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美北歐四國優選13天
挪威、丹麥、瑞典、芬蘭 - 挪威三大「松恩、傑蘭格、哈丹格」峽灣，高山火車、洛恩天空
纜車&峽灣頂景觀餐廳，挪威百年峽灣經典飯店，景觀高山火車、雙跨國遊輪(宿面海艙)

適合假期不長、有預算考量，初訪北歐的旅客。若有計劃分次前往北歐旅遊，參加過此行程後可
再安排「冬之北歐極光」等主題行程。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6號10樓之6 電話：02-2571-8555 / 02-2571-8885



航班時間
天數 起點 迄點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1天 台北 曼谷 泰國航空 TG635 20:05 22:50 約3小時45分

第2天 曼谷 哥本哈根 泰國航空 TG950 01:20 07:40 約11小時20分

第12天 斯德哥爾摩 曼谷 泰國航空 TG961 14:30 05:50 約10小時20分
，隔日抵達

第13天 曼谷 台北 泰國航空 TG632 08:25 13:05 約3小時40分
※各產品出團日期、航班、機位及團體狀況時有更新，以上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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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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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台北 / 曼谷 / 哥本哈根(丹麥，與台灣時差6小時)

早：X
午：X
晚：機上套餐( 曼谷時間較台北慢1小時)

豪華客機

  
北歐地球頂的旅行就此展開：搭機飛往『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夜宿機上，次日清晨抵達。

★ 特別安排 ◎ 下車參觀 ● 入內參觀門票已含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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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哥本哈根(市區觀光)

早：機上套餐
午：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晚：★丹麥脆皮烤豬

AC Hotel Bella Sky 或
Imperial Hotel 或同級

北歐散策『哥本哈根』
展開市區觀光：丹麥王室寢宮──◎亞美尼亞堡、◎運河區、◎安徒生銅像、◎市政廳、◎
美人魚銅像、◎女神噴泉…等，而◎Stroget 是哥本哈根最重要的購物街，長達一公里的大
街上熱鬧非凡，全球精品到地方特色小店應有盡有，慢步其中感受北歐的活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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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哥本哈根~佛雷德利克堡~DFDS豪華遊輪~奧斯陸(挪威，與台
灣時差6小時)

早：飯店內享用
午：丹麥當地風味料理
晚：★豪華遊輪維京海鮮自助大餐
DFDS SEAWAYS 豪華遊輪★面海艙房 2
人一室

哥本哈根-(38km/30min)-佛雷德利克堡-(38
km/30min)-哥本哈根

★北海城堡半日遊
參觀文藝復興式紅磚建築●佛雷德利克堡
，王城華麗壯觀，令人流連。這座荷蘭文
藝復興式紅磚建築，列名北歐最漂亮的城
堡之一，氣派豪華的內部裝潢，展示皇室
人物肖像畫作，讓貴賓經歷一趟歷史之旅。

★DFDS豪華遊輪～升等面海艙
前往岸邊碼頭★搭乘DFDS豪華遊輪前往挪
威首都『奧斯陸』。DFDS始創於1866年，
是丹麥最古老及規模最大的船運公司，目
前該公司居於北歐地區船運業之領先地位
，每天航行於哥本哈根與奧斯陸之間，遊
輪設備齊全，舒適乾淨的客艙、現場演奏
或適宜小酌的酒吧、電影劇院、兒童遊樂
場、大小型會議場地、賭場、免稅商店等
。晚餐享用船上豐盛的★維京海鮮自助大
餐。(下午3:30登船辦理CHECK-IN手續，
於隔日上午9:00抵達挪威首都奧斯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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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奧斯陸~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哈林道爾

早：遊輪上享用
午：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晚：飯店內主廚推薦
Thon Hotel Hallingdal 或同級

奧斯陸-(200km/3.5hr)-哈林道爾

★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
上午抵達「挪威」首都『奧斯陸』，位於彎曲複雜的水道深處，自古即是北歐人(也就是維
京人)的居住原鄉，抵達後先進行市區徒步觀光：知名的◎卡爾約翰大道、◎挪威王宮、◎
市政廳...。續參觀挪威最著名的★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占地廣大，園內雕刻品多達200
多件，呈現生老病死、人生百態之縮影，人物表情生動、姿態栩栩如生，尤其「憤怒小孩」
及「人生高塔」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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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哈林道爾–哈丹格峽灣(挪威第二大峽灣)–卑爾根

