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公主號─夢幻波羅的海七國(德國)16 日
旅遊地區：瑞典/愛沙尼亞/俄羅斯/芬蘭/德國/丹麥/挪威

阿酋

出發日期：2019 年 7 月 1 日(一)

第1 頁

帝王公主號─夢幻波羅的海七國(德國)16 日
旅遊地區：瑞典/愛沙尼亞/俄羅斯/芬蘭/德國/丹麥/挪威

阿酋

出發日期：2019 年 7 月 1 日(一)

豪華遊輪「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悠遊夢幻波羅的海。
12天11夜北歐遊輪，帶您造訪「波羅的海女王」呂貝克，愛沙尼亞首都塔林，都是國人難得
造訪的景點；俄羅斯的文化古都－聖彼得堡，遊輪停靠二天一夜，行程最豐富，景點最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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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食

住

玩

＊配合遊輪停靠點精心安排用餐地點與餐食，絕非用中式料理打發。遊輪行程中於陸上加訂五
次午餐、一次宮廷晚宴及二次遊輪付費特色餐廳，不因趕回遊輪上用餐犧牲陸上觀光行程。
＊於哥本哈根知名的COPENHAGEN CORNER餐廳，享用丹麥傳統風味料理晚餐，坐在餐廳的
透明落地大窗旁邊，享用美食之際，同時可飽覽丹麥首都市區的美景，感受貴賓般禮遇。
＊聖彼得堡尼古拉大公爵宮殿享用俄羅斯宮廷香檳晚宴，觀賞聞名世界的俄羅斯傳統民族歌舞。
＊貼心安排於登船前在哥本哈根住宿兩晚，可輕鬆暢遊哥本哈根市區及週邊景點，品嚐道地的
丹麥傳統風味料理及北歐創意料理。
＊搭乘2014年首航的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將公主遊輪秉承50年之久的卓越、優雅及
舒適的傳統推向全新境界。全新的特色設施會讓最挑剔的乘客也感受到最貼心的愉悅與驚喜。
＊遊輪上特別安排陽台艙房(陽台艙房面積包含室內及陽台坪數約6.5坪)，貴賓可於艙房內觀賞
所有行經的美麗景點，走到艙房內的陽台可立即欣賞日出、日落的美景及遊輪進出不同港口
的景致，亦可於陽台享受屬於二人世界的早餐，擁有搭乘遊輪的美好經驗，此也正是搭乘遊
輪的魅力所在，非其他傳統拉車旅遊行程所能替代。
＊12天11夜北歐遊輪，帶您造訪「波羅的海女王」呂貝克，愛沙尼亞首都塔林，都是國人難得
造訪的景點；俄羅斯的文化古都－聖彼得堡，遊輪停靠二天一夜，行程最豐富，景點最精彩。
＊景點經過精心規劃設計，完全有別於一般制式的北歐遊輪行程，例如聖彼得堡（俄羅斯）
，特
別安排雙宮(冬宮/夏宮)之旅、地鐵車站參觀體驗、俄羅斯宮廷晚宴、東正教教堂巡禮(聖以撒
教堂，基督噬血教堂，喀山教堂)、涅瓦河內運河遊船(包船)、俄羅斯宮廷香檳午宴及晚宴。
＊行程經過精心規劃設計豐富又精彩，造訪丹麥(哥本哈根)、挪威(奧斯陸)、德國(呂貝克、施
維琳)、愛沙尼亞(塔林)、俄羅斯(聖彼得堡)、芬蘭(赫爾辛基)、瑞典(斯德哥爾摩)
※哥本哈根－腓特烈教堂、女神噴泉、小美人魚、國王新廣場、玫瑰宮、夏洛特堡宮、市政廳。
特別造訪丹麥最具代表性的佛萊德瑞克斯古堡，御花園內花木扶疏。新港
Nyhavn，彩色的17世紀磚屋，和停靠港邊的高桅木船，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風景畫。歐洲最長之一(1600公尺)的步行街Stroget。
※奧斯陸－艾克胡斯堡、挪威國家歌劇院、維格蘭雕刻公園、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地－市政廳。
※呂貝克－德國第一個被UNESCO選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古城，市中心廣場、宏偉的聖瑪莉
教堂、特別安排豋上St. Petri教堂的觀景塔，俯瞰呂貝克全城。百年酒窖餐廳午餐。
※施維琳－被稱為北方的新天鵝古堡可說是夢想和童話的延續的施維琳皇宮。
※塔林－世界遺產塔林舊城深度之旅：市政廳、歌維爾斯特教堂、尼古利特教堂、歌劇院。
※聖彼得堡－搭乘噴射遊船造訪位於波羅的海芬蘭灣的夏宮、安排非常特別的「地鐵車站參觀
體驗」
、造訪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隱士蘆博物館(冬宮)。車上欣賞聖彼得堡美麗
的夜景。參觀俄羅斯最豪華的聖以撒教堂、彩色馬賽克外牆的基督噬血教堂、半
環形迴廊環抱的喀山教堂、外觀紅白相間條紋的切斯馬教堂、安排涅瓦河Neva遊
船(內運河)。
※赫爾辛基－伴侶島露天博物館、西貝流斯公園、獨特的石頭教堂、宏偉的赫爾辛基大教堂與
美麗的俄式希臘東正教烏斯佩斯基大教堂，奧林匹克運動場、港邊市集。
※斯德哥爾摩－造訪有北凡爾賽宮美譽的DROTTNINGHOLM皇宮(入內參觀)、聞名遐邇的市政
廳及諾貝爾頒獎宴會廳、瑞典王宮及寶庫(收藏了象徵王室的皇冠、權杖和鑰
匙)、斯德哥爾摩舊城區Gamla Stan。

