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數    日期  停靠港囗 Port     抵達     離開 

1   Sep 21  多倫多直飛丹麥,哥本哈根, 抵達哥

本哈根後，隨即參加兩天觀光游， 

入住一晚當地酒店   

      

2   Sep 22        

3    Sep 23 
丹麥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Den-

mark  
      5:00pm  

4    Sep 24 
德國 柏林（瓦爾內明德） 

Berlin (Warnemunde), Germany  
  7:30am     10:00pm  

5    Sep  25  海上同樂 At Sea          

6    Sep 26  愛沙尼亞 塔林 Tallinn, Estonia     9:00am     4:30pm  

7    Sep 27 
俄羅斯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Russia  
  7:00am      

8    Sep 28 
俄羅斯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Russia  
      7:00pm  

9    Sep 29  芬蘭 赫爾辛基 Helsinki, Finland     7:00am     4:00pm  

10    Sep 30 
瑞典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Swe-

den  
  7:00am     7:00pm  

11    Oct 1  海上同樂 At Sea         

12    Oct 2  哥本哈根 直飛返回出發地多倫多     7:00am     

    雙人內艙房      
每位加幣 

包括:郵輪船費,來回多倫多機票,港口稅,及離境稅 

 

$2598       

享受特惠價，客人需參加天馬所有觀光項目(岸上觀光每位 US$698 + 哥本哈根航前 2 天觀光 US$298) 
並不包括: 船上和岸上觀光小費， 機場至碼頭接送，及郵輪公司保留收取燃油附加費之權利。 

    *****歡迎查詢提升其他級別艙房，或第 3/4 位同房乘客優惠價格***** 

郵輪公司建議船上服務員的小費： USD$15/每晚/每位乘客 

（船上小費以出發時船公司定價為準）。碼頭到機場接送每位 US$35 
岸上當地導遊及司機+機場接送司機及嚮導+哥本哈根觀光團司機及導遊+隨團郵輪領隊小費： 

共歐元€160/全程/每人。最終小費以茶會時公佈為準。 

由於航空公司、郵輪公司等不定時調整價格，以上行程及價格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另郵輪之行程以郵輪公司所公佈之爲準。各位歡迎隨時來電諮詢郵

輪公司會員優惠，此優惠受若干條款限制。Rates are per person. Price may be withdrawn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Space i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t 
time of booking. Valid on new individual booking only. NGH Cruis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at any conditions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NOGW190923 

查詢熱線 HOTLINE: (905) 474‐9628 

生效日期 : 2019/7/18 

天馬郵輪專線 : (905) 474-9628 
nghcruise.com 

華籍 
領隊 

乘坐 14 萬噸豪華郵輪 Norwegian Getaway 2019 年 9 月 21 日出發 

12 天北歐、波羅的海六國之旅 

加航直飛 



挪威暢意號檔案 

重量 146,600 噸  

載客數  3,969 人 

樓層  18 

首航年份 2014 年 

郵輪評級 5 

挪威暢意號:船上擁有水上公園和豐富的綜合運動設施——水上公園擁

有 5 個大型的水上滑水道，從位於 17 層甲板的滑道飛流直下再盤旋滑

落，整個過程刺激而快樂； 1 個三層樓高的運動綜合設施，包括迷你

高爾夫球場、攀巖墻、保齡球、籃球場等；還有這裏最具特色的水上

繩索，可以體驗繩索速降帶來的快感。 

挪威暢意號(Norwegian Getaway)是挪威逍遙號的姐妹船。 

該船正在德國邁爾船廠建造中，是邁爾船廠為挪威遊輪公司承建

的第二艘豪華郵輪。 

水幕酒吧 兒童水上樂園 

純果樂宴會廳 

綜合運動場 

海灘俱樂部 水上樂園 

鹽屋溫泉水療中心 溫泉水療中心 健身中心 



兩天哥本哈根順道遊(兩人一房)每位美金$298  

岸上觀光團費用包括:  岸上觀光團費用不包括 

 機場, 酒店及碼頭接送, 遊覽時交通接送  
 哥本哈根全日遊覽  
 早餐 x 1 (酒店早餐) 
 一晚酒店  

 行李管理及個人消費 

 入場費, 午餐及晚餐 (除非行程中有列出)  

