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北歐三國冰島荷蘭親子樂高 22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杜拜 

02  杜拜 / 斯德哥爾摩---市區 

03  斯德哥爾摩

04  斯德哥爾摩 / 哥本哈根  

05  哥本哈根 

06  哥本哈根 (LEGOLAND Billund 一日遊) 

07  哥本哈根--夜遊輪 DFDS 外艙房 / 16:30 開船--奧斯陸(夜宿郵輪) 

08  港口---奧斯陸 

09  奧斯陸---火車---高山火車---Flam 

10  Flam(13:30)---峽灣遊船---古德凡根---巴士---VOSS---火車---卑爾根 

11  卑爾根  

12  卑爾根 / 雷克雅維克 

13  雷克雅維克 (冰川健行之旅) 

14  雷克雅維克 (施奈山半島之旅) 

15  雷克雅維克 (金環之旅) 

16  雷克雅維克 (上午藍潟湖，下午市區觀光) 

17  雷克雅維克 / 阿姆斯特丹 (夜宿機場飯店) 

18  阿姆斯特丹 (建議:市區觀光或羊角村一日遊) 

19  阿姆斯特丹 (Designer Outlet Roermond 一日遊)   

20  阿姆斯特丹 (市區觀光) 

21  阿姆斯特丹 / 杜拜 

22  杜拜 / 台北 

報價 : 三人成行 --- 每人 NTD 183,500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 最後價格以機票及旅館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25 項 
01 台北 / 歐洲阿聯酋航空來回經濟艙機票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2 三至四星級旅館共 20 晚 (三人一室 / 含早餐)  

03 斯德哥爾摩 / 哥本哈根 單程經濟艙含稅含行李 (一開立不可退票) 

04 卑爾根 / 雷克雅維克 單程經濟艙含稅含行李 (一開立不可退票)  

05 雷克雅維克 /阿姆斯特丹 單程經濟艙含稅含行李 (一開立不可退票) 

06 哥本哈根---奧斯陸夜宿遊輪 DFDS (含早餐及晚餐 Buffet) 

07 斯德哥爾摩來回機場快線 

08 哥本哈根交通卡 72 hrs (可搭乘市區--機場交通) 

09 卑爾根機場至市區 單程巴士票 

10 挪威縮影(峽灣遊船+巴士票券) 

11 挪威縮影(高山火車+火車交通票券) 

12 卑爾根單程市區---機場交通票券 

13 雷克亞維克機場至市區 來回巴士票 

14 雷克亞維克當地旅遊團---藍瀉湖溫泉+接送 

15 雷克亞維克當地旅遊團---金環之旅+接送 

16 雷克亞維克當地旅遊團---施奈山半島之旅+接送 

17 雷克亞維克當地旅遊團---冰川健行+接送 

18 阿姆斯特丹出發 Designer Outlet Roermond 一日來回交通票券 

19 阿姆斯特丹安妮之家票券 

20 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票券含導覽耳機 

21 丹麥比隆樂高樂園門票 

22 丹麥比隆樂高樂園來回交通火車票券 

23 全程 WIFI 分享機 (三人一機 / 每日 2.5GB / 用完降速 / 隔日恢復) 

24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25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22 天) 
 

第一天  台北 / 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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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歌爾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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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杜拜 / 斯德哥爾摩 (市區觀光)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是瑞典斯德哥爾摩議會的所在建築

物。市政廳位於國王島（Kungsholmen），歷史上的

Eldkvarn 磨坊曾坐落地方上。市政廳由建築師 Ragnar 

Östberg 設計，並於 1911 年和 1923 年間興建。大樓

被兩個大型廣場、一個外庭院和一個室內大堂包圍，共

由 8 百萬塊紅磚築成。Ragnar Östberg 原本打算把室

內大堂設計成藍色，故把它稱為「藍色大堂」（Blå 

hallen），但後來他看見美麗的紅磚時，便改變主意，

不把外牆塗成藍色了。 

第三天  斯德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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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斯德哥爾摩 / 哥本哈根 (啟用 72hrs 交通卡)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個廣場，位於哥本哈根市政廳之

前。市政廳廣場是哥本哈根規模最大的廣場之一，面積

達 9800 平方公尺，經常用來舉辦各類公共活動，也是

哥本哈根著名的旅遊景點。登上市政廳一百一十米高的

鐘樓，可以眺望哥本哈根市的全景。在鐘樓門的上方，

可以看到著名的由 Jens Olsen 設計的「世界鐘」，此鐘

有十三套機械裝置同時運行，顯示全球各地時間以及各

種天文時。市政廳正門上方的鍍金塑像是哥本哈根的奠

基人阿布薩隆大主教。 

 

 



 

第五天  哥本哈根(新城區觀光) 

 