＊搭乘全球最佳，平均機齡最新的阿酋航空，經杜拜直飛哥本哈根來回，最為便捷，還可享受全球最大的A380
客機豪華的設備與頂級的服務。
＊最專業的遊輪專業領隊及當地導遊隨團服務及解說、海上航行日精心安排娛樂活動（有中文影片欣賞、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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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橋牌、象棋等）
，貴賓將享有最熱情貼心的服務。
＊全程無自費行程、無餐費自理、無進購物站活動。
搭乘遊輪：★★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遊輪簡介：
遊輪噸位141,000噸。全長330公尺。寬度38公尺。高度66公尺。航速22浬。
遊輪艙房共1,780間。載客數：3,560人。工作人員：1,346人。甲板樓層共有19層。
帝王公主號於2014年5月20日首航，是目前公主遊輪18艘遊輪船隊中的旗艦。

出發日期：2019年7月1日(一) 訂金每人NT$60,000元，出發前75天可免費取消。
團費：NT$235,000元（6.7坪陽台艙）
、NT$255,000元（9坪迷你套房）
★出發日180天前報名，船艙每人早鳥優惠NT$9,000元。
★出發日 90天前報名，船艙每人早鳥優惠NT$5,000元。
●二人一室，每人價格。報價已含全程小費(遊輪小費、領隊小費、司機小費)，岸上觀光費用、
陸上行程食宿費用、港口稅、機場稅、燃油稅。
●報價不含高北接駁、台灣地區機場接送、私人花費。
●機票自理可扣除團體經濟艙機票款NT$40,000元(含稅)。
出團備註：1.報名時請繳交訂金、中英文姓名及護照影本。團費尾款請於行前說明會時繳交完畢。
2.本行程表視航空公司班次的確認，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7 月當地預估溫度℃
地點

哥本哈根

斯德哥爾摩

赫爾辛基

聖彼得堡

塔林

奧斯陸

呂貝克

最高℃

21

22

21

22

22

22

22

平均℃

17

17

17

18

18

17

18

最低℃

13

12

13

14

13

12

13

航班參考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機型

23:20

04:15+1

8小時55分

台北/杜拜

阿酋航空

EK367

A380

第2天7/2(二)

