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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遊輪～翡翠公主號 2013/05/12-05/23 (十二天十一夜遊輪) 

波羅的海遊輪之旅(丹麥、挪威、德國、愛沙尼亞、俄羅斯、芬蘭、瑞典) 

★精彩的停靠點  

  丹麥：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充滿安徒生創作著名童話的氛圍和景觀。曾經是丹麥皇宮，哥德式建築的

丹麥政府與國事議會廳所在克麗斯汀堡國會，熱鬧的市政廳廣場，丹麥王室的冬宮阿馬林堡皇宮廣場和丹

麥國寶美人魚雕像，都是攝影的焦點。造訪丹麥第一大港【阿爾胡斯】，是額外的收獲。 

  挪威：挪威首都【奧斯陸】位於挪威南端峽灣內，南邊面海、三面環山。觀光景點集中於諾貝爾獎的頒

獎地－市政廳，到國會附近最熱鬧的卡爾約漢斯大道徒步區。有名的維格蘭雕刻公園，和維京博物館的三

艘維京船，都很有看頭。 

  德國：停靠德國海港瓦勒慕，前往世界文化遺產古城【呂貝克】，呂貝克擁有許多建築古蹟和歷史人文，

有波羅的海女王美稱，建於 1464 年，中世紀時曾為「漢撒同盟」盟主城市。或驅車前往德國首都【柏林】

曾經分裂為西伯林和東伯林，德國統一後，二合為一，再度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首都。 

  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古城區內仍保存著許多 13 至 15 世紀著名的古建築。市政廳、鳥瞰古城牆環繞

波羅的海的歐雷維斯特教堂老城區、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所建的洋蔥頭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東正教教堂、色彩

鮮豔的通比亞城堡愛沙尼亞國會議事堂，都值得一看。 

  俄羅斯：俄羅斯波羅的海名城【聖彼得堡】，著名的隱士盧博物館(冬宮)，日俄戰爭後僅存的戰艦奧羅拉

巡洋艦，聖彼得堡最早的建築彼得保羅要圔，彼得大帝的避暑行宮夏宮，羅馬式建築喀山教堂、極富裝飾

性五彩洋蔥頭的基督復活大教堂，和比美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的聖以薩大教堂，都是不容錯過的名勝。 

  芬蘭：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巧妙運用自然環境之都市建築最引人注意，十六世紀所建的俄羅斯東正教

教堂，議會廣場新古典主義的赫爾辛基大教堂，建築方式迴然不同的岩石教堂，採用科林斯式圓柱的市政

廳，好像是半空中飛碟的登貝里奧基歐教堂，紀念大音樂家的西貝流士公園紀念碑具有超現實造型。 

  瑞典：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觀北歐十七世紀的瓦薩號戰艦博館、古色古香的舊市街，以及諾貝爾

頒獎典禮舉辦地而聞名的市政府大廈。 

★公主遊輪 Princess Cruises  

成立於 1965 年的公主遊輪公司 (Princess Cruises)，是嘉年華遊輪集團 (Carnival Corporation)

的子公司，擁有 18 艘豪華遊輪，其中最新的一艘是十四萬噸級 (排水量 141,000 噸 )的皇家公

主號 (Royal Princess)豪華遊輪，將於 2013 年 6 月 16 日從英國南漢普敦 (Southampton)首航，

前往西班牙的巴圔隆納 (Barcelona)，然後執行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遊輪服務。  

十二萬噸級豪華遊輪—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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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翡翠公主號於 2007 年 4 月 11 日下水首航，是一艘排水量 113,561 噸的豪華遊輪。公主系

列遊輪首創 Movies Under the Stars，及其他很多前所未有的創新設施，與精緻貼心的服務，

而有「愛之船」 (Love Boats)的美譽，讓乘客搭乘一趟公主遊輪遨遊世界，就會擁有終身難

忘的美好記憶。  

 

 遊輪噸位：113,561 噸。全長 947 英呎，最寬 184 英呎。高度 205 英呎。最大航速：22 海里。 

 遊輪艙房：共 1540 間。載客數：3,080 人。工作人員：1,100 人。甲板樓層：15 層。 

 下水首航：2007 年 4 月 11 日。船籍註冊：百慕達。承造廠：日本三菱重工(Mitsubishi)。 

 

★ 遊輪行程圖： 

 

Sailing Itinerary： 

Day 1(5/12)   Copenhagen, Denmark                                  Depart 6:00pm 

Day 2(5/13)   Oslo, Norway                       Arrive 10:00am    Depart 7:00pm      Docked 