早：飯店內享用
午：挪威當地風味料理
晚：飯店內主廚推薦
Zander K Hotel 或同級

哈林道爾-(110km/1.5hr)-哈丹格峽灣-(135k
m/2hr)-卑爾根

「哈丹格峽灣」～挪威第二大峽灣
挪威大多是險峻景色的峽灣，但這裡則是
綿延平緩的山丘，被花朵與果實圍繞著，
讓哈丹格峽灣被評為具女性化柔媚的峽灣
，而這裡也是挪威著名音樂家「葛利格」
最愛的美景及醞釀創作靈感的地方。途中
經過2013年完工的★哈丹格大橋，又稱天
空之橋，是挪威最長跨度的吊橋，比舊金
山金門大橋還長20公尺，懸掛於峽灣間，非
常壯觀。

『卑爾根』～挪威最美的海港城市
今日展開『卑爾根』市區觀光：遊覽◎古
老市街，一排尖屋頂，色彩繽紛的☆木造
房舍-布呂根區(2004*世界文化遺產)，處
處洋溢著古樸的北歐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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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卑爾根~挪威縮影景觀高山火車~全電動峽灣遊船(松恩峽灣巡
弋/世界遺產)~維克尼斯 或 萊康閣 (峽灣區百年經典飯店)

早：飯店內享用
午：挪威當地風味料理
晚：★飯店內自助式豐盛晚宴
★維克尼斯 Kviknes Hotel 或
萊康閣 Leikanger Fjord Hotel 或同級

卑爾根-(105km/1.5hr)-挪威縮影景觀高山
火車-松恩峽灣遊船-維克尼斯(或萊康閣)

★挪威縮影景觀高山火車
這段火車路線是世界最陡的歐洲頂級景觀
鐵路。從海拔2公尺的『佛萊姆』到標高86
6公尺的『麥道爾』，平均每18公尺就上升
1公尺，可想見當時工程有多麼艱鉅，一
路經過隧道、瀑布，忽高忽低、上山下谷
，沿途美景歷歷如繪，美得教人屏息。

★全電動峽灣遊船～環保新科技 未來船
舶體驗
為環保永續盡一份心力，特別安排★全電
動化的峽灣遊船，集合無噪音、零碳排、
零汙染等眾多優點，在不破壞自然的情況
下，航行在挪威峽灣間。大面積全景窗讓
您在船艙內欣賞壯麗景致，船體獨特的Ｚ
字型走道設計，靈感來自峽灣山間蜿蜒小
徑，讓您可以隨心所欲在船艙內外自由活
動。

※ 2023年全數出發日期已需求訂出百年經典飯店峽灣房，且多數已確認訂妥，但極少數日期適逢重大
節慶或會展，少數飯店尚未確認。若百年經典飯店峽灣房不足，則補償每人1,000元台幣，若未入住
百年貴族飯店，則補償每人2,000元台幣。
※ 挪威峽灣景觀房定義：只要從住房窗戶看得到任何角度的峽灣景，即稱峽灣景觀房。
※ 若用餐未達人數，飯店將改提供三道式套餐，敬請貴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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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維克尼斯─~洛恩天空纜車~亞歷山大(峽灣區百年經典飯店)

早：飯店內享用
午：★天空纜車環景餐廳
晚：★飯店內自助式豐盛晚宴
★亞歷山大 Alexandra Hotel 或同級

維克尼斯-(175km/3.5hr)-亞歷山大

★洛恩天空纜車
在挪威峽灣區中心的洛恩小鎮，於2017 年全
新開幕★天空纜車，5分多鐘爬升至1,011 
公尺峽灣頂，將美景盡收眼底，特別安排
於山頂★環景餐廳享用午餐。