美人魚銅像在 1909 年時受到嘉士伯創辦人的兒子卡

爾•雅布克森（Carl Jacobsen）的委託，因為他以童話

故事為題材的芭蕾舞感到著迷。於是在 1912 年，丹麥

雕塑家愛德華•艾瑞克森根據安徒生童話並以妻子愛

琳•埃里克森（Eline Eriksen）為藍本，雕塑了這尊美

人魚雕像。美人魚雕像與位於紐西蘭內皮爾的帕尼亞像

（Pania of the Reef）有一些類似，而且美人魚的故事

也與帕尼亞傳說有些相似。美人魚銅像於 1913 年 8 月

23 日正式公開。 

 

第六天  哥本哈根 (建議: LEGOLAND Billund 一日遊，單趟車程約 3.5 小時需轉車 ) 

 比隆（Billund）小鎮位於日德蘭半島，這裡的房子鮮艷

明快，看上去就像用樂高積木搭起來的。Legoland 於 

1968 年開幕，總面積達 13 萬平方米，位於哥本哈根

的西面，是樂高公司（The LEGO Group）的發源地，

周圍更有 LEGO 的工廠及員工宿舍等，是一個切切實實

的 LEGO 世界裡。樂園內的每一樣設施大部分以 LEGO

製成，務求令大人細路都置身在 LEGO 的世界裡，樂而

忘返。園內有以 LEGO 砌成的城市，如丹麥、瑞典等各

國的街景，更有英國白金漢宮、荷蘭風車以及日本的富

士山等，更有小火車帶你遊 LEGO 野生動物園、美國西

部牛仔村、冒險樂園區、海盜船區等。 

 

第七天  哥本哈根 / 夜遊輪 DFDS SEAWAYS / 奧斯陸 

 

又被稱為「黑鑽石」，主要原因就是外觀黑色的花崗岩

在白天映著哥本哈根的藍天和海水，夜晚因運河水色和

圖書館內部照明，就像一顆巨大的鑽石在城市發光。 

 

第八天  奧斯陸 (市區觀光) 

 

 

維京船博物館，裡頭收藏著世界上保存十分完整的維京

人使用的船隻，以及收藏文物，裡頭目前收藏著三艘維

京船，分別是「奧塞貝格號 (Oseberg)」「高克斯塔號

(Gokstad)」，以及「杜梟號 (Tune)」，這三艘船都是世

界碩果僅存的維京船。奧塞貝格號在 1903 年時間，

由一位當地的農莊主人找到，而後來考古學家到現場研

究，才證明這艘應該是維京時期用以“陪葬”的船，是

真的把整艘船埋進土裡陪葬，經過幾個月後細心挖堀出

來，以及其它陪葬文化一同挖出，前後花費 20 年才出



 

土。 

第九天  奧斯陸---火車---麥道爾 Myrdal---高山火車---弗洛姆 

  

今日展開一系列著名的「挪威縮影」（Norway in a 

Nutshell）路線之旅，今日來一趟高山火車之旅---往返

於麥道爾及弗萊姆之間的這段鐵路(The Flam railway)

被譽為《挪威高山鐵路之冠》，是全世界標準軌距鐵路

中最陡的一段，是鐵路工程學的傑作，全長 20.2 公里

的鐵道，有 80%的線路坡度為 1：18 的傾斜度。 

 

第十天  弗洛姆---峽灣遊船---古德凡根---巴士---VOSS---火車---卑爾根 

  

步行前往港口搭乘遊輪，繼續體會一系列著名的「挪威

縮影」（Norway in a Nutshell）之旅。挪威縮影是挪

威旅遊局精心安排了一套非常完美的行程，將挪威最主

要的地形盡量安排在行程裡，在短時間內，結合巴士、

火車、、遊輪等各種交通工具的合理銜接，從挪威的西

部一直跑到東部，從高海拔區到低海拔區，把沿海和內

陸看了個遍，將峽灣、雪山、瀑布玩了個遍。 

 

第十一天  卑爾根 (市區觀光) 

 世界文化遺產的布呂根木屋群(BRYGGEN)，這些三角

屋頂的木制建築群已有 900 年歷史的小木房整齊而精

緻的排列在港口旁，這群色彩鮮豔的木造房子，是挪威

十八世紀的典型建築，是當時德國漢撒商人的住宅及倉

庫，現在成為許多別具特色的餐廳和吸引遊客的藝品

店、旅遊服務中心，成為卑爾根最重要的景點，也是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冊的世界人類重要文化遺

產之一。 

 

 

第十二天  卑爾根 / 飛機 1825 / 1845 / 雷克雅未克 

 

加姆勒豪根是位於挪威卑爾根的一座莊園建築，也是挪

威王室在卑爾根的住宅。加姆勒豪根的歷史可以追溯至

中世紀，其的歷代所有者中許多都曾是卑爾根最富裕的

人。現在加姆勒豪根由挪威政府所有。而最近的一位私

人所有者是 1905 年至 1907 年之間的挪威首相克里斯

蒂安•米切爾森。 

 



第十三天  雷克雅未克 (冰上健行之旅) 

