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行程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峽峽灣灣、、冰冰河河、、遊遊輪輪－北北歐歐五五國國之之旅旅 1166 日日  
冰冰島島深深度度  北北國國極極致致體體驗驗  

 
    您想像中的童話世界是什麼樣子呢?北歐就是現實版的童話，那裡有全球最高的幸福指數、

乾淨清新的空氣、豐腴鮮甜的海鮮、便利的國際化都市以及洋溢歡樂氣氛的小鎮。 
    北歐五國有著相似的氣質，卻又各具不同的特色。芬蘭是 2018 全球最幸福的國度，走進首

都赫爾辛基，一窺其獨特的幸福的魅力。水岸瑞典雍容古典，卻將設計風格種在每個生活角落。

萬年冰河刻蝕挪威海岸，留下深邃壯闊、山巒疊翠的峽灣，險峻陡峭的岩石山脈拔高而起，似筆

直插入水面的刀刃，以驚人氣勢佔據視線，此起彼落的驚嘆聲，是對於挪威峽灣的最高禮讚。彷

彿被上帝親吻過的冰島，有著瀑布、冰河、火山、噴泉，是名副其實的「冰與火之國」，那些教

科書裡有教或沒教過的自然現象，都在冰島公路上演。漫步在丹麥街道，彷彿置身於童話世界中

的場景，綠意盎然的街景讓您忘了這是座國際化大都市。跟著晴天旅遊，盡享北國風情，懾服於

斯堪地那維亞的魅力之下，現在就出發前往北國，發掘簡單的幸福滋味。 
 
【行程特色】 

  搭乘前往北歐旅遊最便捷的北歐航空，香港直飛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班機早抵晚回，旅遊時

間最充裕。 
芬蘭:  
  赫爾辛基 參觀形似飛碟而聞名的岩石教堂及紀念偉大音樂家的西貝流士公園，赫爾辛基的

建築風格迥異，每一處都讓人驚艷。 
  芬蘭堡 位於赫爾辛基入港處，長達 6 公里的城牆串起港口島嶼，形成堅實的禦敵堡壘。像

是巨型海上城堡，是世界最大的海上軍事要塞之一。 
  絲莉亞號豪華遊輪 航向夢境，一夜海上奢華，遊輪高達 12 層甲板，143 公尺長的玻璃穹頂

散步大道貫穿中軸，兩旁盡是餐廳，酒吧及免稅商店，像是一座在海上航行的迷你城市。不

只作為移動的交通工具，更是一段難忘的海上體驗，領會幸福國度的漫遊精神。 
瑞典:  
  斯德哥爾摩 全世界最美的地下鐵在瑞典！也被稱之為世界最長的藝術館，每站都會

有不同的主題藝術，許多藝術圖騰和畫作，讓人嘆為觀止。 
  瓦薩號戰艦博物館 在 1628 年首航時即沉入海中，三百多後才從海中重見天日，瓦薩號雖是

戰船，卻同時擔負宣揚國威的任務。 
  德洛汀罕皇宮 有「北歐凡爾賽宮」之稱，宮殿配上巴洛克式庭園造景，奶油色的法式建築

倒映水中，1991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美不勝收。 
  乘運河遊船 在彎曲的海上水道之間，盡情遊覽北方威尼斯之風光。 
挪威:  
  卑爾根 全日市中心深度漫遊，並安排搭乘纜車前往 Floyen 山頂。 
  深度峽灣之旅 行程從卑爾根開始，一路玩到奧斯陸(不重複路線，免受拉車之苦)。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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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搭船暢遊松恩峽灣、蓋朗格峽灣，讓您的峽灣之旅盡興且充實。 
  挪威縮影之高山火車  全世界最陡峭之登山列車，山壁、峽谷、瀑布美景盡收眼底。 
  冰原之旅 布里克斯達冰河 歐洲大陸最大之冰河，陽光照在冰川上時，可望見五彩奇特的藍

