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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受 ♥ 完 美 時 刻
徘徊極地邊緣的北歐秀美自然風光，2次乘搭海上遊輪漫遊波羅的海，

2次高速列車帶你深入充滿鐵幕風情的俄羅斯，暢遊多座皇室宮殿，

見證歷代沙皇及政權更迭，體驗異國情懷。

   優 遊 精 粹
► 斯堪的那維亞半島4大名城哥本哈根、奧斯陸、斯德哥爾摩、

 赫爾辛基，深入體驗北歐風情。

► 2 次波羅的海遊輪：DFDS、詩麗雅遊輪Silja Line。

► 2 次快速火車：芬蘭赫爾辛基至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至莫斯科。

► 俄羅斯 3 大皇宮：冬宮(隱士盧博物館)、

 夏宮(彼得宮)、琥珀宮(聖凱瑟琳皇宮)。

► 2 大世界頂級藝術表演：俄羅斯馬戲、

 俄羅斯之夜民族歌舞。

► 連續 3 晚各住宿：俄羅斯聖彼得堡、莫斯科，輕鬆休閒。

  異 國 滋 味
地道風味美食：丹麥照燒豬排骨、挪威三文魚、北極甜蝦、俄羅斯正宗羅宋湯、牛油雞。

   別 具 匠 心
► 獨家安排緬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浪漫情懷，住宿世界文化遺產之城 - 金環蘇茲達理。

► 獨家安排親手繪制俄羅斯套娃公仔，油上你自己最喜歡的色彩。傳說在舊時的俄羅斯，Matryoshka是一個非常普通

的婦女的名字，含有拉丁詞詞根「Mater」意思就是母親。使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大戶農民家庭裡的母親，胖嘟嘟的木娃

娃肚了裡又藏著這麼多小娃娃，代表了母愛的偉大。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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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 原居地 - 哥本哈根  Home City - Copenhagen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丹麥首都 - 哥本哈根，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哥本哈根城市觀光  Copenhagen City Tour
早餐：-- 午餐：-- 晚餐：當地餐廳

『哥本哈根』丹麥的首都、最大城市及最大港口。著名之市政廳、丹麥童話之父安徒
生像、新港區、海濱公園之美人魚像、國會大廈、阿摩林堡和基斯汀堡等都是熱門
旅遊景點。住宿：AC Bella Sky Copenhagen 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哥本哈根 - 嘉士伯啤酒博物館 - 奧斯陸
  Copenhagen - Carlsberg Beer Museum - Oslo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客輪上晚餐

『嘉士伯啤酒博物館』享譽國際以及全丹麥最大的嘉士伯啤酒博物館，了解啤酒製造過
程。遊罷前往市中心的購物大街，選購精美紀念品。

『奧斯陸』乘舒適客輪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沿途欣賞北歐峽灣的壯麗海岸風景。晚餐
及住宿於客輪上，船上設備完善，包括餐廳、酒吧、免稅商店、電影院、找換店、
蒸氣浴室等，應有盡有，盡情享受乘坐客輪的樂趣。
住宿：客輪 Scandinavian Seaways 雙人客房(設有私人浴室)。

第4天 // 奧斯陸 - 市內觀光  Oslo - City Tour
早餐：客輪上 午餐：挪威三文魚 晚餐：當地餐廳

『奧斯陸』挪威首都和第一大城市，榮膺2019歐洲綠色首都大獎。這座綠色之都獨具
一格地融合了城市生活、現代建築、新北歐美食與自然美景。

『德洛巴克』德洛巴克人相信聖誕老人誕生於北部峽灣的巖石下，成為挪威的聖誕
小鎮。極具聖誕氣氛的聖誕老人郵局，可選購聖誕禮物或寄信給聖誕老人。

『維京船博物館』館內展示三艘世界最完整的維京船，船隻同屬於墓葬船，因此整
艘葬船設計充滿優雅細膩的裝飾及雕刻，分別用土地地點來命名。從古船遺跡及物
品看出以前維京人的生活習慣。