★亞歷山大 Alexandra Hotel ~ 峽灣區百
年頂級貴族飯店(升等峽灣景觀房)
飯店歷史可追溯至1884年，當時只是個接
待20人的小旅館，因其絕佳的地理位置
和美景逐漸成為旅人們的最愛，至今已傳
承到第五代經營，擴建成優雅舒適的頂級
飯店，成為挪威峽灣區首屈一指的度假天
堂，充分享受山居歲月的靜謐。晚餐在飯
店內享用★豐盛美味的自助式晚宴。

※ 2023年全數出發日期已需求訂出百年經典飯店峽灣房，且多數已確認訂妥，但極少數日期適逢重大
節慶或會展，少數飯店尚未確認。若百年經典飯店峽灣房不足，則補償每人1,000元台幣，若未入住
百年經典飯店，則補償每人2,000元台幣。
※ 挪威峽灣景觀房定義：只要從住房窗戶看得到任何角度的峽灣景，即稱峽灣景觀房。
※ 若用餐未達人數，飯店將改提供三道式套餐，敬請貴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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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亞歷山大~傑蘭格峽灣觀光遊船(挪威最狹窄最美麗的峽灣)~
老鷹公路、精靈之路~里爾哈默

早：飯店內享用
午：挪威當地風味料理
晚：飯店主廚推薦
Scandic Lillehammer 或同級
 

亞歷山大-(60km/1hr)-傑蘭格峽灣巡弋-
老鷹公路& 精靈之路-(260km/4hr)-里爾哈
默

● 傑蘭格峽灣遊船
傑蘭格峽灣是桑尼爾維斯峽灣的分支，全
長約為20公里，延長為S型。搭乘★觀光遊
船展開約一小時的山崖絕璧觀賞之旅。沿
途行經「七姐妹」及「求婚者」瀑布，雄
偉的瀑布墜落數百公尺，實在美不勝收。

★「老鷹公路」&「精靈之路」
午後行經蜿蜒曲折的景觀公路：『老鷹公
路』和『精靈之路』，沿著迂迴曲折盤旋
於陡峭的山壁前進，之字形的轉折公路讓
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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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里爾哈默–奧斯陸(搭乘國際線)/赫爾辛基( 芬蘭，與台灣時差
5小時)

早：飯店內享用
午：挪威當地風味料理
晚：配合航班時間，退誤餐費每人25
歐元
Radisson Blu Seaside Hotel 或同級

里爾哈默-(185km/2.5hr)-奧斯陸-(國際線航
班)-赫爾辛基

北歐散策『奧斯陸』
早餐後回到挪威首都『奧斯陸』，此城市有一半以上的土地規劃成公園綠地，非常怡人舒適
，花些時間走走◎卡爾約翰國王大道，這是奧斯陸最主要的商業中心，櫛比鱗次的商店百貨
，讓喜愛逛街的人停不下腳步。下午搭乘★國際航班飛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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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赫爾辛基(市區觀光)~磐石教堂~烏斯別斯基東正教大教堂~
頌歌中央圖書館~詩麗雅號豪華遊輪之旅~斯德哥爾摩(瑞典，
與台灣時差6小時)

早：飯店內享用
午：芬蘭鄉村風格特色餐廳
晚：★豪華遊輪維京海鮮自助大餐

詩麗雅號豪華遊輪
★面海艙房 2人一室

北歐散策『赫爾辛基』
十九世紀俄國統治芬蘭的一百多年間，將首都由土
庫遷移至赫爾辛基，因此不少地標建築都帶有俄式
風情。赫爾辛基街道為棋盤式、分區清楚，步行就
可觀光，逛逛◎上議會廣場、◎港區、北歐最大東
正教教堂◎烏斯別斯基東正教大教堂。(※當日若遇教
堂活動則無法入內參觀)

★頌歌中央圖書館~赫爾辛基最新景點
此圖書館於2018 年落成，是芬蘭政府籌備20 年、
送給人民的百年建國禮物。流線船型外觀和多元創
新的服務，在整個歐洲引起熱烈的討論，以人為本
的設計，讓每個芬蘭人都能在此樂活享受。