光。 
  松恩峽灣 「峽灣之王」之稱，為世上最長最深的峽灣，與蓋朗格峽灣併列入世界遺產。 
  蓋朗格峽灣  兩岸懸崖飛瀑、奇峰怪石和村莊聚落，編織一幅令人驚艷的景色。 
  老鷹公路 「之」字形公路，山勢險峻、工程艱鉅，在此鳥瞰風景壯麗的蓋倫格峽灣。 
  樹精靈通道  令人心驚膽顫的 U 形急轉彎道路，尋覓挪威森林與傳說中的「樹精靈」！ 
  奧斯陸 參觀維京海盜船博物館及著名人體石刻和銅雕的維吉蘭雕刻公園。 
冰島:  
  雷克雅維克 世界最北的首都，是個人口密度極低的城市，不同於一般大都市的忙碌嘈雜，

這座美麗的城市，能讓您在享受便利的購物、美食的同時，感受悠閒放鬆的生活步調。 
  藍色溫泉湖  沉浸在冰涼的空氣、白色的霧氣與療癒的露天溫泉中，有人說藍胡之於冰島，

就像艾菲爾鐵塔之於巴黎一樣，沒去朝聖一番，不算來過冰島。 
  特殊多變的瀑布奇觀 冰島因為多變的地形，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美麗瀑布：塞里雅蘭瀑布、

斯科加爾瀑布、黃金瀑布。 
  傑古沙龍冰河湖 大量而色彩美麗的藍色浮冰，緩緩流經冰河湖後，再進入海洋，更是許多

電影的拍攝地，如 007 系列電影、古墓奇兵等。 
  全日經典金環之旅是位於冰島南部一條經典的旅遊路線，火山口湖、黃金瀑布、大間歇噴泉、

格弗里國會舊址，從自然奇景到世界遺產，給您豐富完整的一日行程。 
丹麥:  
  哥本哈根 充滿迷人魅力的童話之都，綠意盎然的街景顛覆您對於首都充斥高樓大廈的刻板

印象。 
  菲德烈古堡 金碧輝煌、雕樑畫棟，屬於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格。 
  市政廳  磚紅建築完成於 1905 年，市政廳廣場更是各項節慶活動重要的舉行地之一。 
  斯托耶購物街  哥本哈根最重要的購物街，整條徒步街道商店櫛比鱗次，目不暇給。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輕巧環保導覽耳機 
 全面採用成新式導覽耳機，更為環保(充電式)、輕巧方便，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讓您一

邊自由拍照也不會錯過當地專業導遊的精采講解。 
  車上每日供應一瓶礦泉水 
  每日午、晚餐皆提供餐桌桌水，及一杯飲料。 
  每房配有一台 WIFI 機，讓您隨時與好友 on line 
  贈送晴天專屬過夜包 
 每位旅客贈送一個過夜包，讓長途旅行的您，可放入個人隨身用品，方便且輕巧。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旅館的行李運送費 
 北歐旅館的行李運送費十分昂貴，晴天為了讓您能夠更無負擔地享受旅程，貼心包含了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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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運送費。安排旅館人員替您將行李送抵房間，讓您不須額外花費也能省卻拉行李的辛

勞。(部分飯店無行李員，請您見諒)。 
 
【世界遺產】 

  行程參觀 6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挪威的蓋朗格峽灣、那羅依峽灣、布呂根建築；芬蘭的

芬蘭堡；瑞典的德洛汀罕宮；冰島的平格佛里國會舊址。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共有 10 處被列為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芬蘭—岩石教堂(311)、瑞典—斯德哥爾摩老城區(99)、瑞典—瓦薩號戰艦博物館(206)、挪威—

布呂根(124)、挪威—蓋郎格峽灣(128)、挪威—維吉蘭雕刻公園(210)、冰島—傑古沙龍冰河湖

（60）、冰島—藍色溫泉湖（93）、冰島—黃金瀑布（176）、冰島—間歇泉（359）。 
 

第01天 台灣香港 
BR-809 1900/2045【飛行時間 1 時 45 分】 
今日集合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經香港及丹麥轉機點飛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班機於隔日上午

抵達。 

 
第02天 香港哥本哈根赫爾辛基 Helsinki【芬蘭】 

SK-966 0120/0720【飛行時間 12 時 0 分】；SK-1708 0810/1040【飛行時間 1 時 35 分】 
(赫爾辛基市區觀光) 
今日抵達赫爾辛基，隨後進行市區觀光：▲議會廣場是一處正方形的美麗廣場，廣場中心豎

立著建於 1894 年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銅像，以紀念他給予芬蘭充分的自治；廣場北邊是赫爾