Day 3(5/14)   Aarhus, Denmark                    Arrive 12:00pm    Depart 7:00pm      Docked 

Day 4(5/15)   Berlin(Warnemunde), Germany        Arrive  7:00am    Depart 9:00pm      Docked 

Day 5(5/16)   Cruising at Baltic Sea 

Day 6(5/17)   Tallinn, Estonia                   Arrive  8:00am    Depart 5:00pm      Docked 

Day 7(5/18)   St. Petersburg, Russia             Arrive  6:30am    Overnight          Docked 

Day 8(5/19)   St. Petersburg, Russia                               Depart 6:00pm      Docked 

Day 9(5/20)   Helsinki, Finland                  Arrive  7:00am    Depart 4:00pm      Docked 

Day 10(5/21)  Stockholm, Sweden                  Arrive  7:00am    Depart 2:00pm      Docked 

Day 11(5/22)  Cruising at Baltic Sea 

Day 12(5/23)  Copenhagen, Denmark                Arrive  5: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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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05/11/2013) 洛杉磯(LAX)／芝加哥(ORD)／哥本哈根(Copenhagen) 

今日上午 11:00am 從洛杉機國際機場，搭乘聯合航空公司 UA755 航班，經芝加哥機場轉搭 UA908 航班

飛荷蘭阿姆斯特丹，再轉搭 UA6890 航班飛往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 CPH 機場。由於時差的關係，班機

於次日中午前抵達。帶著愉快的心情，及對遊輪旅遊的喜好，雖然今夜必頇在飛機上過夜，是辛苦了一些，

但還是要有個好眠，才能讓這趟北歐波羅的海遊輪之旅有個好的開始。 

 

★ 第 2 天 (05/12/2013) 哥本哈根(Copenhagen)～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遊輪 18:00 啟航】 

今日 11:50am 班機抵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 CPH 機場，之後前往遊輪碼頭，辦理登船手續後，隨

即登上公主遊輪船隊中的翡翠公主號(Emerald Princess)，這時擺個好姿勢讓船上專業攝影師為您留下美麗記

憶，當您進入的華麗大廳時，船上的服務人員正熱忱地歡迎每位貴賓登船。放下行李，前往餐廳輕鬆享用

自助午餐，完全浸泡在歡樂的氣氛中，興奮地參觀這座海上璇宮。約在下午四時三十分全船所有人都參加

救生演習後，豪華遊輪於鳴笛中緩緩離開碼頭。隨即展開北歐波羅的海豪華遊輪十二天之旅。 

 
 

★ 第 3 天 (05/13/2013) 奧斯陸 Oslo (挪威 Norway) 

豪華遊輪今日抵達挪威首都【奧斯陸】，它是挪威國內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位於挪威南端峽灣內，南邊

面海、三面環山。奧斯陸原文意為「上帝的山谷」，又一說為「山麓帄原」。奧斯陸依偎在曲折迂迴的奧斯

陸峽灣旁，背後是巍峨聳立的霍爾門科倫山，這裡蒼天映綠水，既富有海濱城市的旖旎嫵媚，又極具依託

高山密林之地所特有的雄渾氣勢。城市周圍的丘陵上，長滿了大片叢林灌木，大小湖泊、沼澤地星羅棋佈，

山間小道交織成網，自然環境十分優美。在基督教未傳入前，曾經是海盜的據點，城內殘存部份十四世紀

的古城遺跡。 

奧斯陸中心主要分為五個區，包括：卡爾約翰斯卡德大街周邊、阿肯修弗斯城周邊、王宮周邊、阿凱爾

布裡格周邊、比古德地區，這些區域完全能夠徒步遊覽。奧斯陸市中心觀光景點，集中在從市政廳到國會

附近最熱鬧的卡爾約漢斯大道徒步區。此外還可參觀冬奧滑雪高跳台；並前往有名的維格蘭雕刻公園，是

挪威最偉大的雕刻家古斯塔夫維格蘭的作品，各種雕像栩栩如生，212 件雕刻主題人生作品，600 多個雕像，

象徵著活生生的人們；以及基督教傳入北歐以前海盜橫行時期，揚名於世的維京造船技藝可在維京博物館

一睹芳蹤，內部展示了三艘在奧斯陸峽灣附近出土的維京船，是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維京文物，伴隨

出土的還包括精美的木雕及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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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05/14/2013) 阿爾胡斯 Aarhus (丹麥 Denmark)【遊輪 12:00 抵達、19:00 啟航】  