★詩麗雅號豪華遊輪之旅~升等面海艙
斯德哥爾摩到赫爾辛基之間，搭飛機只需數小時，
但搭乘豪華遊輪，便可享受美好的一夜。詩麗雅號
遊輪以100年前的優雅氣氛及現代化裝潢、美味料理
深獲好評，每當旅遊旺季時，國內外的遊客爭相體
驗，經常一位難求，您也體驗看看吧！在船上享用
★豪華豐盛的維京海鮮自助大餐，遊輪於次日清晨
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船公司作業規定，
旅客須於下午15:00~15:30準時至碼頭辦理登船報到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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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德洛特寧赫爾姆離宮~瓦薩號戰艦博物館

早：遊輪上享用
午：老城嚴選餐廳
晚：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Radisson Blu Royal Viking Hotel 或同級

北歐散策『斯德哥爾摩』~ 有『北歐威尼斯
』美稱
今日抵達碼頭後前往參觀名聞遐邇的●市
政廳，外觀壯麗典雅，而廳內鋪滿紅磚的
「藍廳」是諾貝爾頒獎晚宴的所在；續前
往北歐的凡爾賽宮●☆德洛特寧赫爾姆離
宮─夏宮(1991*世界文化遺產)，奶油色的
法式建築倒映水中，十分優雅細緻，向來
是皇室女眷的最愛。古色古香的◎舊城區
附近還有巍峨的王宮，當地各式各樣的特
色小店值得前去一探究竟。

● 瓦薩號戰艦博物館
參觀瑞典最受歡迎的瓦薩號戰艦博物館，
長69公尺，高53公尺的戰艦是瑞典國王古
斯塔夫二世為宣揚國威下令建造，這艘雕
飾華麗、威風凜凜的木造戰艦，造價在當
時可說是世界之最，1628年下水首航時，
全城人民擠在港邊觀賞，沒想到開到外港
即被一陣颶風吹掃，海水由槍砲孔灌入，
瓦薩號轉眼翻覆……時隔300多年，經過龐
大的復原工程，瓦薩號在1990年又和世人
會面，博物館就選擇在當初打造瓦薩號的
海軍碼頭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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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斯德哥爾摩 / 曼谷

早：飯店內享用
午：機上套餐
晚：機上套餐

豪華客機

  
早餐後收拾行李，稍作休息，前往斯德哥爾摩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及退稅後，登上準備飛往回台
的豪華客機，夜宿機上，於次日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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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3 曼谷 / 台北

早：機上套餐
午：X
晚：X

溫暖的家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令人難忘的北歐之旅在此畫下句點，返回溫馨的家園。歡迎您將旅程中的感動、
照片，投稿至【歐雅旅人大聲說活動】與更多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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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團注意事項
團費說明
1. 本報價適用於以上出發日期。(若應航空公司、飯店旺季加價，價格將會有所調整)
2. 團費包含：全程經濟艙團體機票、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餐食(自理餐除外)、住宿、門票、領隊小費。
3. 團費不包含：行李小費(北歐各地旅宿業缺工嚴重，飯店行李員普遍為兼職/打工性質，品質參差不齊，

各方考量下，故不含「行李小費」。)、機場來回接送、新辦護照費用、私人開銷等。
4. 包含保險：團體旅遊綜合險200萬+ 意外傷害醫療險20萬+ 履約保證保險500萬。
5. 房間以團體標準房為主 (2人一室2張單人床)。若單數報名， 將酌收全程單人房價差額，歡迎您結伴參加。
6. 本行程之門票以團體成本來做計算，年長者、兒童之相關費用不做另外退費。
7. 本公司特別加贈每位旅客豪華型旅遊平安保險200萬( 限團進團出，投保年齡限制為年滿15 歲~85歲(不含) 

以下)。此為贈送項目，若不需要或投保資格不符，視同自行放棄，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
8. 當您繳付定金，即表示買賣雙方之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地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

的旅館、餐廳、交通、機票等費用。繳付定金後，若您因故改期或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
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定金。

9.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若因懷孕、生病、意外
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參團叮嚀
1. 以上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本公司得依照航空公司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實際情形調

