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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神秘而又充滿吸引力的旅遊勝地，

我們這次將暢遊瑞典、挪威、丹麥三國。

造訪瑞典巴洛克風格的瑞典皇宮，民族浪

漫主義風格的市政廳。欣賞挪威雄偉險峻

的哈當厄爾峽灣，舉世聞名的世界遺產松

恩峽灣。遊覽丹麥安徒生童話發源地的哥

本哈根，北歐文藝復興建築代表的克隆堡

城堡。請享受北歐精選之旅，感受這難忘

的完美時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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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mark
丹麥

Norway
挪威

Sweden
瑞典

Stockholm
斯德哥爾摩

Voss

松恩峽灣Sogne�ord

弗洛姆沃斯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Karlstad
卡爾斯塔德Hardanger�ord

哈當厄爾峽灣

Flam

Oslo奧斯陸

精選行程：★

造訪多處UNESCO世界遺產及世界之最

1. 維格朗雕塑公園 Vigeland Sculpture Park: 世界上最大

的雕塑公園。

2. 哈當厄爾峽灣Hardangerfjord: 世界第四長的峽灣。

3. 松恩峽灣Sognefjord: 2005年列為UNESCO世界遺產。

4. 弗洛姆鐵路Flam Railway:全世界最賞心悅目的火車觀

光路線之一。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當地最優質的旅館，保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特優待遇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精選餐食:
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品嘗其餐飲文化。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美國 USA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瑞典  
Sweden

今日搭乘飛機前往斯德哥爾摩。

第2天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今日抵達斯德哥爾摩，轉往飯店休息以消除長途飛

行之勞頓。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Hilton Hotel Stockholm Slussen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卡爾斯塔德 Karlstad
★★瑞典皇宮Royal Palace: 瑞典皇宮是目前世界上皇
室仍在使用的最大宮殿，整座宮殿仿造羅馬宮殿
修築，為巴洛克風格建築，皇宮內有1,430個房
間，也是歐洲規模最大的皇宮之一。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City Hall: 是瑞典斯德哥爾摩議

會的所在建築物。市政廳位於國王島(Kungshol-
men)，它是瑞典民族浪漫主義風格中最傑出的建

築之一。

★★瓦薩沉船博物館Vasa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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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博物館是斯堪地

那維亞半島歷年來遊客最多的博物館之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Claroin Collection Bilan Hotel Karlstad或同

等級酒店

Stockholm – (310km) – Karlstad

第4天 卡爾斯塔德 Karlstad  奧斯陸 Oslo, 挪威  
Norway   

卡爾斯塔德Karlstad: 瑞典中部的一座美麗的湖港城
市，坐落在浩瀚的維納恩湖北岸，城市被眾多河道
分為數座小島。它地處於斯德哥願摩和奧斯陸之間
交通要道，在歷史上商業極華繁榮。特別安排搭乘
水上公交Water Bus遊覽這座美麗的城市，沿途欣賞
岸上風光。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Hotel Oslo或同等

級酒店

Karlstad – (220km) – Oslo

第5天 奧斯陸 Oslo  哈當厄爾峽灣 Hardangerfjord  
 0沃斯Voss

哈當厄爾大橋Hardanger Bridge:  哈當厄爾大橋是跨
越西南部哈當厄爾峽灣的一座大跨懸索橋，全橋長
1,380m，主跨1,310m，加勁梁寬僅17.7m，2013年
建成后成為挪威第一座大跨橋樑和世界上最大跨雙
車道窄幅橋面懸索橋。

