兩棲車遊覽潟湖。從地上直駛入湖中，

近距離觀賞浮冰，工作人員會詳細解說冰河湖的由來歷史。許多著名的好萊塢電影如“蝙蝠俠及 007
系列電影等都曾在此取景拍攝。 
宿: Skaftafell Hótel 

07. 6/30 斯卡夫塔費德→格譚比爾海角生態保護區 →維克 →史可加瀑布 →海拉 
早餐後前往格譚比爾海角生態保護區，欣賞海角之美麗海景，約有 20,000 對大西洋海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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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最自然原始的氣息，還有神秘多

樣的景觀，凡是來到冰島的遊客，就一定要去探訪這個美麗的風景區，這裡的美景是無庸置疑的。接

續在前往海拉的路上觀賞狄洛萊海邊岩石-象吸水，此地是最佳看海蝕崖、海蝕洞及海蝕柱的地方。

續往史可加瀑布(樹林瀑布): 瀑布落差 60 多公尺，寬近 50 公尺，水量豐富。 
宿：Stracta Hotel H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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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7/1 海拉 →金環之旅→雷克雅未克 
早餐後，展開著名的冰島金環之旅，包括：克瑞火山區、▲歐洲最美的黃金瀑布、▲辛格維力國家公

園，這裡是世界上最古老議會的所在地、▲間歇噴泉、▲溫泉湖、溫泉鎮、▲溫室植物與水果產區等，

此黃金旅遊線沿途風景如畫盡呈眼前，為一難得的旅遊行程。 
宿：Grand Reykjavik Hotel  

09. 7/2 雷克雅未克 奧斯陸 (挪威)   
航班：FI318 KEF/OSL 07:50/12:20 (2H30M) 
上午搭機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位於峽灣最內部的地方，於 1299 年成為挪威首都，此市區採文藝復

興式建築，為國內最多人口居住的城市。下午市區於優雅的市中心瀏覽▲市政府、▲王宮公園及熱鬧

非凡的▲卡爾約翰大道、★國家美術館歷代名畫收藏和▲融和現代線條與前衛設計的 Nydalen 地鐵

站。 
宿：Park Inn by Radisson Alna   

10. 7/3 奧斯陸 歐勒頌 
航班：SK1320 OSL/AES 13:05/14:00 (55M) 
上午欣賞▲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這佔地 32 萬平方公尺的露天雕刻公園，是維吉蘭畢生心血的結晶，

雕刻的主題就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人生」，不論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全凝結在花崗岩和青銅裡。隨

後搭機飛往挪威北海最特別最浪漫的城市▲歐勒頌，整座城市建在一串小島上，仿佛飄浮在峽灣海面

上，神奇美麗，19 世紀新藝術風建築的城市，飄散最浪漫的氣氛，見識北歐布拉格的吸引力。並前

往阿克斯拉山頂，盡情享受歐勒頌絢麗多彩的美景並將周邊群島盡收眼底。 
宿：Scandic Parken Ålesund   

11. 7/4 歐勒頌 →蓋倫格峽灣 
早餐後，前往北歐最美的一條公路，沿著 63 號公路到蓋倫格總稱為黃金之路，此公路順著峽灣盤繞

著陡峭的山壁開鑿，山勢險峻工程艱鉅，舉世難見，沿途的風光更是令人難忘。今晚我們特地安排您

在峽灣區住上一晚，清晨時，在澄澈的空氣裡欣賞著峽灣的獨特景緻，可說是別有一番風味。 
宿：Geiranger Hotel  

12. 7/5 蓋倫格峽灣 →布利克斯達 →松格納峽灣 
上午搭乘★觀光渡輪（約 1 小時），遊船徜徉於蓋倫格峽灣，您可觀賞峽灣的壯麗，環繞著蓋倫格峽

灣的有著多達 11 個 U 字型的陡峭山路，沿途盡入眼簾的則是蓋倫格峽灣浩瀚的景緻與蓋倫格村莊的

美景。續專車前往布利克斯達，抵達後特別安排搭乘★電動車悠遊登上歐洲大陸最大之冰河－布利克

斯達冰河，全長 212 公里，總面積大約 487 平方公里，氣勢磅壯麗風景，美不勝收。 
宿：Kvikne's Hotel  

13. 7/6 松格納峽灣 →高山火車 →佛斯 
搭乘★渡輪欣賞世界最長的峽灣—松格納峽灣，此峽灣長達 200 公里，平均深度達 600 公尺，續搭乘

★高山火車穿越於峽灣岩谷間，沿路體驗高崖絕壁撲面而至的刺激及扣人心弦的飛瀑，冰河深崖奇景，。

再由麥道爾轉搭火車前往挪威南部渡假勝地「佛斯」。於窗外變化多端的景色，可說是歐洲首屈一指

景觀鐵道路線啊！ 
宿：Myrkdale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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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7/7 佛斯→哈丹格峽灣 →菲爾鈴瀑布 →卑爾根 
早餐後前往穿越挪威西南部哈丹格爾峽灣的哈丹格爾橋，位於挪威西南部的挪威第二大峽灣哈丹格峽

灣，大橋長 1380 米，主跨 1310 米，規劃有兩個 7,5 米的車道及自行車的車道，是目前挪威最長跨度

的懸浮橋，取代以往的渡輪銜接。爾後前往觀賞挪威最壯觀、高達 150 公尺的菲爾鈴瀑布。前往挪威

最美的港灣城市也是維京人古都的『卑爾根 Bergen』。 
宿：Clarion Bergen Airport   

15. 7/8 卑爾根 哥本哈根 (丹麥)   
航班：SK2873 BGO/CPH 16:00/17:20 (1H20M) 
早餐後，★佛洛伊恩山電車，因為卑爾根是背山面海的海港城，七座丘陵圍繞峽灣、美麗的景致不需

遠行，登高即可。卑爾根市區觀光，遊覽▲古老市街及熱鬧的▲漁貨市場，一排尖屋頂，色彩繽紛的

▲木造房舍，洋溢古樸的風情。下午搭機前往丹麥首都—哥本哈根。 
宿：Bella Sky Comwell   

16. 7/9 哥本哈根  慕尼黑 香港 
航班：LH2445 CPH/MUC 19:05/20:40 (1H35M) + LH730 MUC/HKG 22:15/15:45+1 (11H30M) 
參觀童話故事中的▲美人魚雕像、極富動感的丹麥▲北歐神話之女神像噴泉，▲皇宮、▲國會、▲安

徒生銅像、▲市政廳廣場、琥珀博物館、莎士比亞歷史名劇哈姆雷特，王子復仇記故事發生地▲克隆

古堡，續往北歐最華美的皇宮與皇室婚禮的★菲德烈克古堡；參觀內部富麗堂皇的裝飾與丹麥歷史博

物館的收藏，宮外著名的巴洛克式精緻花園更是引人駐足流連。下午搭機揮別北歐返回台灣，於次日

抵達，夜宿機上。 

17. 7/10 香港 台北   
航班：CX5482 HKG/TPE 18:25/20:15 (1H50M) 
今日抵達台灣，圓滿結束此次愉快北歐生態、峽灣、文化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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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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