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天 波羅的海 + 俄羅斯聖彼得堡 北歐郵輪之旅 

England + Scandinavia & Russia 15 Days Cruise Vacation  

日 期 港口  Port  

June 15 登船：英國 南安普敦 (Southampton, England) 

June 16 海上暢遊 Cruising  

June 17 挪威 奧斯陸 (Oslo, Norway) 

June 18 丹麥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Denmark) 

June 19 海上暢遊 Cruising 

June 20 愛沙尼亞 塔林 (Tallinn, Estonia) 

June 21 俄羅斯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Russia) 

June 22 俄羅斯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Russia) 

June 23 芬蘭 赫爾辛基 (Helsinki, Finland) 

June 24 海上暢遊 Cruising 

June 25 丹麥 斯卡恩 (Skagen, Denmark) 

June 26 海上暢遊 Cruising 

June 27 英國 南安普敦 (Southampton, England) 

14 萬噸 海洋領航者號 Navigator of the Seas  日期 : 2018 年 6 月 13 日 

全包套裝 雙人內艙 每位 CAD 5280 起 
包 來回直航機票, 12 晚豪華郵輪, 港口費及稅金 

包 順道英國 2 天遊 及 岸上觀光遊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排水量 14 萬噸   皇家加勒比郵輪 

Navigator of the Seas  



Day 1: 加拿大 溫哥華  英國 倫敦 (2018-06-13) 

Vancouver Canada  London UK 

本天由溫哥華出發，飛往英國首都城市倫敦。 
 

Day 2: 英國 倫敦溫莎城堡  Windsor Castle London 

航機於中午抵詳英國。帶大家觀賞著名的溫莎城堡。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最古老的城堡，是最高權威者—女王的官邸

之一。城堡引人注目的遺址濃縮了英國 900 年的歷史。

它佔地 13 英畝，包括一個宮殿、一個宏偉的禮拜堂和很

多人的住所及工作間。溫莎城堡分為上中下三區，皇室成

員至今仍經常在此渡假或舉行重要國宴。 
 

Day 3: 史前巨石陣  南安普敦 登船 

Stonehenge  Southampton Embarkation 

早上出發參觀英國最著名的史前建築遺跡，巨石陣

(Stonehenge)。 距今已有長達 4300 年歷史的史前巨石陣

座落于索爾茲伯里平原上，這個古代石陣有著重要的精神

意義，很多遊客都會想像其中的故事：為何這些平均重量

近 30 噸的巨石會在此出現，它們的作用又是什麼，至今

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中午抵達南安普敦碼頭，登上 14

萬噸 Navigator of the Seas 豪華郵輪，開始 12 晚精彩北

歐海上之旅。 

 

 以 下 是郵 輪停 靠各 城 市之 岸上 行程 安排   
 

挪威 奧斯陸 (Oslo, Norway) 

奧斯陸是挪威的首都和最大城市。城市景色美麗，藝術氣

氛濃厚，遍佈著博物館和美術館，是挪威的文化中心。 
 

維格蘭雕塑公園是城內西北一個代表北歐文化的公園，是

觀光客們旅遊奧斯陸必到之處。公園中心有一座偉大和聞

名全球, 高約十五公尺的建築物 －「人生塔」。但是最值

得參觀的，卻是公園內一

百五十多尊以「人」為主

題的近代雕刻，有名的、

鐵的和銅的，造型都很有

趣。 
 

維京人海盜船博物館，館

裡有分別名叫奧塞柏利、哥克斯塔和圖耐號等三艘維京人

的戰艦，這些船漆黑色，兩頭失失翹起，1880 年在奧斯

陸峽灣附近陸績發現的，雖然已有幾百年歷史，但雄風猶

在。其中以奧塞柏刊號較為完整，據說那是送葬女王的

船，因此雕刻很美，船上還有不少古代的日用品。  
 

市政大廳 (諾貝爾和平獎頒發大廳)，可以說是奧斯陸的標

誌，它是一座壯麗雄偉而獨樹一格的建築物，曾被譽為當

今歐洲土木工程最具代表性的設計，是紀念建城九百週年

而興建的。它更是於一九五○年由挪威的名建築家普魯桑

和諾貝爾所共同設計的。市政廳右前方有一座十四世紀留

下來的古城堡，從這衷可以眺望全市的景色。 這裡亦是

諾貝爾和平獎頒發地。 
 

 

丹麥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Denmark)  