哈當厄爾峽灣Hardangerfjord:位於挪威霍達蘭郡，長
達179公里，是世界上第四長峽灣，也是挪威第二長
峽灣。

沃斯 Voss: 沃斯是挪威西南部重要的商業和交通樞

紐。地處著名的松恩峽灣和哈當厄爾峽灣之間，擁



第8天 奧斯陸 Oslo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丹麥 Denmark 

★★維格朗雕塑公園Vigeland Park: 位於挪威的奧斯

陸，挪威著名雕塑家古斯塔夫·維格v朗以人從

生到死的雕塑為主體，通過生命之橋、生命之

泉、生命之柱、生命之輪四部分組成公園的雕塑

群。共有192座雕像和650個浮雕，是世界上最大

的雕塑公園。

▲★市政廳City Hall:★現在市政廳的藍廳，是諾貝爾

獎頒獎後舉行慶祝宴會的場所，金廳則是諾貝爾

獎典禮後舉行慶祝舞會的場所。

▲★卡爾約翰斯大道Karl Johans Gate: 一條貫通奧斯陸

市區東西的大道，起於東端的奧斯陸中央車站，

止於西端的挪威王宮，一路涵蓋著挪威的精華。

乘船前往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夜宿遊輪上。

哥本哈根Copenhagen: 是丹麥的首都、最大城市及

最大港口。2008年，《Monocle》雜誌將哥本哈根

選為「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並給予「最佳設計城

市」的評價。哥本哈根在全球城市分類中被列為第

二類世界級城市。此外哥本哈根在西獲選為「設置

企業總部的理想城市」第三名。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Overnight Ferry (2 Berth Outside Cabin)  
     16:30 - 09:45 (+1)

第9天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赫爾辛格Heisingor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赫爾辛格Helsingor: 是丹麥西蘭島東赫爾辛格縣的

一個城市，莎士比亞的名劇《王子復仇記（哈姆雷

特）》中所描寫的故事即發生在赫爾辛格。

★★克隆堡城堡Kronborg Castle: 位於丹麥西蘭島北

端靠近赫爾辛格的地方，哥本哈根以北約30公
里處，是北歐重要的文藝復興建築。克隆堡城

堡是由丹麥國王波美拉尼亞的埃里克(King Eric of 
Pomerania) 於1420年代時所建造的。也是莎士比

亞名劇哈姆雷特劇情發生的地方。

有白雪皚皚的山峰、山谷、叢林、河流、瀑布及湖

泊，在全球享有挪威探險之都的美譽。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Park Hotel Vossevangen或同等級酒店

Oslo – (360km) – Hardangerfjord – (110km) – Voss

第6天 沃斯 Voss  弗洛姆 Flam  居德旺恩  
Gudvangen  弗洛姆 Flam

弗洛姆鐵路Flam Railway: 弗洛姆鐵路沿線獲封全球

最賞心悅目的火車觀光路線之一，也是挪威首屈一

指的旅遊景點之一。《國家地理旅行者》雜誌已將

弗洛姆鐵路列入歐洲十大火車之旅。

松恩峽灣Sognefjord: 位於挪威西部松恩—菲尤拉訥

郡境內，全長205公里，為挪威第一長，世界第二

長的峽灣，是挪威著名的旅遊勝地。2005年列為

UNESCO世界遺產。乘坐觀光渡輪遊覽被譽為世界

上最美的旅遊景點之一—松恩峽灣。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Fretheim Hotel Flam或同等級酒店★

Voss – (Train) – Flam – (Ferry) – Gudvangen – (23km) – Flam 

第7天 弗洛姆 Flam  奧斯陸 Oslo 

奧斯陸Oslo: 挪威的首都和最大城市，挪威王室的所

在地，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地，每年的頒獎儀

式在奧斯陸市政廳舉行。

★★阿克斯胡斯城堡Akerhus Castle:是位於挪威首都奧

斯陸的一座中世紀城堡。它的主要用途是保衛奧

斯陸，具戰略重要性的阿克斯胡斯城堡坐落在奧

斯陸峽灣的岩石上，在中世紀時看顧著國王哈康

五世及挪威子民。阿克斯胡斯城堡目前仍是軍事

基地，因此您會看見頭戴濃密羽毛盔的青年士兵

在此巡邏。

★★維京海盜船博物館The Viking Ships Museum:在此

您仍有機會看到昔日揚威海上的海盜船，及有關

挪威造船技術與漁業發展的珍貴資料。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Hotel Oslo或同等

級酒店

Flam – (312km) – O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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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堡宮Christinasborg Palace: 位於丹麥哥

本哈根，是一座巴洛克式建築，最早為阿布薩隆

大主教建於1,167年，曾一度成為皇宮。現為一座

博物館，經常開放供人參觀。

▲★阿馬林堡宮Amalienborg: 是丹麥王室的冬宮，位

於丹麥哥本哈根。它包括四座獨立的古典宮殿有

洛可可式內部及八邊形庭院，廣場中間是紀念性

的馬術雕像。

▲★美人魚雕像The Little Mermaid: 位於丹麥哥本哈

根長堤公園的港口岩石上，這座以安徒生童話

《海的女兒》為藍本的青銅雕塑是哥本哈根的象

征，甚至是丹麥王國的一個象証。

【早餐】遊輪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Clarion Copenhagen Airport或同等級酒店

Copenhagen – (48km) – Helsingor – (48km) – Copenhagen

第10天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美國 USA

今日搭乘航班飛往美國，結束浪漫的北歐10日之

旅。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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