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光临 Top of Europe 

Top of Europe, China是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目的地管理公司，专门从事北欧业务。 

这家公司的背后是中国人 Stephen Fu 先生，他是 Orient 在中国的业主兼首席执行官。他位于中
国的办公室有 20名员工，并在挪威设有办事处。 

Kirsten Holmen是Magic North的业主兼首席执行官，她的公司在组织量身定制的旅游项目方面拥
有数十年的经验，而且她在斯堪的纳维亚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她的公司与挪威驻中国大使馆携

手为中国新闻团体和极光探寻团体量身定制旅行团。 

Top of Europe首席执行官 Solveig Caroline Sharp Henriksen连续为Magic North和量身定制旅行工
作了近 7年。之后，她一直为游轮行业工作多年，负责欧洲境内的全部岸上游览。她的最大资源
和实力是她和她的员工都了解欧洲。2018 年，Solveig 与国家摄影学会主席和世界摄影联合主席
何世宏先生在挪威的奥斯陆（Oslo）和博德（Bodø）举办了世界摄影大会，并前往罗弗敦
（Lofoten）和特罗姆瑟（Tromsø）。 

Top Of Europe 业务范围覆盖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安排冰岛的旅行计划，与精心挑选的商
业伙伴合作，非常荣幸地帮助您量身定制令人难忘的冒险活动。 

我们非常清楚，您的成功、声誉和建立业务关系均取决于我们的专业能力。 

我们的精心安排确保顺利完成行程。各项活动中的趣闻轶事确保顺利完成冒险。 

无论您邀请的客人是新客户、好客户，还是因为努力工作而受到您赏识的员工，我们的目标都是，

在您的活动期间播种的宝贵种子会发芽结果，取得成效。我们可以安排不寻常的活动，提高标准，

并向您提供竞争对手做梦都想不到的创意。 

**注意：行程只是一个建议的计划，具有取决于您的航班/时间表，然后，我们将相应调整行程** 

 
 

在我们的挪威计划中，您将体验最好的景点、亮点和自然现象以及最著名的城市/目的地。还可以
对提出的全部计划进行改变（在每个目的地多住几晚或增加其他活动）或增加其他目的地。我们

的专业知识对您的规划至关重要，有助于确保您前往欧洲之巅的旅行品质。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购物价格实惠，因为不对名牌产品征收奢侈税。 

在一次旅行中游览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全部首都 
这些首都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受欢迎的城市，有拍照点和多个最著名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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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圈上的冒险 
您可以探索午夜的阳光以及北极光，我们还会参观欧洲北部最北端－－北角。您将能够探索世界

上最强的潮流－－萨尔特斯卡门（Saltstraumen），以及美丽的罗弗敦（Lofoten）岛。 
北极光之旅，在一个令人难忘的冰酒店或美丽的酒店或旅馆过夜。冒险活动，如狩猎鲸鱼、狩猎

驼鹿、钓鱼之旅，狗拉雪橇、越野滑雪或高山滑雪和单板滑雪。如果运气好，您还可以参观萨米

营地并喂驯鹿。 

计划中包含入场和活动、住宿以及全部晚餐。在某些计划中，可选午餐。 

不包括：抵达或离开中国或香港机票、签证、旅游保险、酒店的迷你酒吧。 

Top of Europe保留由于天气状况或 Top of Europe无法控制的情况而导致变更计划的权利，恕不另
行通知。 

一整年中都可参加这个计划。如果您更喜欢观看午夜太阳而不是北极光，我们将一些冬季活动改

为夏季活动，冰酒店除外（仅限冬季至四月） 

 

 

 

 

 

 

 

 



 