新基的地標▲大教堂，綠色圓頂和白色外牆的對比色設計顯得非常美觀，也是全市最高的建

築。▲烏本斯基教堂是北歐最大的東正教堂，金色洋蔥式的屋頂洋溢著濃濃的俄羅斯風味，

也顯示了俄國在芬蘭所留下的文化遺跡；因形似飛碟外觀聞名的▲岩石教堂，其鑿空岩石的

造型設計，世界上絕無僅有；▲西貝流士公園裡管風琴藝術造型的紀念碑，代表西貝流士的

樂音，流傳千古；而▲露天市集廣場是市區最有活力的的地方，在南邊碼頭廣場上有一個圓

型噴水池，為「波羅的海的女兒」▲阿曼達女神雕像，是赫爾辛基城市的象徵。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北歐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Radisson Blu Plaza Helsinki4* 或 同級 
 

第03天 赫爾辛基－絲莉亞號 Silja 
(行車：104 公里，1.5 小時，來回)；SILJA-17:00/09:55【航行時間 15 時 55 分】 
今日參觀★芬蘭堡，芬蘭灣海島上的巨型海上城堡，是世界最大的海上軍事要塞之一。接著

前往有“木製建築博物館”及“詩人城鎮”之稱的▲鮑渥小鎮，也是芬蘭第二大古老的城市。抵

達後參觀尖頂拱形、顏色雪白的▲鮑渥大教堂，1809 年芬蘭第一屆議會在此舉行。水畔一排

▲磚紅色排屋是鮑渥的標誌，許多明信片上都有它的身影，它們也見證了鮑渥航運業的黃金

時期。漫步▲市政廣場和幽靜的購物小街，禮品及手工藝製品的小店林立，由其是鮑渥老牌

巧克力名店▲Brunberg 店，千萬不可錯過。隨後前往碼頭搭乘波羅的海的豪華遊輪★絲莉亞

號，沿途可欣賞渡假小屋、帆影點點及小島風光。晚餐安排豐盛的維京海鮮自助大餐，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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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遊輪上逛逛免稅店、賭場、欣賞歌舞秀表演。今晚安排兩人一室的面海外艙客房。次

日清晨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香鮮蔬鮭魚佐馬鈴薯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絲莉亞號 Silja 面海艙(兩人一室) 
 

第04天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瑞典】 
(斯德哥爾摩市區觀光) 
遊輪於今日早上抵達斯德哥爾摩，參觀花費十二年建造才完工的★市政廳，以紅磚砌成優美

的外觀而被譽為「20 世紀歐洲最美的建築物」，是斯德哥爾摩的精神象徵與地標性建築，並行

車經過音樂廳、騎士島、利達霍爾姆教堂及歌劇廳等著名建築物。下午特別安排★斯德哥爾

摩地下鐵之旅；隨後漫步斯德哥爾摩七百多年歷史的▲舊城區，鋪著石板路的小巷道以及羅

列其間的各式各樣特色小店，顯示出中世紀的街道風采。前往參觀有「北歐凡爾賽宮」之稱

的★德洛汀罕皇宮【UNESCO,1991】，宮殿配上巴羅克式庭園造景，美不勝收，至今仍為皇族

住所，裝飾豪華的房間一部份已開放大眾觀賞。參觀完後特別安排搭乘★運河遊船返回市區，

在彎曲的▲梅拉倫湖的水道之間，盡情遊覽北方威尼斯之風光。隨後參觀★瓦薩號戰艦博物

館陳列有 1628 年建造的瓦薩號戰艦，在此可欣賞瓦薩號戰艦的木造船身、各式的雕刻品及大

砲，並瞭解其沈船始末。爾後前往舊市區參觀巍峨的▲皇宮，氣勢不凡的▲教堂及其高聳入

雲的尖塔。 
早餐：遊輪用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北歐風味餐 
住宿：Radisson Blu Waterfront 4* 或 同級 
 

第05天 斯德哥爾摩卑爾根 Bergen【挪威】 
SK-899 0700/0820【飛行時間 3 時 20 分】 
今天上午搭機抵達挪威「峽灣之都」的卑爾根，位於世界最長的松恩峽灣和美麗的哈丹格峽

灣之間，這裏是進出挪威峽灣的最佳地點。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港口東側一排尖頂、色彩

