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北歐冰島 16 天】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杜拜 / 歌本哈根  
02 歌本哈根  
03 歌本哈根    
04 歌本哈根 /  DFDS 豪華遊輪外艙房 / 奧斯陸 
05 奧斯陸 
06 奧斯陸 / 飛機 / 雷克雅未克   
07 雷克雅未克 (半日賞鯨之旅  / 出海看極光---當地旅遊團含接送) 
08 雷克雅未克(市區觀光---隨上隨下觀光巴士一日券)  
09 雷克雅未克(全日金環之旅 / 當地旅遊團含旅館接送)  
10 雷克雅未克 ( 藍瀉湖 --含門票及旅館接送) 
11 雷克雅未克 / 飛機 / 赫爾辛基 
12 赫爾辛基 /飛機 / 斯德歌爾摩(全日觀光 / 晚班機)  
13 斯德歌爾摩  
14 斯德歌爾摩 
15  斯德歌爾摩 / 杜拜 / 台北  
16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34,000 
 
***報價不含旅館城市過夜稅*** 

***此報價尚未訂位、訂房，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2 項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6 天) 
01 台北 / 歐洲來回阿聯酋經濟艙來回機票含稅     

02 奧斯陸 / 冰島  + 冰島 / 赫爾辛基 + 赫爾辛基 / 斯德歌爾摩 三段北歐內陸班機經

濟艙機票  

03 表列旅館共 12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04 歌本哈根 / 奧斯陸 DFDS 外艙房二人一室含自助式早晚餐(晚餐包不含酒類之飲料) 

05 歌本哈根 72 小時交通券(可來往機場 / 可補價差至克倫堡) 

06 奧斯陸中央火車站---機場火車票 

07 雷克雅未克機場---旅館來回巴士券 

08 冰島當地旅遊團 :  1. 金環之旅  2. 隨上隨下觀光巴士一日券 3. 出海賞鯨                                          

4. 出海看極光      5. 藍色潟湖溫泉之旅 

09 赫爾辛基機場來回巴士票   

10 斯德歌爾摩機場快線票  

11  伍百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2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第一天 台北 / 杜拜 / 哥本哈根 

第二天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品噢！今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

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北之旅的第一站---有童話王國之稱的丹麥---哥本哈根。今晚於機上過

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北歐之旅。 

 

第三天 哥本哈根 

 

班機於今天中午抵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展開市區觀光：首先您可先前往港口區參觀：舉

世聞名的美人魚銅像及最富動感的女農神噴泉等景色。 

市區觀光 

 

第四天 哥本哈根(建議克倫堡 Kronborg + 腓特烈城堡 Frederiksborg Slot) 

 

今日建議前往克倫堡，克倫堡由國王 Frederik II 於 1574~1585 年建造，莎士比亞筆下的

《哈姆雷特》以該城堡為背景而聲名大噪，吸引許多遊客慕名而來。 

2000 年時被列入世界遺產，是北歐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城堡，也是丹麥最有名的城堡，每

年約有二十萬的遊客來此參觀。 

隨後前往位於哥本哈根北部 Hillerød 的城堡，由國王腓特烈二世 (King Frederik II) 於

1560 年建造，城堡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現有城堡則是由腓特烈二世的兒子克里斯帝安四

世 (Christian IV) 在 1600~1620 間接續建造而成。 

這北歐最壯麗城堡是荷蘭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建築，有北歐的凡爾賽宮之稱。 

1859 年大火後重建，藉此機會改為供旅人參觀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展示有歷代國王的肖像和

相關歷史的繪畫，還有華麗的宴會大廳及房間，漫步其中可了解到中世紀至今的發展，來趟

不一樣的文化體驗。 

 

第五天 哥本哈根 / 夜遊輪 DFDS SEAWAYS / 奧斯陸 

 

今日前往丹麥王室居住的安瑪麗堡皇宮、克麗斯汀堡、國會；接著參觀安徒生銅像、著名的

市政廳，市政廳廣場上的鐘樓，正是哥本哈根的地標，著名的行人徒步區就在旁邊，斯洛多

耶街、著名品牌 GEORGE JENSEN 銀飾、丹麥皇家瓷器、丹麥名鞋 ECCO、好吃的丹麥酥餅

店等，可以盡情的感受北歐的設計品味或轉到小巷裡，體驗追尋古董的樂趣。下午前往碼頭

搭乘夜遊輪 DFDS 前往奧斯陸，夜宿於船上。 

 