『高台滑雪場』舉辦世界上第一場高台滑雪比賽場地，挪威訪問量最大的旅遊勝地。
『韋格蘭雕塑公園』又稱為「人生雕刻公園」，展示多件挪威著名雕刻家韋格蘭的作
品，最著名的雕塑 - 生命之輪。住宿：Thon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奧斯陸 - 嘉斯達 - 斯德哥爾摩  Oslo - Karlstad - Stockholm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嘉斯達』被譽為瑞典最陽光明媚的城鎮。
『斯德哥爾摩』瑞典首都和第一大城市。有「北方威尼斯」的稱號。不像其他首都
倫敦、巴黎的喧騰繁華，斯德哥爾摩多了一份靜謐愜意。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斯德哥爾摩 - 華沙戰船博物館 - 赫爾辛基
  Stockholm - Vasa Museum - Helsinki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客輪上晚餐

『華沙戰船博物館』一項獨一無二的藝術寶藏，華沙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17世紀船
舶。市政府廣場、建於1690年之古城皇宮和雍容大氣的舊城區，都是遊客必到之處。
乘舒適客輪前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客輪上各項設施應有盡有，如購物商店、夜總
會及娛樂賭場等。住宿：客輪 Silja Line 雙人客房(設有私人浴室)。

第7天 // 赫爾辛基 - 市內觀光 - 聖彼得堡  Helsinki - City Tour - St Petersburg
早餐：客輪上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赫爾辛基』芬蘭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代表性地標市政廣場的大教堂及建於山丘岩洞
的岩石教堂最獲遊客喜愛。音樂家西貝流士紀念碑，奧林匹克會場、上議院廣場及
國會大廈等都也是遊客必到之地。之後乘坐特快列車前往俄羅斯聖彼得堡。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酒店。

第8天 // 聖彼得堡 - 芬蘭灣畔彼得宮(夏宮) - 隱士廬博物館(冬宮) - 民族
舞表演  St Petersburg - Peterhof - Hermitage - Folklore Show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彼得宮』著名之沙皇夏宮佔地1000公頃，是1709年彼得大帝所建之宮殿，為豪華壯
麗的巴洛克式建築物，有「俄羅斯梵爾賽宮」之美譽。全宮分為7個公園，20個大小
皇宮，金碧輝煌，64個渡金噴泉。

『隱士盧博物館』被稱為「冬宮」。該館佔地甚廣，藏品甚為豐富，鎮宮之寶如十八
世紀英國製造的孔雀鐘、達文西真蹟「聖母抱子圖」、全世界最大的翠玉花瓶、公元
前的希臘製品及木乃伊等。以及大量名畫珍藏。夜晚觀賞俄羅斯民族舞表演。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酒店。

第9天 // 聖彼得堡 - 市內觀光  St Petersburg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俄羅斯特色餐 晚餐：當地餐廳

『聖凱瑟琳皇宮』被稱為琥珀宮。皇宮規模宏大，金銀珠寶光彩奪目，內部裝飾更
是金碧輝煌，奢華程度盡顯皇家貴族之氣勢。

『俄羅斯特色餐』包括俄羅斯正宗羅宋湯、魚子醬、伏特加酒等。

『聖彼得堡』也被稱為「列寧格勒」，俄羅斯最西方化的城市。聖埃撒大教堂、彼得
大帝紀念碑、亞歷山大紀念柱、皇宮大廣場、十月革命指揮總部、河畔的彼得大帝
騎馬像都是遊客必到之地。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 聖彼得堡 - 莫斯科  St Petersburg - Moscow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莫斯科』俄羅斯首都，也是現今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這裡保留了許多蘇維埃共產
時期的特色，整個莫斯科城就像是一個藝術之都，豪邁大氣，靚麗非凡。

『經濟成就展覽中心』16個俄羅斯民族少女組成的鍍金噴泉，造型優美。高96呎以
鈦金屬造成的太空英雄紀念碑，其頂部是一支火箭，給人有一飛沖天之感，為紀
念蘇聯時期第一位太空人而建。住宿：Radisson Blu 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 莫斯科 - 市內觀光  Moscow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克里姆林宮』宮內沙皇大鐘、巨型大炮、伊凡鐘樓、聖母升天教堂、十二門徒
教堂、米高總領天使教堂，都是遊客必到之處，遊人如鯽。