 酒店洗衣費用, 電話通話費用, 飲料  

 導遊, 領隊, 司機, 行李搬運員小費  

***只接受銀行本票/ 現金, 不得退款。如使用信用卡付款需額外收取 4%附加費。*** 

順道遊之價錢是以 30 人一專車來計算，如不足 30 人一專車，團費將有所改變。 

哥本哈根是丹麥首都，位於最大的一個島嶼名叫「西蘭“（新西蘭），面向瑞典。它是丹麥政

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北歐最大的城市，也是著名的古城。哥本哈根在十一世紀初還是一

個小小的漁村和進行貿易北交易 

的場所。隨著貿易的日益繁盛，到十二世紀初發展成為一個商業城鎮。十五世紀初，成為瀏覽

次數丹麥王國的首都。哥本哈根在丹麥文中就是“商人的港口”或“貿易港”的意思。  

 

第 1 日: 原居地–哥本哈根，丹麥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裝滿希望的行囊,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門戶城市－丹麥首都

哥本哈根，一趟溫馨休閒的北歐及俄羅斯之旅也隨之開始。 
 
第 2 日: 哥本哈根，丹麥  遊覽時間：約 3 小時  
航班抵達哥本哈根，接機後專車前往著名的的美人魚雕像，哥本哈根市政廳、丹麥童話之父安

徒生像、丹麥新港區、國會大廈、阿馬林堡宮，後專車前往當地市中心四星級豪華酒店辦理入

住手續。午餐、晚餐自行安排。 

 

第 3 日: 哥本哈根，丹麥  遊覽時間：約 4 小時  
酒店早餐後，參觀被譽為丹麥最美麗城堡－菲特烈堡。城堡由三座主要建築物及人工湖上之橋

樑相連而成,氣勢雄偉。當中之『皇家教堂』，是皇室傳統加冕之地方,現已改為博物館予遊客

參觀。午後專車前往碼頭準備登上遊輪，開始溫馨休閒的北歐及俄羅斯之旅。早餐於酒店，午

餐、晚餐於遊輪上。 

1. 為保障閣下利益, 天馬遊輪強烈建議旅客購買旅遊保險 

2. 觀光團團費會因匯率調整而有所變動, 所有已付清團費的客人, 將不受到匯率影響 

3. 團費將會根據然油附加費上升而有所調漲 

4. 團友有責任再次確認出發/抵達的飛機航班及時間, 任何飛機航班時間改變, 將由團友自行負責. 

5. 接送服務只適用於報名天馬遊輪 2 天哥本哈根順道遊之團友 (限特定時間). 

6. 兩天哥本哈根順道遊給予導遊, 接送助理及司機最終小費價格將於茶會時公佈 

7. 只有某一些地方提供洗手間服務, 基於遊覽區的人流數量較多, 等候時間可能較長. 

8. 所有旅客必須持有自回程日期起計不少於六個月的有效證件進出行程所列之國家. 旅客有責任確定行程以內所到國家要求之旅遊文件及簽證 

9. 行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如有調動, 恕不另行通知. 天馬遊輪會保持行程準確. 但在非本公司能力範圍已內所能控制之特 

殊情況下, 於出發前或出發後, 本公司將保留更改行程次序之權利. 本公司將不會對以下任何一項情況下所引致之損失負任何責任, 遺失, 損傷, 費用, 

開支, 延遲或損失, 任何自然種類, 非本公司或供應商能力範圍以內所能控制情況下, 包括原定班取消或延誤, 天災, 罷工, 停工, 或其它勞資糾紛或中

斷, 戰爭, 封鎖, 造反, 暴亂, 地震, 天氣情況, 水災, 或政變等等 

 

以上行程, 中文版介紹只作參考, 所有行程以英文版為標準  
UPDATED  2019/7/18 

12 天北歐、波羅的海六國之旅 — 兩天哥本哈根順道遊 

NOGW190923 

查詢熱線 HOTLINE: (905) 474‐9628 



UPDATED  2019/7/18 

第 4 日: 瓦爾納明德 (柏林)，德國  遊覽時間：約 12 小時  
遊輪於早上抵達德國瓦爾內明德。落船後由專車迎接前往柏林市內觀光，參觀分隔東西之柏林圍牆和查理檢查