第五天 奧斯陸 

遊輪於今日上午抵達奧斯陸，奧斯陸位於挪威南端峽灣內，南邊面海、其他三面環山，廣闊

溪谷深入內地是世界各大首都中最富自然氣息。奧斯陸與斯德哥爾摩一樣，位於深入內陸，

彎曲複雜的水道深處，自古即是北歐人的居住原鄉。 

今日市區觀光：您可參觀市區港口邊的國會、奧斯陸市政廳(以諾貝爾獎和平獎的頒獎會場而

聞名，每年 12 月 10 日舉行頒獎儀式)、從中央火車站前到皇宮的熱鬧的街道是奧斯陸最著名

的卡爾約翰國王大道。 

之後您前往奧斯陸極負盛名的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這個公園是雕刻家維吉蘭投入全部的心

血來設計的公園，園內共 212 座雕像，錯落於公園內，其中最有名的是《憤怒的小孩》。以

公園中央高 17 公尺的尖塔《人生塔》為中心，每座雕刻作品皆栩栩如生，表現得淋漓盡致，

令人感動不已。 



 

接著前往維京博物館，這裡收藏全世界最完整的木造維京海盜船，展示了三艘在奧斯陸峽灣

附近出土的維京船，它們分別以出土地點 OSBERG、GOKSTAD 及 TUNE 命名；其中九世紀

的女王葬船--奧沙柏格號(OSBERG)，更能讓您看出當時維京人雄霸北海及大西洋海域的昔日

風光，親眼目賭 1000 年前北歐維京海盜橫行北海時期，這些看似簡單的大型木舟，居然可

以載著維京海盜遠渡重洋，克服惡劣氣候及翻天巨浪，到達西歐及北海各處，維京人造船技

藝令人嘆服。 

 

第六天 奧斯陸 / OSL / KEF  雷克雅未克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機場，隨後搭機飛往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 

 

第七天 雷克雅未克(賞鯨之旅之旅 + 晚上出海看極光) 

 

今日上午市區觀光，下午賞鯨之旅，此趟旅程會為您提供絕佳機會搜尋在海岸線附近暢遊的

一些鯨魚。 通常可以看到多種鯨魚，包括小須鯨、白喙海豚、鼠海豚和頗受歡迎的座頭鯨，

雄偉的魚鰭和大鬚鯨以及虎鯨（逆戟鯨）偶爾還會伴著我們的遊船遊行。 我們的周圍還有海

鳥陪伴，比如：塘鹅、海雀、海鳩、三趾鷗、鸕鷀、海鷗，北極燕鷗以及其他鳥類。 旅程會

帶我們路 

過多個海鸚聚居的島嶼，一定會是一個絕佳的拍照機會！ 搭乘冰島最先進的觀鯨船，同時從 

海上好好看看這個首都城市。 

從大海上追尋北極光是一種迷人的體驗；從雷克雅維克（Reykjavik）的海岸線出航，在北大 

西洋上看看以美麗的山脈和城市燈光為背景的北極光一定會是您永生難忘的體驗。 我們的專 

業導遊會告訴您所有有關北極光的事情，還會為您介紹產生這一神奇光芒秀潛在的科學真相。 

【今日交通預定】：  

12:15 於旅館大廳與賞鯨之旅行程供應商人員會合開始賞鯨之旅(內容見服務券)  

21:00 於旅館大廳與極光之旅行程供應商人員會合開始出海看極光之旅(內容見服務券)  

※ 此二項活動可能受天候影響，請務必於當日請旅館幫忙連絡供應商確定狀況 

 

第八天 雷克雅未克 

 

全日市區觀光：市中心有許多著名景點，如美麗人工湖提厄爾寧湖，以及環繞其湖而建的市

政廳、國會樓。鄰近的釣魚碼頭也是不容錯過的拍照景點。 

 

第九天 雷克雅未克(金環之旅) 

 

今日展開最受歡迎的金環風景線之旅，我們將參觀奈斯亞威裏爾(Nesjavellir)地熱高溫區，它

位于風景如畫的國會湖 (lake Pingvallavatn )地區，那裏供應首都地區集中供熱所需熱水的

四分之一。 再向北走幾公里即可到達國會山(Thingvellir)國家公園，這裡是議會舊址

Altingi，是該囯最有趣的地質區和最重要的歷史遺址。 接著參觀震撼人心的黃金(Gullfoss)