08:20

13:15

6小時55分

杜拜/哥本哈根

阿酋航空

EK151

A380

第15天7/15 (一)

15:35

23:55

6小時20分

哥本哈根/杜拜

阿酋航空

EK152

A380

第16天7/16 (二)

04:05

16:50

8小時45分

杜拜/台北

阿酋航空

EK366

A380

第1天7/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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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標示者為「行車經過」

第1天 7/1(一) 台北/杜拜 Dubai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杜拜飛往有童話王國之稱的丹麥－哥本哈根。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2天 7/2(二) 杜拜/哥本哈根COPENHAGEN(丹麥)
凌晨飛抵杜拜國際機場，稍事休息後於早上繼續搭機飛往哥本哈根。班機於下午抵達，辦妥入境手續後，隨
即搭乘專車前往哥本哈根市區，入住五星級飯店。晚餐特別安排位於哥本哈根市區聖喬治湖畔的Restaurant
Cassiopeia有機餐廳，享用可口的丹麥風味有機料理，用餐時刻還可享受著迷人湖區景緻，可讓您輕鬆地親
近並感受哥本哈根迷人的風貌。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丹麥傳統風味料理迎賓宴
住宿：5★哥本哈根皇家麗笙酒店Radisson Blu Royal Hotel,Copenhagen或同等級(兩人一室)

第3天 7/3(三) 哥本哈根COPENHAGEN(丹麥)
早餐後專車沿東部海岸前往於1574～1584年由丹麥斐德烈二世(Frederik II)所建的★可倫波古堡 Kronborg
Castle，位於丹麥西北端，隔著松德海峽與瑞典城市赫爾辛堡Helsingborg隔海相望，有「北海之喉」美稱，
此古堡更因為是大文豪莎士比亞名著《王子復仇記》哈姆雷特故事描述的背景而聞名，所以又名：哈姆雷特
古堡，2000年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接著造訪丹麥最具代表性的城堡，金碧輝煌的★佛
萊德瑞克斯古堡，從1640~1840年之間，每一代丹麥國王都在此地舉行加冕儀式，御花園內花木扶疏，更是
取景的好去處。午餐後前往新港 (Nyhavn)，鵝黃、淺藍、磚紅色的17世紀磚屋，和停靠港邊的高桅木船，形
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風景畫。接著前往◎步行街(Stroget)，橫貫舊城東西，東起國王新廣場，西至市政廳廣場，
總長約1600公尺，是歐洲最長的步行街之一。晚餐特別安排於有「童話之城」之稱，北歐最大型主題樂園★
提佛利遊樂場內用餐，園內的花卉展覽以種植在園地裏的花簇，組成五彩繽紛的圖案。這裡的水景亦可一觀，
水面上不僅有雕塑、噴泉，還有花舟遊戈，水鳥翻飛。當夜幕降臨，園內燈光燦爛，又似是一個玻璃世界。
樹枝上的綵燈明暗有致，襯托出通幽曲徑、樹影婆娑。另外水邊的燈飾圖案，色彩各異，在不同的水面上經
過巧妙的安排和穿插，給人以朦朧迷幻之感。

早餐：飯店 午餐：丹麥創意料理
晚餐：西式燒烤自助餐
住宿：5★哥本哈根皇家麗笙酒店Radisson Blu Royal Hotel,Copenhagen或同等級(兩人一室)