  今日抵達丹麥第二大城的【阿爾胡斯】，也是丹麥第一大港，位於日德蘭半島，因優異的地理位置，成為

丹麥對德國及北歐諸國的重要經貿據點。今日參觀令人驚艷的阿爾胡斯歌劇院廣場，劇院建造於 1989 年，

整座建築呈現優雅的新藝術建築風格，為丹麥最大的省級歌劇院。阿爾胡斯大教堂是丹麥最長(93 公尺)，也

是丹麥最高(96 公尺)的教堂，有 1200 個座位，其建設自公元 1190 年至公元 1300 年，長達 110 年。具有濃厚

設計意味的市政廳廣場，可欣賞到現代化的瑞迪生停車場及阿爾胡斯美術館，其直徑達 52 公尺的彩虹全景

建築藝術。爾後漫步於精品店、露天咖啡廳、酒吧林立的運河徒步區，親身體驗北歐式的悠閒風情。途經

32 英畝的女王瑪格麗特二世宮殿夏宮公園區，回到豪華的翡翠公主號，開始一連串豐富的夜生活。 

 

 

★ 第 5 天 (05/15/2013) 柏林 Berlin (德國 Germany)【遊輪 7:00 抵達、21: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德國首都【柏林】的外港瓦勒姆(Warnemunde)，早餐後下船驅車前往 UNESCO 世界文化遺

產保護的古城【呂貝克】(Lubeck)，呂貝克擁有許多建築古蹟和歷史人文，有波羅的海女王美稱，建於 1464

年，中世紀時曾為「漢撒同盟」時期的盟主城市。被運河包圍的舊城，入口處有兩個尖塔的荷爾斯滕門，

為古城的地標。沿著舊城區漫步，城內數座教堂尖塔勾勒出的建築風貌，可見尖頂與蔚藍天際交織出的美

麗景象、宏偉哥德式的聖瑪麗亞教堂與市政廳都是遊客注目的焦點。有著漢撒風格山形牆的市政廳為昔日

漢撤同盟盟主大門，典型呂貝克建築風格，典雅而整齊。在行人專區大道往聖靈醫院廣場方向，有這座城

市最美的古典主義風格建築，也有各式商店與國際品牌連鎖店林立。著名的水手公會之家是當地最古老的

特色餐聽，由數百年傳統歷史建築改裝，餐廳內的帆船模型、燈飾、船具及船板製成的桌子，營造出以船

為主題的餐廳氛圍。 

也可選擇參加德國首都柏林之旅，搭乘大遊覽車前往兩小時外的德國首都【柏林】，一窺這座受到許多藝

術家青睬的城市風貌。柏林市最著名的景點為布蘭登堡門，是柏林的地標，位在柏林市區正中央，建於 1791

年，是為了紀念腓特烈大帝勝利歸來而建的凱旋門。從布蘭登堡門往東，由巴黎廣場開始，就是四排菩提

樹的林蔭大道菩提樹大道，是普魯士和德意志炫耀國威的地方。洪堡大學是柏林最高學術殿堂，誕生過無

數的哲學家與科學家。柏林大教堂是文藝復興式雄偉華麗的建築，其銅綠色的大圓頂在菩提樹大道隨處可

見。高達 356 公尺的柏林電視塔是柏林的新地標，其塔頂的旋轉餐廳可共用餐，也可俯瞰柏林市景。遊輪

晚上 9:00pm 才啓航，雖然車程遠，但還是有足夠時間一遊德國首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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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6 天 (05/16/2013) 海上巡遊 Cruising at Baltic Sea 

  今日遊輪航行於風光明媚的波羅的海上，豪華遊輪上提供物超所值的設備與服務任您享受。從早晨到午

夜連續不斷供應各式佳餚，讓您享盡口福。遊輪上有各式各樣為您精心設計的活動，歡迎貴賓們來加入，

您可盡情的享受船上的五星級設備，享受船上為您細心準備的精緻美食，讓您放鬆身心享受這難忘的海上

璇宮之旅。白天您可以在船上找個安靜的角落，悠閒的坐在甲板的椅子。或者前往瀰漫著濃縮咖啡香的義

式咖啡廳內，搭配特製的酥皮點心，品嚐道地義式口味的特調咖啡，在海上度過悠閒的一天。入夜了，可

參加豪華遊輪為貴賓們精心舉辦的盛大晚宴，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時光，您將永遠不

會忘記這段精彩航程。 

 
 