『紅場』很多人以為「紅場」的名字源於血、共產主義或紅色的牆，其實跟以上全無關
系，俄文意思是「美麗的廣場」，後來大家都如此稱呼此廣場，也就把這個廣場「染
紅」了。旁邊的吉姆百貨公司也享負盛名，建築本身及裝潢堪稱藝術精品。

『聖巴素大教堂』造型如童話故事蛋糕屋，具有濃厚的傳統俄羅斯色彩，洋蔥式拱
頂代表著東正教保守而神秘的特點，與俄羅斯的現代化隔絕。此教堂共有9個洋蔥
頭，五彩繽紛的色彩尤如童話世界。

『莫斯科地下鐵』有「地下宮殿」之稱，被稱為世界最美地下鐵，每個車站都有獨特
的設計風格，富麗堂皇，尤如一座藝術博物館。 住宿：Radisson Blu 或同級酒店。

第12天 // 莫斯科 - 俄羅斯馬戲表演  Moscow - Circus Show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勝利公園』開幕當天，英、美、法等戰勝國的總統都應邀參加落成典禮。該園佔地
甚廣，入口處附近是紀念戰勝拿破侖的凱旋門，沿途以噴泉為指引，焦點是宏偉的
勝利女神及其後之大戰博物館。

『莫斯科大學及麻雀山』出名觀景台區，登高望遠，可一覽莫斯科全景。

『亞柏大街』著名休閒步行街區，集娛樂、購物、休閒於一地，可自由休閒，享受購物樂趣。
*如遇特別事故影響馬戲團不能如期舉行，將會安排另一節目代替。
住宿：Radisson Blu 或同級酒店。

第13天 // 莫斯科 - 金環之旅 - 弗拉基米爾 - 蘇茲達里
  Moscow - Golden Ring Tour - Vladimir - Suzdal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金環』散落在莫斯科西北方至東北方的七個古代貿易城，包括札格爾斯克、蘇茲
達里、弗拉基米爾等城市。七座古城連成一個環狀，所以被稱為「金環」。

『弗拉基米爾』一個非常古老的城市，也曾是12世紀俄羅斯大公國的首都。著名的
金門、聖母升天大教堂、聖特米特里大教堂等都是俄國文化的象征和起源。

『蘇茲達里』俄羅斯文化遺址保存最完美小城，讓您感受到中古世紀俄羅斯田園生活
氣息，也被聯合國教科文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著名的木造建築博物館、小克里姆林
宮、絕美的女子修道院。住宿：Nikolavevsky Posad或同級酒店。

第14天 // 蘇茲達里 - 套娃工廠 - 莫斯科  Suzdal - Matryoshka Factory - Moscow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套娃工廠』親臨木製套娃工廠，翡翠團友除可了解俄羅斯套娃的製造過程外，亦可
親身體驗手繪木制套娃，給娃娃油上自己心目中最喜歡的色彩，非常開心又好玩，
亦可購買精美的手工藝紀念品。住宿：Radisson Blu 或同級酒店。

第15天 // 莫斯科 - 原居地 Moscow - Home City 
早餐：酒店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5天 $5798 $580 $6378 $130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5天 $6398 $580 $6978 $1300

晨鳥優惠︓每位$1000起︐限前10名︐先到得到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出發前60天需繳清團費。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須以原價繳付。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費用包括：
• 全程4★級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領隊
• 全程豪華舒適巴士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CA$580

費用不包括：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EUR€10)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護照需俄羅斯簽證，

 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 中國護照需申根及俄羅斯簽證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東岸旅遊熱線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905-882-2288

西岸旅遊熱線西岸旅遊熱線

604-270-3288604-270-3288

旅遊達人會客室旅遊達人會客室
時間/日期/方式由您定

1.最新潮安全『零』接觸視像會面
2.保持安全距離私人面對面介紹
旅遊預約熱線：905-787-8010

本公司分行遍布北美東西岸及中國：
美國三潘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
����	�����������������������������������������  本公司保留更改以上資料及調整價錢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