第4天 7/4 (四)哥本哈根-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18:00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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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辦理退房手續，專車前往位於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丹麥市政廳，是一座仿文藝復興風格的磚紅建築，建
築完成於1905年，莊重而典雅。高聳的鐘塔，每15分鐘報時一次，這座報時鐘是由設計者Jens Olsen花了27
年才完成的萬年鐘。特別安排★登上110公尺高的市政廳塔樓，一覽哥本哈根古城的優美風光。接著參觀◎女
神噴泉Gefionspringvandet並與◎小美人魚Den Lille Havfrue照相。續迎往遊輪碼頭登上公主遊輪船隊中的旗
艦，141,000噸帝王公主號Regal Princess，展開精彩絕倫的12天11夜北歐遊輪之旅！

早餐：飯店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5天 7/5(五) 波羅的海Baltic Sea航行
豪華遊輪航行於波羅的海，在此豪華遊輪上您可盡情參與為您提供的各種娛樂，使您在飽覽海上風光之餘，
同時也可盡情享用船上為您細心準備的精緻美食。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船長歡迎晚宴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6天 7/6(六) 尼奈斯港Nynashamn-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瑞典)07:00抵達-19:00開航
早上航抵距斯德哥爾摩南方約57公里的尼奈斯港NYNASHAMN。於船上用完早餐後隨後即搭乘專車前往斯德
哥爾摩展開全日觀光，市區由2萬多個大大小小的島嶼組成，由於這種特殊的水上景緻，斯德哥爾摩又有「水
上美人」之稱。市區內有50多座博物館、10座皇宮，以及精彩迷人的舊市區，就算花上一個月的時間，都無
法盡覽。首先前往皇后島上素有北凡爾賽宮美譽的★DROTTNINGHOLM皇宮，起建於16世紀初的華麗城堡，
內有220間房間的雄偉宮殿及繽紛秀麗的遼闊花園。接著造訪聞名遐邇的★市政廳及內裝富麗宏偉的諾貝爾頒
獎宴會廳。午餐安排享用台式精緻料理，餐後前往於1754年重建成義式巴洛克型式的◎瑞典王宮Kungliga
Slottet，收藏了大量歐洲和瑞典從中世紀至今的文物。◎寶庫(Skattkammaren)中收藏了象徵王室的皇冠、權
杖和鑰匙。◎三皇冠(Tre Kronor)是最新開幕的博物館，三皇冠向來是瑞典皇室的象徵，也是被燒掉的老皇宮
名稱。而位於皇宮地下室的◎皇家軍械庫，收藏的物品卻不只僅止於武器，還包括皇族婚禮才穿得上的鑲金線
禮服、金馬車、武器和盔甲。武器的收藏始自Gustav Vasa（約16世紀），在這裡可看到為他特製的整套武士
盔甲，以及各式刀、槍、箭、戟等武器。接著前往斯德哥爾摩◎舊城區Gamla Stan，走在石板街道上，感受
中古世紀的復古風韻。於傍晚返回尼奈斯港NYNASHAMN遊輪碼頭。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加訂台式精緻料理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7天 7/7(日) 赫爾辛基HELSINKI（芬蘭）10:00抵達-18:00開航
遊輪航抵芬蘭首都－赫爾辛基，此地享有波羅的海少女的美譽，面臨芬蘭灣，是北歐最深處的港口。於遊輪
上午餐後造訪坐落於距赫爾辛基市區僅數公里之遙的一座鬱鬱蔥蔥的島嶼之上的★伴侶島露天博物館
Seurasaari Open-Air Museum。博物館內一座座小屋、農莊和莊園歷經了四百年風雨，從芬蘭全國各地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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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裏，向您展示著芬蘭傳統的生活方式。夏季的時候，小島上每天會有幾次的民間舞蹈表演，以及民間手
工藝製作表演。很多芬蘭的年輕情侶們都會選擇在這個浪漫的小島上舉行結婚儀式。在仲夏節的前夜，赫爾
辛基的居民們會在小島的海灘上燃起熊熊的篝火來慶祝一年之中最長的一個白天的到來，伴侶島的仲夏節慶
祝活動是全芬蘭最盛大的。接著參觀音樂家◎西貝流斯公園、獨特的◎石頭教堂、宏偉的◎赫爾辛基大教堂與◎
美麗的俄式希臘東正教教堂－烏斯佩斯基大教堂，造訪◎奧林匹克運動場等地，接著您也可以逛逛◎港邊市集，
尋訪「波羅的海少女」