 ★ 第 7 天 (05/17/2013) 塔林 Tallinn (愛沙尼亞 Estonia) 【遊輪 08:00 抵達、17:00 啟航】 

遊輪今日抵達愛沙尼亞首都的【塔林】，早餐後搭車前往這座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塔林素有「歐洲的十

字路口」之稱，是北歐唯一保留中世紀外貌的城市。塔林三面環水，風景秀麗古樸，古城區分為上城與下

城，可以參觀十三世紀以紅圍牆環繞建築之上城古堡，堡內有總統府、外交部、市政廳等許多 13 至 15 世紀

的古建築，其中最著名的建築就是耗時三十年才興建完成的市政廳，市政廳廣場除了保留它的迷人的外貌，

也有很多的咖啡廳、餐廳和商店。順道鳥瞰古城牆環繞、波羅的海沿岸最高的歐雷維斯特教堂，蒞臨沙皇

亞歷山大三世所建的深色洋蔥頭屋頂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東正教教堂，參觀色彩鮮豔的通比亞城堡愛沙尼亞

國會大廈，讓您有一趟宛如時光倒流之旅。 

 
 

 ★ 第 8 天 (05/18/2013)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俄羅斯 Russia) 【遊輪 06:30 抵達】 

翡翠公主號今日抵達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聖彼得堡】為俄羅斯的歷史名城，1703 年彼得大帝在

此建立彼得保羅要圔以來，聖彼得堡見證了俄羅斯的發展史，留下了無數的文化遺產，充分表現了俄羅斯

的文化特色。許多俄國著名詩人、作家與藝術名流，如普希金、柴可夫斯基等大師都曾在此生活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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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堡的名勝古跡聞名遐邇，其中隱士盧博物館(稱為：冬宮)，原為俄國歷代皇帝之寢宮，館內收藏世

界各地著名的珍藏藝術品、名畫，是聖彼得堡的標誌性建築；此外，日俄戰爭後，俄國僅存的戰艦奧羅拉

巡洋艦，以及聖彼得堡最早的建築，現已成為博物館的彼得保羅要圔，皆是著名的觀光景點。另外羅馬式

建築的喀山教堂、極富裝飾性五彩洋蔥頭的基督復活大教堂，以及和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相比美的聖以薩大

教堂，都是不容錯過的重要名勝。今晚遊輪將在聖彼得堡港口過夜，因此晚間還可以安排觀賞一場俄羅斯

著名的芭蕾舞歌劇，或是欣賞一場俄國的民族特色歌舞表演，然後才返回遊輪上住宿。 

 

  ★ 第 9 天 (05/19/2013)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俄羅斯 Russia) 【遊輪 18:00 啟航 】 

  波羅的海名城【聖彼得堡】曾被蘇聯改名為列寧格勒，而且與十月革命密切相關，蘇聯解體後才改回原

名—聖彼得堡。今日旅遊重點放在著名的凱薩琳宮芬和芬蘭灣南岸的彼得夏宮，曾經是沙皇彼得大帝的避

暑行宮。夏宮坐落在芬蘭彎南岸的森林中，是 1709 年彼得大帝所建之離宮，金碧輝煌、艷麗奪目、噴泉處

處，因此被譽為「俄羅斯的凡爾賽」，為豪華壯麗、很有特色的巴洛克式宮殿建築。 

  有時間的話，聖彼得堡還有不少手工精美的俄羅斯套裝娃娃、琥珀、皮毛、木製娃娃、禮帽和大衣等特

產品，都是世界各國遊客所青睞的商品，尤其是俄羅斯娃娃很值得自己收藏一套。

 
 

  ★ 第 10 天 (05/20/2013) 赫爾辛基 Helsinki (芬蘭 Finland)【遊輪 07:00 抵達、16: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芬蘭首都【赫爾新基】，它有波羅的海之少女的美譽，是面臨芬蘭灣位於北歐最深處的一個

港口，此地之美在於巧妙運用自然環境之都市建築，最引人注意是深受俄羅斯影響的古建築，十六世紀由

瑞典王格斯達夫所建，十八世紀時已成為當時重要的海上交通要衝，由紅棕色系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到