繽紛的木造房舍，這些名為▲布呂根【UNESCO,1979】的建築，不僅是漢撒同盟海外商埠的

唯一例證，也是北歐木建築的典型代表。續參觀★番托夫木製教堂，此教堂至今已有八百多

年歷史，1992 年 6 月 6 日番托夫木教堂被完全燒燬，修復工作於 1997 年結束，使教堂完全

恢復到了被燒燬之前的樣貌。特別安排搭乘★登山電纜車登上海拔 320 公尺▲佛洛揚山，俯

瞰卑爾根市全貌和遠眺海灣景色。接著遊覽古老市街及熱鬧的▲漁貨市場，在漁市可購買到

各類海鮮、水果、手工藝及紀念品。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Radisson Blu Royal Hotel 4* 或 同級 
 

第06天 卑爾根－米爾達 MyrdaL－佛拉姆 Flam－松恩峽灣 Sognefjorden－羅溫 Loen 
 (行車：360 公里，6 小時，含渡輪搭乘時間) 
今日需要起個大早展開最精采的峽灣之旅，沿著挪威森林與湖泊的美景，進入精靈的故鄉。

首先搭乘「挪威縮影」中的★卑爾根鐵道火車，這段被譽為挪威高山鐵路之冠，穿過有挪威

屋脊之稱的山地高原，沿途中綠水青山的峽谷景色與白雪皚皚的高原風光交相出現，彷彿一

齣大自然的映畫片。抵達米爾達後轉搭沿著陡峭的山坡和急轉的彎度而建造，全世界最陡峭

之登山列車★弗拉姆高山火車。這段 20 公里長的火車旅行將呈現給您挪威最遼闊和最壯麗的

景色。河流穿越深深的峽谷，瀑布從陡峭、白雪覆蓋的山頭飛落而下，農場鑲嵌在陡峭的山

坡上，傾斜得令人暈眩。火車最後抵達終點站▲弗拉姆，也是松恩峽灣遊輪的重要停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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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搭乘遊船欣賞松恩峽灣的支線▲那羅依峽灣【UNESCO, 2005】，沿途欣賞兩岸峽灣飛瀑

及冰河切割的地形，兩岸山壁緊連、相距咫尺，眼前一幕幕的美景，體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置身其中，彷彿在電影院中觀賞一部 360 度影片。今晚入住名列挪威峽灣區五大飯店之首，

至今已傳到第五代經營，以山林峽灣相互映襯，世界一流的美景就在眼前，充分享受山居歲

月的寧謚。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北歐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Alexandra Hotel 峽灣經典飯店 4* 或 同級 
 

第07天 羅溫－布里克斯達冰河 Briksdal－蓋朗格峽灣 Geiranger Fjord 
 (行車：90 公里，3 小時，含渡輪搭乘時間) 
早餐後專車前往歐洲大陸最大之冰河★布里克斯達冰河，展開精彩的冰河體驗之旅，抵達後

搭乘★電動觀光車前往冰河，坐在開放式的四輪傳動車內，公園內豐富的地質遺跡和秀麗的

布里克斯達瀑布近在眼前，清新的空氣更是讓人神清氣爽。下車後續徒步 10 分鐘，壯闊的冰

河全景即呈現眼前。抬頭仰望，一大片雪白閃亮的冰河，就像一條氣勢磅礡的河流，從山谷

間奔騰而出，卻在一瞬間定格，壯觀的氣勢，令人讚嘆不已。隨後乘遊船穿遊在★蓋朗格峽

灣【UNESCO, 2005】，在兩岸懸崖飛瀑、奇峰怪石外，還有雪峰、冰川和峭壁上的村莊聚落，

編織成了一幅令人驚豔的景色。峽灣兩邊大大小小的瀑布，經過一個冬天的洗禮，山上的雪

水匯成一道道的瀑布直往峽灣瀉下，其中最為旅客所熟知的七姊妹瀑布，由七條山澗飛瀑所

聚集而成，有如水彩畫一般的美景，令人心神蕩漾，忘卻塵囂。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Union Hotel 峽灣經典飯店 4* 或 同級 
 