整順序，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2. 以上航班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仍須確認以當團之班機為主。
3. 因各團出團日期不同，各城市若遇節慶、會議、展覽或賽事等特殊活動， 旅館早被訂滿之情況，將更改

住宿同等級旅館或行程調整，敬請見諒。
4. 因各團出團日期不同，各城市所安排之市區觀光、導覽活動，若適逢假日、特殊節慶或當地政府重要集會

遊行、交通管制，皆可能影響商店營業開放時間與既定安排之活動進行，領隊將視現場狀況，在能力所及
範圍內，盡力安排完成行程。惟若因上述事項導致活動無法順利進行、影響行程造成不變，仍請旅客諒解
。

5. 為顧及其他貴賓之權益，歐雅旅遊有權利拒絕70歲(含) 以上無親友同行及特殊身體與精神狀況之旅客報
名參加，敬請見諒。若自身有慢性疾病、行動不便等狀況，也請主動告知；若因未告知而衍生其他問題，
敬請貴賓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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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說明
1. 歐洲房型絕多數是兩小床雙人房，較少提供一張大床(常以兩張小床合併)。若需求一大床(Double)之貴

賓，煩請事先提出需求，需求後將依每間旅館狀況而定，不保證一定有大床。
2. 單人房為一人房(Single for Single use)，非雙人房供一人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單人房空間通

常較雙人房小。
3. 三人房通常為雙人房加一床，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彈簧床，房間空間並未增大，加上三人份

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住宿三人房。
4.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或同行親友一定要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 本公司會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

並盡量安排，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5. 住房分配是旅館本身在團體入住前就已經先排好房號，再發給領隊人員， 非本公司所能控制，本公司及

領隊人員皆無差別待遇，還請貴賓理解。
6. 特別提醒：無障礙客房與團體標準房皆是同一房型，歐洲人注重人權平等，無障礙客房只是浴室增加一些

防跌裝置，並無歧視之意，敬請貴賓理解。
7. 因尊重每位貴賓住房休息品質與個人習慣，入住飯店後領隊不會逐間巡房。煩請貴賓進房間時，先檢查床

鋪、浴廁等客房設備，若房間有問題，務必馬上與當團領隊或飯店人員聯繫，以免因不愉快的住宿經驗影
響您的旅遊情緒。

餐食說明
1. 歐洲各國的飲食習慣與我們有相當差異，希望貴賓們能有入境隨俗的同理心。本公司餐食安排以當地特色

風味餐為主，中式料理為輔，相互搭配，讓每餐的菜色有所變化，但因每個人口味不同，還請貴賓理解。
2. 歐洲人對素食定義認知與我國大不同，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蔥、蒜、辣椒、奶蛋

甚至魚肉等食材的前提下，歐洲餐廳多以蔬果、奶蛋、起司等材料相互搭配料理；然而當地全素食品不如
台灣豐富、方便取得，故餐食重複性高且變化少，敬請茹素貴賓理解；建議您可準備平常喜歡食用的素食
食品(如：素食罐頭、泡麵等)，以防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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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流程
1. 報名定金
與業務專員洽詢確認行程並繳交定金每人20,000元即報名成功(若選擇搭乘商務艙，須另加收差額)。
定金繳交方式(以下擇一)：

匯款
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松江分行銀行代碼【012】
戶名：歐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470-120-000-310
親臨敝公司現場繳交
線上刷卡
填寫信用卡授權書並傳真至：02-25718890

2. 參團資料
持台灣護照(載有國民身分證字號)，請準備基本資料：
(貴賓若有雙重國籍或持有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 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護照影本(有效期需有9個月以上，並於持照人簽名處簽名)
旅客基本資料表&簽證相關文件
簽訂團體旅遊契約書

3.行前說明會
出發前一星期於歐雅會議室舉辦，業務專員會於說明會前3天(出發前10-14天)以電話通知貴賓前來參加。
若無法出席，將用掛號寄出說明會資料(包括航班、旅館、天氣、領隊連絡電話、集合時間地點、行前須知 )。
4.尾款繳交
出席說明會時請一併繳交尾款。
未出席的貴賓請最慢於出發前7天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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