哨，勝利紀念碑、見證了德意志民族的興衰史的勃蘭登堡門、紀念浩劫中受害的猶太人的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世界文化遺產的博物館島、最後到國會山莊及夏洛滕堡宮拍照留念。後乘車返回遊輪。早、晚餐於遊輪上，午

餐自行安排。 

第 5 日: 海上巡遊  
遊輪全日於海上航行，團友可盡享船上各項設施及品嘗美食.  

第 6 日:  塔林，愛沙尼亞  遊覽時間：約 6 小時 
遊輪於早上抵達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塔林瀕臨美麗的波羅的海，風景優美，氣候宜人，是整個歐洲僅存的

完整保留了中世紀古城堡的城市之一。卡利柯治皇宮，曾經是俄羅斯彼得大帝在此的避暑山莊。參觀亞歷山

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建於十八世紀，是市內唯一的富有俄羅色彩的教堂。聖母主教座堂，此教堂是塔林和

愛沙尼亞最古老的教堂。漫步於古典優雅的古城區、市政廳。古城位於山崗上，可於古城高處俯覽塔林市全

景。古城內中世紀時期之建築舉目皆是，更融合了新舊建築，和諧別有特色。後乘車返回遊輪。早、晚餐於

遊輪上，午餐自行安排。 

12 天北歐、波羅的海六國之旅—岸上觀光團 

NOGW190923 

查詢熱線 HOTLINE: (905) 474‐9628 

第 7 日:  聖彼得堡，俄羅斯  遊覽時間：約 9 小時  
遊輪於早上抵達俄羅斯聖彼得堡。乘車前往市井芬蘭灣畔之彼得宮，即著名之沙皇夏宮。該宮佔地 1000 公

頃，是 1709 年彼得大帝所建之離宮，為豪華壯麗之巴洛克式建築物，有『俄羅斯梵爾賽宮』之稱。夏宮御

花園更別具心思，有 64 個不同形態的噴泉，二百多個金身雕像，互相輝映，金光閃閃。午餐品嚐正宗俄羅

斯餐，包括俄羅斯魚子醬等。餐後繼而乘車前往參觀著名的隱士盧博物館，也稱冬宮，博物館收集了近三百

萬件從石器時代至當代的世界文化藝術珍品，與英國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法國羅浮宮並稱為世

界四大博物館。繼而前往彼得保羅大教堂及著名的聖埃撒大教堂，歷時 40 年才建成，大圓頂則用了一百多

公斤的黃金覆蓋著。後乘車返回遊輪。早、晚餐於遊輪上。 

第 8 日:  聖彼得堡，俄羅斯 遊覽時間：約 9 小時  
早餐後前往俄羅斯著名的聖凱瑟琳皇宮，其宮內規模宏大，金銀珠寶光彩奪目，裝飾金碧輝煌，奢華程度盡

顯皇家貴族之氣勢，其可媲美法國凡爾塞宮。宮內的一座通體由琥珀和黃金裝飾而成的琥珀宮，極端奢華的

建築。曾在 18~20 世紀間一度被稱作「世界第八大奇蹟」。午餐後聖彼得堡市內觀光，遊覽彼得大帝雕像紀

念碑、海上交易所、地下鐵車站及參觀滴血救世主教堂，教堂設計為中世紀俄羅斯建築，亞歷山大三世為紀

念亡父而修建，現是聖彼得堡的一個主要旅遊景點。後乘車返回遊輪。早、晚餐於遊輪上。 

第 9 日:  赫爾辛基，芬蘭 遊覽時間：約 7 小時  
遊輪於早上抵達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位於芬蘭灣畔，於北歐最深處的港口，素有『波羅的海之少女』美