瀑布和間歇泉(Geysir)地熱區。 進入斯卡洛特(Skalholt)教堂，參觀冰島主教曾經的座位，為

您揭開冰島宗教歷史的一角。 此次旅行將帶您穿過富饒的農田，並在途中的 Kerid 火山口停

留拍照。 參觀 Hveragerdi 溫室社區時，您將了解到地熱這種自然資源的無窮用途。 

 

第十天  雷克雅未克(市區觀光 + 藍色潟湖之旅) 



 

上午自由活動於城內，午後前往享受品質極佳的藍色潟湖，潟湖是一座特別的地熱水療池，

位於冰島西邊年輕的火山岩區上。 這裡有許多休閒活動可供選擇，例如在藍色潟湖周邊散

步、沐浴在藍綠色的乳狀池中、地熱蒸汽浴或是在藍色潟湖的瀑布下做肩膀按摩。 獨特的體

驗包括享受戶外按摩或個人水療療程。 這裡也有一家提供精緻菜單的餐廳和銷售護膚產品藍

湖商店，產品富含地熱活化元素，包括礦物質、矽和海藻。 

 

第十一天  雷克雅未克/赫爾辛基 

今日搭機前往赫爾辛基，赫爾辛基位於波羅的海東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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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雜的海岸線所孕育的天然景致極為美麗，也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此地之美在於巧妙

運用自然環境之都市建築，最引人注意是深受俄羅斯影響的古建築，十六世紀由瑞典王格斯

達夫所建，十八世紀時已成為當時重要的海上交通要衝，1812 年帝俄統治時代也是此地古建

築之所以洋溢俄國風味的原因，1917 年俄國革命爆發，芬蘭得以獨立，1952 年主辦奧林匹

克運動會。 

 

第十二天  赫爾辛基 / 斯德歌爾摩 

 

全日市區觀光：港區露天市場、議會廣場、俄式希臘東正教教堂及利用一塊岩石開鑿而成的

岩石教堂(Temppeliaukion kirkko)以及西貝流士公園(Sibelius Monument)等等。 

岩石教堂室內開放時間為早上 11 點岩石教堂整座建築物就藏身在岩石當光線便是從屋頂四

周的玻璃天窗照下來沒有太多華麗的裝飾，有的昰祥和自然的感覺(岩石教堂周六周日可能會

有音樂會 or 表演活動，來之前還是先確認參觀時間比較好)。來到上議院廣場上議院廣場位

在赫爾辛基大教堂下的石板地廣場亞歷山大二世的雕像就矗立在廣場上(俄國皇帝，畢竟芬蘭

過去曾被俄羅斯統治過)廣場旁邊有市政廳、赫爾辛基大學等建築物。 

 

第十三天  22 MAR 斯德哥爾摩 

 

今日全日市區觀光：上午您可參觀瓦薩號博物館，瓦薩博物館（瑞典語：Vasamuseet）是

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所海事博物館。博物館位於動物園島上，主要用於展示 17 世紀的沉船

瓦薩號。瓦薩號是一艘擁有 64 門大炮的戰艦，於 1628 年首航途中沉沒。瓦薩沉船博物館開

館於 1990 年，據其官方網站的信息，該博物館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歷年來遊客最多的博物

館之一。下午繼續市區觀光：皇宮、帝國議會大廈、舊市政廳、斯德哥爾摩大教堂、斯德哥

爾摩王宮，都是值得您參觀的景點。 

 

第十四天  斯德哥爾摩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位於斯德歌爾摩(STOCKHOLM )近郊 LOVON 島上的 DROTTINGHOLM

皇宮， DROTTINGHOLM 在瑞典文裏的意思就是「皇后島」。其於 1991 年被列為世界遺

產，幾百年來 都是瑞典皇室的居所，內部擺設精緻華麗的藝術品和傢具，故享有北歐凡爾賽

宮的美譽，乳白色的法式建築倒映水中，十分優雅細緻，宮殿配上庭園調和成一幅景， 美不

勝收您可繼續斯德哥爾摩市區觀光，或好好購物血拼一翻，在市中心，大部分的商店都在步

行距離以內，營業時間也很長，包括週日在內。在市中心，你可以找到百貨大樓、服裝連鎖

店，以及大部分斯德哥爾摩較大的品牌。總的來說，在市中心購物，價格相對合適，適合年

輕和追求時尚的人。 

 



 

第十五天  斯德哥爾摩 / 杜拜 / 台北 

 

浪漫的假期，總讓人充滿得無限的遐想，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機場快線前往斯德哥爾

摩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候機室，搭機經杜拜返

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第十六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很開心能為您的北歐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有再為您服務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