第08天 蓋朗格峽灣－老鷹公路 Eagles Turn－樹精靈通道 Trollstigen－里爾哈默 Lillehammer－歐爾

Oyer 
 (行車：430 公里，6.5 小時，含渡輪搭乘時間) 
今天將沿著全世界最曲折蜿蜒的峽灣山區景觀公路行駛，沿途的風光更是令人難忘。第一段

呈「之」字形公路被稱為▲「老鷹公路」，順著峽灣盤繞著陡峭的山壁開鑿，山勢險峻、工程

艱鉅，您回首即可鳥瞰風景壯麗的蓋朗格峽灣。隨後行駛於一條令人驚顫的 U 形急轉彎道路，

▲樹精靈公路，這條險要又美麗的山路有無數個「之」字形彎，平均坡度達到 9%。雖然樹精

靈公路又陡又險，山上的風光卻是獨一無二，遊客亦可聆聽到斯蒂格佛森瀑布奔流之下發出

的美妙聲響，讓人流連忘返。別忘了在挪威森林中與傳說中的「樹精靈」合影！前往 1994 年

冬季奧運會所在地──里耳哈默，位於挪威最大湖泊▲米約薩湖邊，景色宜人。抵達後參觀

挪威▲冬運比賽會場，於此眺望湖區美麗風景。而▲斯多加達徒步街因保存良好的木造建築

而大受旅客們的歡迎。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Scandic Hafjell 4* 或 同級 
 

第09天 歐爾－奧斯陸 Oslo 
(行車：184 公里，2.5 小時) 
今日上午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進行奧斯陸市區觀光，行車經過挪威王室的居所◎挪威王宮，

是現任哈拉爾國王的辦公地，◎議會大廈與王宮遙遙相對。奧斯陸▲市政廳建於 1950 年，是

一座古代與現代建築風格巧妙結合的大型建築物，每年的 12 月 10 日，諾貝爾逝世紀念日這

天，在此舉行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參觀★挪威國家美術館，收藏是以挪威藝術家的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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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雕塑作品為主，兼顧“國家美術館之友”捐贈的馬奈、莫奈、雷諾阿、高更、畢加索等一

批西歐近現代繪畫名作。此外，還包括國外的藝術作品，主要包括俄國 16 至 17 世紀的聖像

畫、歐洲的宗教畫，以及古代埃及、希臘、羅馬的雕刻品。在館藏的挪威藝術家作品中，獨

占鰲頭的是有“表現主義之父”美譽的蒙克的作品，總共有 58 件之多，而且多為畫家在各個

時期的代表作，堪與同在奧斯陸的蒙克美術館藏品相媲美。行車經過奧斯陸最繁華的商業大

街卡爾．約翰大街，附近的奧斯陸大教堂是挪威國教──福音路德派的中心。今天下午您將

有時間自由購物。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奧斯陸特色海鮮餐 
住宿：Radisson Blu Plaza 4* 或 同級 
 

第10天 奧斯陸雷克雅維克 Reykjavík【冰島】－藍色溫泉湖 Blue Lagoon－雷克雅維克 

SK-4787 1005/1200【飛行時間 2 時 20 分】；(行車：98 公里，1.5 小時) 

班機於今日早上抵達哥本哈根，隨後轉機飛往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冰島是北大西洋中的一

個島國，位於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匯處，通常被視為北歐五國之一，儘管面積不大，卻是

歐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國家，也是世界最少的其中之一。首都雷克雅維克，也是冰島的最大城

市。冰島地處大西洋中洋脊上，是一個多火山、地質活動頻繁的國家。內陸主要是平原地貌，

境內多分佈沙質地、冷卻的熔岩平原和冰川。前往泛著迷濛白茫霧氣的★藍色溫泉湖，此泉

為酸性泉，溫泉中豐富的泥沼含有各種對人體筋骨及皮膚有療效的礦物質，冰島保養品即由

此提煉，馳名於世。在遙遠的冰島泡溫泉，優游在乳藍色的水裡，真是人生一大樂事(請攜帶

泳衣)。★珍珍珠樓是在 1988 年由建築師 Ingimundur Sveinsson 所設計並建造在雷克雅維克

市郊的「Oskjuhlid Hill」山上，珍珠樓抽取地下的熱水後將熱水儲存於其六個巨大的不銹鋼

水桶中，再藉由高低差引水到雷克雅維克市區內供市民使用。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藍湖餐廳                 晚餐：珍珠樓餐廳 