議會廣場新古典主義的赫爾辛基大教堂區；以及車水馬龍的碼頭市集廣場，可以體會到詩人西貝流士的交

響詩《芬蘭頌》的豐盛情操。赫爾辛基市區三面環海，白色新型建築物，點綴在碧綠的林間，倚著湛藍的

海洋，更顯得它高雅出眾的氣質，因而贏得「北歐白色之都」之稱。赫爾辛基市政廳風格採用科林斯式圓

柱以及三角形的山形牆式樣，堪稱是赫爾辛基的象徵。著名的登貝里奧基歐教堂，從市街上看去好像是半

空中的飛碟，其四周岩壁高約十公尺，中央聖堂的圓頂高十公尺，直徑達二十四公尺，上面鑲嵌著玻璃。

超現代的西貝流士公園是紀念大音樂家西貝流士而建，其紀念碑具有超現實造型。 

 

 

 ★ 第 11 天 (05/21/2013)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瑞典 Sweden)【遊輪 07:00 抵達、14:00 啟航】 

  今日遊輪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隨後參觀北歐十七世紀的瓦薩號戰艦博館、古色古香的舊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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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此地被譽為世界最美的都市，由２萬４千多個島嶼組成的阿基貝拉哥群島最深處，位於波羅的海

和馬拉爾湖之間是一個美麗的水上都市，有「北歐威尼斯」之稱，加上城市設計完全配合自然景觀，因此

與大自然有融和一體的感覺，建於十三世紀後來幾經戰火摧毀，十九世紀後期開始重新整頓以不破壞自然

景觀為原則，同時為使交通更便利又增設許多橋樑，此地又以諾貝爾頒獎典禮舉辦地而聞名，加上許多國

際性的會議在此舉行，使其成為一座國際性的大都市，也是北歐最大、最熱鬧的城市。 

 

 

 ★ 第 12 天 (5/22/2013) 海上巡遊 Cruising at Baltic Sea 

今日遊輪展開波羅的海海上巡航。翡翠公主號遊輪甲板上的原木跑道可以慢跑、散步，迎接晨曦，也可

來個日光浴，也是欣賞落日美景的好地方。今天有的是時間可以前往健身房、水療養顏美容中心、按摩池，

好好舒鬆筋骨。今天可以盡情享受精緻美饌、下午茶或前往酒吧喝杯飲料，聽聽音樂、聊聊天。也可逛逛

精品名店享受海上購物樂趣，或前往體驗皇家賭場小試一下手氣，或參加有趣的賓果遊戲等。千萬不可錯

失參與遊輪上各項免費活動或設施的機會，入夜後，別忘了前往大劇院欣賞精彩的歌舞表演。 

 

 

 ★第 13 天 (05/23/2013)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丹麥 Denmark)【遊輪 5:00am 抵達】 

  今日遊輪回到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早餐後，下船依依不捨地離開翡翠公主號，但隨即展開哥本哈根市

區觀光，參觀曾經是丹麥皇宮的丹麥政府與國事議會廳所在克麗斯汀堡國會，熱鬧的市政廳廣場，丹麥王

室的冬宮阿馬林堡皇宮廣場，和以安徒生童話聞名的美人魚雕像，展現北歐神話之女神像－卡菲茵噴泉，

都是值得一遊的地方。 

 
  不論是多美好的行程，總會有結束的時候，但這一趟十三天十二夜的「北歐波羅的海遊輪之旅」想必已

在心中已留下深深的烙痕。參觀完哥本哈根的著名景點後，隨即搭專車前往機場，搭乘中午 12:25pm 聯合

航空 UA8375 班機，於當日下午 5:45pm 返抵美國芝加哥，然後轉搭 UA623 班機飛返洛杉磯，於晚上 8:52pm

抵達 LAX 洛杉磯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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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艙選擇： 

    

 ↑內艙                      ↑外艙                      ↑陽台艙 

 

 ↑陽台小套房                ↑家庭套房                  ↑陽台套房 

船艙價格：(每人船費，1/08/2013 網上價格 ) 

內艙 (無窗 )：□  US$2,149 起        外   艙 (有窗 )：□  US$2,449 起  

陽  台  艙  ：□  US$2,849 起        小套房及套房：□  US$3,499—US$6,079 

 

 

 機票價格：洛杉磯飛哥本哈根來回機票，聯合航空網上價格每人 US$1,275.20 起(視購票日期優惠而定) 

 班機資訊： 

 去程：UA755 5/11/2013 上午 11:00am 起飛 →Chicago→Amsterdam→ 5/12/2013 上午 11:50am 到達哥本哈根 

 回程：UA8375 5/23/2013 中午 12:25pm 起飛 →Toronto→Chicago→ 5/23/2013 晚上 09:45pm 回到洛杉磯 

 ※有意參加者，請於 2013/04/15 以前，向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626)446-7288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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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2013/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