陽光中的美人魚塑像，雖然

眼神還是那麼憂鬱，但港口

清新的空氣和金色的朝霞足

可以讓您神輕氣爽。市政廳

廣場是哥本哈根的心臟，這

裡矗立著童話大師安徒生的

銅像。參觀皇宮阿瑪琳堡 (外

景)。每當女王身處於此時，

皇宮便會升起丹麥國旗。中午時分，皇家衛隊的換崗儀式

總能讓所有遊客眼前一亮。國會大廈建於 1746 年是原先

的皇宮，1794 年及以後的幾場大火將此毀於一旦。經多

次修復成了今天丹麥的權力中心。新港是最具有哥本哈特

色的所在，一艘艘木帆船排列在不寬的運河兩岸，以船桅

襯托著五顏六色、數百年歷史的房屋，美得有如一張明信

片。玫瑰宮 Rosenborg 建於 1604 年，原先是國王克里

斯蒂 4 世最心愛的夏宮，現在屬於國家珍寶博物館。珍

藏各代國王的皇冠及珠寶，銀器家具，所展示珠寶每一件

都價值連城。  

英國溫莎城堡 Windsor Castle   愛沙尼亞 塔林 Tallinn, Estonia 



愛沙尼亞 塔林 (Tallinn, Estonia) 

清晨郵輪緩慢駛入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於 13 世紀的丹麥

國王在十字軍東征中， 建立了此城市。一派古意盎然的

歐洲中世紀城牆和塔樓，全球火紅的 SKYPE 通訊公司卻

源於此地。這裡已成為矽谷的延伸。 1997 年，分上下城

區的塔林老城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參觀 聖歐拉夫教堂，

市政廳廣場，亞力山大涅夫斯基東正教教堂。散步在老城

石條街上，尋找古舊的手工製品，感覺有如時光倒流。 
 

俄羅斯 聖彼得堡 I (St. Petersburg, Russia) 包午餐 
 

市中心觀光：清澈的涅瓦

河將聖彼得堡市區一分為

二，其間島嶼錯落，溪流

縱橫， 超過 580 座的橋

樑形態個異。觀賞 獅身

人面像、瓦西里島古港口

燈塔。 藍橋 － 建於

1818 年， 寬 100 公尺， 

是市內最寬的橋， 巧妙

地與廣場融為一體。聖以薩教堂，共用了 400 公斤的黃

金，前後花了 40 年建成。冬宮隱士盧博物館是世界四大

博物館之一， 這裡保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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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冬宮廣場外觀、海

軍總部大廈（外觀）、及由普希金的抒情詩而得名的青銅

騎士像， 十二月黨人廣場， 滴血教堂。 

 

俄羅斯 聖彼得堡 II (St. Petersburg, Russia) 包宮廷午餐 
 

參觀誕生於 18 世紀

初、俄羅斯皇室夏季

行宮花園。隨後返回

市區並享用午餐，之

後參觀聖彼得堡發源

地—彼得大帝建的彼

得保羅要塞。它坐落

在市中心涅瓦河右岸，是著名的古建築。要塞 1703 年由

彼得大帝在兔子島上奠基，後幾經擴建，成了這座六棱體

的古堡，外觀 聖伊撒基耶夫大教堂。涅瓦大街是聖彼得

堡最熱鬧最繁華的街道，聚集了該市最大的書店、食品

店、最大的百貨商店和最昂貴的購物中心。街上你可以欣

賞到各類教堂、眾多的名人故居以及歷史遺跡。 

 

芬蘭 赫爾辛基 (Helsinki, Finland)  
 

赫爾辛基面臨芬蘭

灣位於北歐最深處

的港口，此地之美

在於巧妙運用自然

環境之都市建築。

當中最引人注意是

深受俄羅斯影響的

古建築，十六世紀

由瑞典國王古斯塔夫所建，十八世紀時已成為當時重要的

海上交通要塞。1812 年後帝俄統治時代，這也是此地古

建築洋溢著俄羅斯風味的原因。1917 年俄國革命爆發，

芬蘭因此得以獨立。市區觀光：港區及露天市場、議會廣

場、俄式希臘東正教堂及利用一塊岩石開鑿而成的岩石教

堂、西貝流士公園、包乘渡輪參觀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芬蘭堡。 
 

丹麥 斯卡恩 (Skagen, Denmark) ~ 岸上自遊日 

斯卡恩是位於丹麥最北邊的小

鎮，小鎮因周邊常常出現的炫

彩光芒而聞名，這也吸引了大

量的畫家及藝術家來此定居。

除了這裡是藝術家聚集的地方

外，小鎮更因是斯卡格拉克海

峽和卡特加特海峽交匯地而被眾所周知。小鎮的另一特色

是有眾多經營美味海鮮的餐廳和黃體紅頂白色窗戶的標誌

性建築。丹麥其他城市的居民都喜歡來這裡度假，他們中

的一些人還擁有相當奢華的度假小屋。自 19 世紀 70 年

代起，它以獨特的魅力吸引了一大批丹麥畫家前來聚居，

並於同世紀 80 年代使 這裡的畫派達到巔峰時代。 
 

Day 15: 英國 倫敦  溫哥華 

London  Vancouver (2018-06-27) 