住宿：Grand Reykjavik Hotel 4* 或 同級 
 

第11天 雷克雅維克－塞里雅蘭瀑布 Seljalandsfoss－斯科加爾瀑布 Skogafoss－黑沙灘 Reynisfjara－
維克 Vik 

(行車：202 公里，3 小時) 

今日造訪★塞里雅蘭瀑布，位於冰島西南部，斯科加爾以西約 30 公里處的塞里雅蘭河上，高

度約 60 公尺，最大的特點莫過於有一條環型步道通往瀑布後方的岩洞，故又稱為水濂洞瀑布。

★斯科加爾瀑布位於冰島南方，高度約 60 公尺，寬約 25 公尺。瀑布在夕陽的照射下，若陽

光條件良好有機會看見絢麗的彩虹，故又稱為彩虹瀑布。今日前往★黑沙灘，黑色的玄武岩

是火山熔岩的傑作，經過長時間海風與海浪的精雕細琢，把玄武岩磨成了黑沙，形成冰島南

部極富盛名的景點，純黑的沙與純白的浪交織成一幅冰島與世無爭的美麗海岸線。隨後前往

西南部沿海小鎮維克。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冰島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Hotel Kria 或 同級 
 

第12天 維克－傑古沙龍冰河湖 Jokulsarlon－赫拉 Hella 

(行車：480 公里，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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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前往★傑古沙龍冰河湖，又稱千年冰河湖，是冰島最大的瓦特納冰川(Vatnajökull)東南部

邊緣入海口處天然形成的冰瀉湖，一片廣闊無際、晶瑩又透著粉藍色光澤、或大或小的千年

浮冰，漂浮在澄清如鏡的夢幻湖面上。由於這壯麗的景色，這裡也成了許多知名電影的拍攝

取景地，包括古墓奇兵、007 誰與爭鋒、蝙蝠俠開戰時刻等多部電影。我們將在此坐上小船，

由專業導覽員帶領在★冰河湖上遊船，近距離欣賞大大小小的巨型浮冰，幸運的話還能看見

海豹浮出水面呼吸，冰涼的空氣搭配壯觀的景色，將是永生難忘的體驗。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冰島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Land Hotel 或 同級 
 

第13天 赫拉－金環之旅 Golden Ring－雷克雅維克  
(行車：150 公里，2 小時) 
冰島素有「冰火島」之稱號，高聳的火山口、與銀色大冰原千萬年相伴，冰火相容的奇幻魔

境，見識造物者的神奇力量。今日展開最受旅客歡迎的金環之旅，參觀著名的▲火山口湖，

大約為 6500 年前火山爆發後的火山口所形成。而▲黃金瀑布磅礡的水勢形成的水氣，在陽光

的照射下，美麗的彩虹不時的橫跨在瀑布上，有如黃金打造般的美麗。續前往參觀媲美黃石

公園的▲大間歇噴泉，地底下沸騰的地下水每隔約十分鐘即噴出泉口，形成高達 30 公尺的熱

水柱，蔚為奇觀！續前往歐亞大陸板塊分界之大地塹，拜訪世界上最古老的國會▲平格弗里

國會舊址【UNESCO, 2004】，此地在 1928 年即成為冰島第一個國家公園，附近景色優美，是

冰島人最喜歡的度假聖地。接著回到雷克雅維克市區，前往▲托寧湖及周圍的▲市政廳、▲

國會樓以及市區地標▲哈爾格陵姆大教堂為冰島最大的教堂，也是全冰島第六高的建築結

構，高 73 公尺，歷時 38 年打造，1986 年完工。其狀似火山玄武岩的獨特建築曲線，為該市

著名地標建築。午後您可前往市區購物大街，欣賞獨具特色的櫥窗小店與選購當地特色紀念

品，自在漫遊在這座全世界最北的首都。隨後前往雷克雅維克市區海濱，欣賞由著名藝術家

打造狀似維京船的▲太陽航行者號鋼雕，以及 2011 年開幕的▲HARPA 音樂廳。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冰島風味餐                 晚餐：冰島小龍蝦 
住宿：Grand Reykjavik Hotel 4* 或 同級 