，領略芬蘭居民悠閒的生活體驗。於傍晚返回遊輪。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加訂莎巴提妮義式餐廳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8天 7/8(一) 聖彼得堡ST.PETERBURG（俄羅斯）06:30抵達
雙宮(冬宮/夏宮)之旅+地鐵車站參觀體驗+俄羅斯宮廷晚宴
聖彼得堡位於俄羅斯東北部、波羅的海芬蘭灣東邊的涅瓦河三角洲、整個城市由40多個島嶼組成、市內水道
縱橫、700多座橋樑把各個島嶼連接起來、風光旖旎、有「北方的威尼斯」之稱。早餐後專車前往涅瓦河畔的
渡輪碼頭，★搭乘噴射遊船造訪位於波羅的海芬蘭灣的夏宮，沿途可觀賞涅瓦河兩岸風景。夏宮又稱彼德宮
(Peter the Great's Summer Palace)，坐落在芬蘭灣南岸的森林中，始建於1714年，建築豪華壯麗，被譽為
「俄羅斯的凡爾賽宮」!由法式的上公園、壯麗噴泉的下公園以及大宮殿三部分組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
其列為《世界遺產》
。(本行程安排參觀彼德宮最美麗的★下公園)。午餐後安排非常特別的★「地鐵車站參觀體
驗」
；聖彼得堡地鐵始建於上個世紀50年代，現為世上最深的地鐵系統。這些車站不論外部還是內部裝修都用
料考究、精雕細琢、極盡豪奢，猶如富麗堂皇的宮殿。首先前往位在地底下50公尺深，美侖美奐而古樸典雅
的◎Kirovsky Zavod地鐵站，除了宏偉的大廳和格子地板，並豎立了一尊列寧像，相當壯觀。續造訪全世界地
鐵系統中最深的，位在地底86公尺的◎Admiralteyskaya地鐵站，地鐵的電扶梯深不見底。接著造訪世界三大
博物館之一的★隱士蘆博物館(冬宮)，此為聖彼得堡最著名的建築，保存著數以萬計的世界藝術珍寶，每一間
大廳都雍容華貴，氣派非凡，充分體現了俄羅斯人民的建築藝術和技巧。晚餐於尼古拉大公爵宮殿享用★俄羅
斯宮廷香檳晚宴，餐後觀賞聞名世界的★俄羅斯傳統民族歌舞。返回遊輪碼頭時還可以於車上欣賞聖彼得堡美
麗的夜景。(今晚遊輪停泊於碼頭過夜)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加訂彼得宮餐廳香檳午宴
晚餐：加訂俄羅斯宮廷香檳晚宴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9天 7/9(二) 涅瓦河Neva遊船—聖彼得堡東正教教堂巡禮 18:00開航
聖彼得堡的建築非常美麗，大量採用穹頂和色彩裝飾的東正教教堂達到古典審美的極限。上午首先安排參觀
位於市中心的★聖以撒教堂 St. Issac Cathedral，是俄羅斯最豪華的教堂，與梵諦岡教廷、倫敦和佛羅倫斯的
大教堂並稱為世界四大教堂。教堂內用了 400 公斤的黃金、16 噸孔雀石、1000 噸天藍礦石裝飾打造而成，
有馬賽克製成的聖像畫，孔雀石雕刻的框柱，及貼了金箔的天使雕像，令人看了目不暇給。貼上三層金泊的
黃金圓頂，自 1858 年建成至今一百多年來沒有重新鍍金，但穹頂依然光彩奪目。接著參觀紀念亞歷山大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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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的★基督噬血教堂 Saviour Cathedral，教堂外貌的藝術設計靈感，主要來源自莫斯科紅場上的瓦西裏升
天教堂，特殊的洋蔥造型令人讚嘆不已，內部的設計更是華麗，地板是彩色大理石拼貼成的幾何圖案，屋頂、
牆壁、柱子嵌滿了以小馬賽克鑲嵌舊約聖經故事為題裁的鑲嵌畫，耗費不貲。午餐後造訪位於聶瓦司基大道
旁的◎喀山教堂 The Kazan Cathedral，為紀念 1812 年戰勝拿破崙大軍所建，是一座有側翼弧形柱廊的單圓
屋頂建築物。常常出現在 19 世紀著名的小說家果戈里及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的◎聶瓦司基大道，迄今這
條大街仍不改它領先潮流的地位，時時反映聖彼得堡最繁華富裕的景象。接著安排★涅瓦河 Neva 遊船(內運
河)；涅瓦河 Neva 又被稱為聖彼得堡的母親河，在聖彼得堡的市內共約有 26 條支流，到處可看到造型與長短
不一的橋樑，一共約有 600 座橋樑連結各個島嶼，各式船隻穿梭在涅瓦河上，加上河邊的優美景緻與典雅建
築物都很有看頭，所以有「北方威尼斯」之稱。搭乘觀光遊船，徜徉在平靜無波的涅瓦河及其支流上，在碧
水藍天的映襯下仰望遠方涅瓦河的美麗風情並領略聖彼得堡城市風光。船隻輕快地劃過水面、兩岸美麗古樸
的建築、高聳的黄金色穹頂、風格各異的教堂、雄偉的海軍總部、聖彼得要塞、隱士盧博物館、聖以薩教堂、
三位一體教堂、美麗的冬宮等等都一一呈現眼前、看得您眼花繚亂、目不暇給。後返回遊輪。
(聖彼得堡二天行程將視市區交通狀況與博物館人潮情況機動調整順序)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加訂俄羅斯風味料理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10天 7/10(三) 塔林TALLINN（愛沙尼亞）08:00抵達─17:00開航