郵輪於早上抵達南安普敦碼頭。之後專乘專車送往倫敦國

際機場，搭乘英航客機於同日返抵回溫哥華，結束 15 天

精彩北歐郵輪旅程。 

俄羅斯聖彼得堡宮廷午餐 俄羅斯聖彼得堡 滴血教堂 



     波羅的海 + 俄羅斯聖彼得堡 北歐郵輪之旅 

England + Scandinavia & Russia 15 Days Cruise Vacation  

費用包括  請參閱以上表格之內容 
 

費用不包括  

旅遊保險；行李超量及超重費；自費活動及私人費用 

部分旅遊景點之拍照及洗手間費用；酒店、碼頭行李搬運員小費 

郵輪公司服務員小費： 每人每晚約 USD 13.5 (直接支付郵輪公司) 

粵語領隊、各國當地中/英語導遊 及 司機小費 ： 

 - 全程 $120 歐元 (於行程介紹會中繳交) 
 

報 名 細 則 

以上費用已包含了 3% 現金付款優惠 

報名繳交訂金每位 CAD 1000 (接受現金、支票 或 信用卡付款) 
 

所有郵輪及旅遊團部份 餘款於 2018 年 3 月 1 日前繳交 

餘款部份只接受現金 或 支票付款 

* 旅遊團費可能會因匯率調整而有所變動 

* 已付清款項之顧客，將不受此影響 
 

取 消 訂 位 — 旅 遊 團  ( 每 位 扣 除 ) 

2018 年 3 月 1 日前 – CAD 300 

2018 年 4 月 10 日或之前 – 總費用之 50% 

2018 年 5 月 10 日或之前後–總費用之 80%  

之後取消–扣除總費用之 100%  
 

旅 遊 須 知 

各團友必須自備有效進入各旅遊目的地之護照及簽證，由回程日

起計有最少半年之有效期。* 一切入境簽證要求, 以各國政府最後

公佈為準。團友於報名時請給予我們正確的姓名(必須與旅遊證件

上的相同)。如日後需要更改，團友需付上手續費$30 及其他有關改名費

用。如要取消行程必需書面通知。各團友必須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及旅途

中各集合處，如因遲到不能成行或錯過任何行程而引至的一切損失，怡

家假期恕不付責，團友所付之費用亦恕不退回。 

 

責 任 問 題 

本公司採用各類觀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如飛機、酒店及遊覽車等，其對

客人個人生命及行李的安全問題，各機構均訂立有各種不同之條例，以

對客人負責。如遇行李遺失等情形，當根據各不同機構公司所訂立之安

全條例辦理，一概與本公司無關。若遇特殊情况，如政變、罷工或暴

動、天氣惡劣或機件故障影響交通、航機或當地酒店突告客滿、交通阻

塞、航機取消或更改時間等，而導至需要將行程更改或取消任何遊覽節

目及膳食，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况作出安排。在此情況下團友可能會有

不能退款之損失，或需支付額外費用，一切根據本公司安排處理。怡家

假期強烈建議各位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包括行程取消、延誤及醫療保

險) 。本公司有權保留隨時更改、取消部分或所有行程之權利，內容以

本公司最後公佈為準。 
 

如出發前因人數不足而取消行程，怡家假期將全數退回客人所繳交之費

用(簽證費除外)。本公司不需負取消任何行程或出發日期之責任。出境

團如因閣下證件之問題，無法順利過境，概與本公司無關，費用恕不退

還。一切安排及行程內容，以怡家假期最後之公佈為準。 

怡家假 期 K e n ne t h  領團 

我們具豐富經驗  

溫哥華本地組團   務求提供優良服務  

給大家最安心  和 最佳旅遊體驗  

歡迎查詢  或 上網留意介紹講座日期

www.GoFun.ca 

怡 家 假 期  eHome Travel Group Inc. 
專線： 604-278-1668     www.GoFun.ca 

3280—4000 NO. 3 Road, Richmond BC V6X 0J8 

列 治文 時代廣 場 3 2 8 0 室  近 美食 坊 天車站 出口 處  

Consumer Protection BC #65326  

高級內艙 雙人房 每位 加幣$5280 起   (已包所有稅項) 

包 來回直航機票, 12 晚豪華郵輪, 港口費及稅金, 包 順道英國 2 天遊 及 岸上觀光遊 

持加拿大護照, 本團之國家均免簽證* (本團費用已包 聖彼得堡團體入境證) 

冬宮隱士盧博物館 Hermitage Museum  丹麥 阿瑪琳堡 Amalien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