今日參加索爾黑馬冰川健行之旅。專車將於旅館接您前

往位於冰島西南方的冰川。經驗豐富的導遊會在安全介

紹後，帶領你開始 Sólheimajökull 冰川健行體驗。走

在自然奇觀鬼斧神工的冰川上，欣賞綿延不絕、美麗的

藍色冰原，享受此地獨特、迷人的風景。探索冰川及其

驚人的冰層、裂縫、下沉洞、深裂縫和鋸齒狀的山脊。

當你碰到冰牆，試試以你的手攀冰！ 

第十四天  雷克雅未克 (施奈山半島一日遊) 

斯奈山半島位於冰島西部，北臨布雷扎灣和華姆斯峽

灣，南瀕法赫薩灣，長約 90 公里。斯奈山半島景色壯

麗，常被稱為冰島的縮影。半島上的著名景點包括斯奈

菲爾火山及其上覆蓋的同名冰川、教會山，半島上有豐

富的火山地貌，可見拔地而起的火山口、起伏不平的熔

岩地貌，並且有多個美麗的海邊小鎮。 

第十五天  雷克雅未克 (金環之旅) 

其最高噴水高度居冰島所有噴泉和間歇噴泉之冠，也因

此成為世界著名的間歇泉之一。噴發前，沸騰的水噴出

而形成碗狀，中間的水柱變成蒸氣直上空中約 20 公尺

高處，十分壯觀。大間歇噴泉是一個直徑約 18 米的圓

池，水池中央的泉眼為一直徑 10 多釐米的「洞穴」，洞

水溫高達百度以上。每次泉水噴發之際，隻聽洞內隆隆

作響，而且沸水也隨之昇高，最後衝出洞口，向高空噴

射，從中間水柱變成蒸汽直衝上天空約 20 米高，又隨

即化作瓊珠碎玉落下。 

第十六天  雷克雅未克 (藍瀉湖之旅) 

上午前往享受品質極佳的藍色瀉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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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天  雷克雅未克 / 飛機 1110/ 1620 / 阿姆斯特丹 

水壩廣場是阿姆斯特丹最有活力的地方，這裡飄散著咖

啡的氣息、麵包的香味，很多人買一杯咖啡，安坐在路

旁，觀賞街頭藝人精彩的搞怪表演。水壩廣場建於 12

世紀末，廣場上的市政廳則在 1648 年開始興建，至今

仍然是水壩廣場上最顯眼的地標。1808 年法國佔領荷

蘭時，路易拿破崙(Louis Bonaparte)更選址市政廳作為

他的住所，更改名為王宮( Koninklijk Paleis) 。 

第十八天  阿姆斯特丹 (建議羊角村之旅) 

羊角村位於荷蘭西北方 Overijssel 省，De Wieden 自

然保護區內。冰河時期 De Wieden 正好位在兩個冰磧

帶之間，所以地勢相較於周邊來得低，造成土壤貧瘠且

泥炭沼澤遍佈，除了蘆葦與薹屬植物外，其他植物不易

生長，唯一的資源則是地底下的泥煤。居民為了挖掘出

更多的泥煤塊以外賣賺錢，而不斷開鑿土地，形成一道

道狹窄的溝渠。後來，居民為了使船隻能夠通過、運送

物資，將溝渠拓寬，而形成今日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 

第十九天  阿姆斯特丹(Designer Outlet Roermond 一日遊) 

Designer Outlet Roermond，位於荷蘭境內，靠近德

國北亞州亞州亞州。魯爾蒙德的小鎮為具有悠久歷史的

城市，在這能品嚐到林堡省的美味佳餚，或者，您還可

以來一次冒險之旅，享受獨特的自行車遊和徒步遊。魯

爾蒙德名品暢貨中心的精品店就有 40 多家，品牌共計

有 220 多個，也是歐陸最大的暢貨中心。每天可享有

30％到 70％不等的優惠 

第二十天  阿姆斯特丹 (市區觀光)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廣場，緊鄰著阿姆斯特丹國

家博物館和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主要收藏荷蘭著名

畫家梵谷及其同時代者的作品。該館藏梵谷作品數量是

世界上最多的， 您可以觀看舉世聞名的畫家梵古遺留

下來的大多數作品。這些著名的作品，如《馬鈴薯人

家》，《向日葵》，《杏仁花》和《播種者》均陳列在阿姆

斯特丹市的梵古博物館。第二多則是是荷蘭的克勒勒-

米勒博物館。 



第二十一天  阿姆斯特丹 (市區觀光) / 杜拜 

阿姆斯特丹的花卉市場(Flower Market)是辛厄爾運河

(Singel Canal)上的一個著名的象徵，在市中心的運河

環(Canal Ring) 裡。運河環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

單。這裡的花卉市場實際上是從 1862 年開始，當時花

卉種植者通過阿姆斯特爾河將他們的貨物通過駁船運

到市中心。每艘駁船都有一個玻璃屋建在頂部，像一個

迷你版本的溫室創建在整個鄉間，確保荷蘭是一個全年

鮮花的國際熱點。中午前往阿姆斯特丹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

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第二十二天  杜拜 /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

。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