上午抵達位於芬蘭灣口的愛沙尼亞共和國Estonia首都－塔林TALLINN，愛沙尼亞共和國是北歐波羅的海三小
國之一(另兩國為拉脫維亞及立陶宛)。上午★搭乘接駁車前往距碼頭僅1.5公里的◎塔林舊城，步行參觀於1997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塔林舊城：十三世紀所建立之城堡，堡內古老建築林立並可眺望芬蘭灣及塔林市景、
北歐建築風格的◎市政廳，美麗的◎歌維爾斯特教堂、◎尼古利特教堂、◎歌劇院。餐後可逛逛市政廳廣場附近
的紀念品店及特色商店。後★搭乘接駁車返回遊輪。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加訂百年歷史餐廳特色料理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11天 7/11(四) 波羅的海Baltic Sea航行
豪華遊輪航行於波羅的海，在此豪華遊輪上您可盡情參與為您提供的各種娛樂，使您在飽覽海上風光之餘，
同時也可盡情享用船上為您細心準備的精緻美食。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12天 7/12(五)瓦倫敏德WARNEMUNDE─呂貝克LUBECK（德國）07:00抵達-21:00開航
遊輪今早駛抵德國WARNEMUNDE港，隨即搭乘專車前往有「波羅的海女王」之稱的呂貝克，呂貝克是德國
第一個被UNESCO選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古城，各式各樣風貌的建築，齊全的環繞在市中心廣場旁；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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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瑪莉教堂也是遊客注目的焦點，特別安排★豋上St. Petri教堂的觀景塔，俯瞰呂貝克全城。午餐特別安排
於百年酒窖餐廳用餐，餐後前往有七湖之城美譽的施維琳，水是施維琳的生命，在施維琳景色各異的七大湖
泊如珍珠般的灑落在這座城市之間，特別安排參觀★施維琳皇宮，這被稱為北方的新天鵝古堡可說是夢想和童
話的延續，也是施維琳的象徵及驕傲。施維琳皇宮座落在一個島上，四面環水，有兩座橋聯繫著市中心與花
園。在白天它是一顆寶石，而到了晚上它更像是一顆夜明珠，靜靜的躺在湖邊，好像和大自然敘述著唯美浪
漫的故事。今晚本公司特別安排於遊輪上的★皇冠海鮮牛排特色餐廳同享豪華晚宴。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加訂百年酒窖餐廳豬腳料理