 
第14天 雷克雅維克哥本哈根 Copenhagen【丹麥】 

SK-596 1120/1525【飛行時間 3 時 20 分】 
(哥本哈根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搭乘北歐航空，前往此行北歐五國中的最後一站－丹麥。班機於下午抵達首都哥本

哈根。哥本哈根有著「北歐巴黎」之美譽，在古老的建築中充滿時尚的元素。所以如果想瀏

覽北歐的城市風光，哥本哈根絕對是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與其他世界知名大都市的不同

之處，即便在城市的中心，也很難看到林立的高樓，取而代之的是美麗的花園，茂盛的樹木

和綠鬱蔥蔥的草坪。其宜人的城市環境，和安逸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其城市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所以哥本哈根也曾被評為世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城市。前往機場飛至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展開

哥本哈根市區觀光：參觀安徒生童話描述之▲美人魚銅像，栩栩如生的雕像訴說著一段哀怨

動人的童話故事，已成了哥本哈根的地標；續前往▲女農神噴泉，由北歐神話中的吉菲昂女

神和四條牛及套犁組成的銅塑。▲阿美琳堡王宮是丹麥王室的主要宮殿，它由四座獨立的古

典宮殿有洛可可式內部及八邊形庭院，附近的▲大理石教堂是丹麥規模最大的圓頂教堂，與

阿美琳堡王宮相互輝映，讓哥本哈根增色不少。▲新港沿岸可愛磚房裡的餐廳為它博得全世

界最長吧台的美譽。續行車經過現為丹麥中央政府辦公處的▲克利斯蒂安八世王宮、靠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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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新國王廣場以及歐洲仍在使用中的最古老的▲天文臺圓塔。接著來到擁有高 105.6 公

尺尖塔的▲市政廳，是一座仿文藝復興風格的紅磚結構建築，現在仍發揮著部分市政府機能；

市政廳對面右側，有一▲安徒生雕像矗立在熙來攘往的大街旁，每天都有不少遊客為他拍照

留念。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發放餐費 20 歐元             晚餐：丹麥幸福豬肋排 
住宿：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Copenhagen 4* 或 同級 

 
第15天 哥本哈根香港 

SK-965 2055/1445+1 【飛行時間 12 時 00 分】 
今天早上前往北歐最華美的皇宮與多次舉辦皇室婚禮的★菲德烈城堡，城堡外觀金碧輝煌，

城堡內雕樑畫棟富麗堂皇，體現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格，巴洛克式精緻的後花園更是引人

駐足流連，從此處回眸欣賞古堡更是絕佳地點。從 1640~1840 年之間每一代丹麥國王都在此

地舉行加冕儀式。▲斯托耶購物街長達 1.2 公里，也是歐洲最長的步行街，您將有時間在此

自由購物。傍晚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台。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發放餐費 20 歐元 

 
第16天 香港台灣 

BR-872 1925/2110【飛行時間 01 時 45 分】 
今日返抵台灣，結束了精彩的【【峽峽灣灣、、冰冰河河、、遊遊輪輪——北北歐歐五五國國之之旅旅 1166 日日】】。 

 

北歐航空 航班參考 

天數 起飛地--抵達地 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時間 
飛行 
時間 

1 台灣—香港 TPE/HKG 長榮航空 BR-809 1900/2045 01:45 

2 香港—哥本哈根 HKG/CPH 北歐航空 SK-966 0120/0620 12:00 

2 哥本哈根—赫爾辛基 CPH/HEL 北歐航空 SK-1708 0810/1045 01:35 

5 斯德哥爾摩—卑爾根 STO/BGO 北歐航空 SK-899 0700/0820 03:15 

10 奧斯陸—雷克雅維克 OSL/REK 北歐航空 SK-4787 1005/1200 02:20 

14 雷克雅維克—哥本哈根 REK/CPH 北歐航空 SK-596 1120/1525 03:20 

15 哥本哈根—香港 CPH/HKG 北歐航空 SK-965 2055/1445+1 12:00 

16 香港—台灣 HKG/TPE 長榮航空 BR-872 1925/2110 01:45 

 
<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並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 



參考行程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43,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

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

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旅館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

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

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

行車參觀。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①客戶基本資料表②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有六

個月以上之效期，3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③訂金傳真刷卡

確認單④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部分國家如需申請簽證及相關資料，晴天業務專員會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