譽，最引信注目的是它深受俄羅斯影響的古建築。參觀市政廣場的赫爾辛基主教座堂、岩洞教堂、西貝流士

紀念碑、途經奧林匹克會場、上議院廣場及國會大廈等。午後參觀聖母安息主教座堂及集市廣場，從春天到

秋天，集市廣場出售新鮮的芬蘭美食，還有許多戶外咖啡廳。午後遊覽波爾沃，波爾沃以前是貿易中心，它

是芬蘭六個中世紀城鎮之一，早至 14 世紀時文獻就提及它為一個城市。後乘車返回遊輪。早、晚餐於遊輪

上，午餐自行安排。 



岸上觀光團費用包括:  岸上觀光團費用不包括 

 行程所列安排及車船接駁  
 俄羅斯簽證 
 專業廣東話或國語隨團領隊  
 入場費及膳食 (行程中列出)  

 哥本哈根機場至碼頭/ 碼頭至機場接送 

 俄羅斯宮殿及教堂拍照費   

 導遊, 司機, 助理, 行李搬運員小費  

 入場費及膳食, 自選行程, 旅遊保險 (除非行程中有列出)  

旅遊細則、額外收費、注意以下事項：  
1. 為保障閣下利益, 天馬郵輪強烈建議旅客購買旅遊保險。 

2. 岸上觀光團團費會因匯率調整而有所變動，所有已付清團費的客人, 將不受到匯率影響。  

3. 團費將會根據然油附加費上升而有所調漲。  

4. 團友有責任再次確認出發/抵達的飛機航班及時間，任何飛機航班時間改變, 將由團友自行負責。  

5. 岸上觀光豪華遊給予導遊，接送助理及司機的最終小費價格將於茶會時公佈 

6. 所有旅客必須持有自回程日期起計不少於六個月的有效證件進出行程所列之國家。旅客有責任確定行程以內所到國家要求之旅遊件及簽

證。  

7. 只有某一些地方提供洗手間服務，基於遊覽區的人流數量較多，等候時間可能較長。 

8. 行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不另行通知。天馬郵輪會保持行程準確. 但在非本公司能力範圍已

內所能控制之特殊情況下, 於出發前或出發後, 本公司將保留更改行程次序之權利. 本公司將不會對以下任何一項情況下所引致之損失

負任何責任, 遺失, 損傷, 費用, 開支, 延遲或損失, 任何自然種類, 非本公司或供應商能力範圍以內所能控制情況下, 包括原定班取

消或延誤, 天災, 罷工, 停工, 或其它勞資糾紛或中斷, 戰爭, 封鎖, 造反, 暴亂, 地震, 天氣情況, 水災, 或政變等等  
 

以上行程, 中文版介紹只作參考, 所有行程以英文版為標準  

每位團費:美金$698.00 
***只接受銀行本票/ 現金, 不得退款。如使用信用卡付款需額外收取 4%附加費。*** 

岸上觀光團之價錢是基於 30 人或以上－專車計算；如人數不足，團費將有所改變。 

第 11 日:  海上巡遊  
遊輪全日於海上航行，團友可盡享船上各項設施及品嘗美食。 

UPDATED  2019/7/18 

第 10 日:  尼奈斯港 (斯德哥爾摩)，瑞典 遊覽時間：約 8 小時  
遊輪於早上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乘車前往參觀著名的瓦薩沉船博物館。此船由於設計出錯,上重下輕，

在下水時沉沒，二十世紀初經打撈及修復後，到今日再次展示人前。另外市政廳更是遊客必到之處；市政廳是

每年 12 月諾貝爾獎頒獎禮後的晚宴埸地，更是斯市的象徵。之後前往舊城區的時尚風情購物街，享受自由休

閒時間。午後遊覽斯德哥爾摩王宮，除了用作王室居所的樓層外，王宮其餘部份還有其他用途，如古斯塔夫三

世文物館、寶藏展覽廳、軍械展覽廳和位於地底的三王宮博物館。後乘車返回遊輪。早、晚餐於遊輪上，午餐

自行安排。 

12 天北歐、波羅的海六國之旅—岸上觀光團 

NOGW190923 

查詢熱線 HOTLINE: (905) 474‐9628 

第 12 日:   哥本哈根，丹麥 - 原居地   
早餐後整理行裝辦理離船手續,結束北歐及俄羅斯之旅。下船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原居地。 

碼頭到機場接送每位 US$35 （未含在團費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