晚餐：加訂皇冠海鮮牛排付費餐廳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13天 7/13(六) 斯卡格拉克海(Cruising the Skagerrak)航行
豪華遊輪全日航行於在丹麥與挪威之間的斯卡格拉克 Skagerrak 海峽，您可盡情參與為您提供的各種娛樂，
享受海上舉行的盛大宴會與活動。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主廚惜別晚宴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14天 7/14(日) 奧斯陸Oslo（挪威）07:00抵達-14:00開航
上午航抵挪威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奧斯陸，它位於奧斯陸峽灣的頂端，是挪威王室和政府的所在地。用完早
餐後，安排參觀奧斯陸最早發展之地，亦是防衛奧斯陸最前線的堡壘－★艾克胡斯堡(Akershus Slott)。此地
曾經是挪威國王的住所，更是俯瞰奧斯陸港灣的好地點，站在高處觀看，奧斯陸被大海與林海緊緊包圍，森
林一望無際，林中的大小湖泊鑲嵌在半山腰中，美麗至極。之後即搭乘專車前往位於奧斯陸峽灣旁的◎挪威國
家歌劇院Norwegian Opera House，花費5年耗資5億歐元興建，於2008年正式開幕，榮獲2009年度歐洲建
築獎，是挪威700年來最大的文化建築物。歌劇院的屋頂用義大利大理石舖成斜坡，就像一座陡峭矗立於海中
的冰山，參觀者可以自由地走在緩緩傾斜入水中的屋頂上，俯瞰整座城市和峽灣。歌劇院內部地板和牆壁用
橡木鋪成，感覺充滿了現代及新古典風情，已成為造訪奧斯陸遊客必訪的景點。接著參觀★維格蘭雕刻公園
About Vigelandsparken，這座佔地32萬平方公尺的露天雕劇公園，是維格蘭Gustav Vigeland的畢生心血的
結晶。212件雕刻作品、600多個雕像的主題就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人生」，不論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喜
怒哀樂，全凝結在花崗岩和青銅裡。接著造訪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地－◎市政廳，然後可沿著最熱鬧的◎卡爾
約漢斯大道Karl Johansgate徒步區逛街，道路兩旁儘是餐廳、咖啡廳和購物商店。於中午返回遊輪。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15天 7/15(一) 哥本哈根COPENHAGEN（丹麥）05:00抵達
今日上午於船上用完早餐後辦理離船手續，結束 12 天 11 夜的遊輪之旅。隨即專車前往造訪已有 220 年歷史，
又被暱稱為大理石教堂的◎腓特烈教堂 Frederiks Kirke/Marmorkirken；外觀◎玫瑰宮（Rosenborg Slot）
、◎
夏洛特堡宮(Charlottenborg Slot)。續前往佔地超過 10 萬平方公尺，約有 12 座足球場大，被稱為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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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綠洲的★植物園 Botanisk Have，戶外區種植 13,000 種花草植物，是全丹麥之最。接著迎往機場搭機返
回台北，您可於回程的航機上享受殷勤的餐食服務與空中娛樂服務，班機於深夜航抵杜拜機場，您可於機場
稍事休息。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16天 7/16(二) 杜拜/台北
於清晨再度搭機飛返國門，班機於今日下午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公主遊輪波羅的海七國十六天之旅。
早餐：機上

午餐：Ｘ

晚餐：Ｘ

住宿：甜蜜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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