1号游览路线：体味北极 
（首都、世界上最强的潮流、罗弗敦、特罗姆瑟和雪人王国）。 
7天陪同游览 

第 1天：抵达奥斯陆 
接机。 在奥斯陆某家最好餐馆用晚餐 

第 2天：早餐后，观光，有拍照点和多个景点。 
下午出发前往北极圈，在高高的北部用晚餐。 

第 3天：参观萨尔特斯卡门，那里有世界上最强的潮流。我们将浏览 冒险中心，吃午餐和观看有
关北极光的电影，并学习如何 在此次旅行中拍摄最佳北极光照片。在我们乘飞机前往目
的地雪人王国之前， 在大教堂欣赏音乐会，然后在美丽的Magic Ice酒店或旅馆过夜。 

第 4天：越野滑雪和滑雪场的雪橇乐趣。乘坐狗拉雪橇之前，在萨米帐篷篝火营地停留。在 那天
晚上，我们可以在山“顶”享受北极光体验（希望 今晚也会出现）。 

第 5 天：特罗姆瑟的计划包含全部主要景点，即北极博物馆（Polaria）、城市观光、极地博物馆、
美术 博物馆、特罗姆瑟博物馆，然后我们乘坐缆车欣赏特罗姆瑟全貌， 可能看到北极光。
在夜晚，我们登上海达路德游轮（Hurtigruten）。 

第 6天：海达路德游轮海上航行被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航程，航行中可以学到很多有关北方沿海
文化的知识。在航行期间，船也进入非常狭窄的精灵峡湾（Trollfjorden），每侧都有
1000米高的山脉。晚餐前，我们走向冰  画廊，Magic Ice是用冰块制成杯子装的饮料，同
时看着这个神奇的冰  展。 

第 7天：狩猎海鹰和钓鱼，然后乘飞机返回中国/香港 



 

2号游览路线： 探寻极光和冰酒店，包括狩猎驼鹿，萨米体验和狗拉雪橇。 
8天陪同游览 

第 1天： 抵达奥斯陆 
接机。 在奥斯陆某家最好餐馆用晚餐 

第 2天： 早餐后，观光，有拍照点和多个景点 
下午出发前往北极圈。在奥玛（Ohma）用晚餐。 

第 3天： 参观萨尔特斯卡门，那里有世界上最强的潮流，然后，我们步行 至冒险中心，吃午餐和
观看有关北极光的电影，并学习 如何在此次旅行中拍摄最佳北极光照片。在我们乘飞机
前往目的地雪人王国之前，在大教堂欣赏音乐会，然后在美丽的Magic Ice酒店或 旅馆
过夜。 

第 4天： 越野滑雪和滑雪场的雪橇乐趣。乘坐狗拉雪橇之前，在萨米帐篷篝火营地停留。 那天
晚上，我们可以在山“顶”享受北极光体验 

第 5天： 狩猎驼鹿和踢雪橇 

第 6天： 享受萨米体验和下坡滑雪，然后出发前往博多（Bodo）和奥斯陆 

第 7天： 在奥斯陆过夜 

第 8天： 乘飞机返回中国/香港 



 

3号游览路线： 探寻极光－－狩猎鲸鱼、狗拉雪橇和冰酒店 
  奥斯陆 - 博德 - 罗弗敦 - 特罗姆瑟，8天 

第 1天： 抵达奥斯陆 
接机。 在奥斯陆某家最好餐馆用晚餐 

第 2天： 早餐后，观光，有拍照点和多个景点 
下午出发前往北极圈 

第 3天： 参观萨尔特斯卡门，那里有世界上最强的潮流，然后，我们步行 至冒险中心，吃午餐和
观看有关北极光的电影，并学习如何 在此次旅行中拍摄最佳北极光照片。在冒险中心用
午餐，然后乘坐海达路德游轮离开 前往罗弗敦。在船上用晚餐。傍晚，我们探寻北极光。 

第 4天： 今天，我们参观美丽的小渔村 Henningsvær。在 Full Steam用午餐， 还让我们了解罗

弗敦群岛渔业的历史。钓鱼、捕获、trandamping 和其他生产。一个乡村地方，墙壁上有
很多灵魂和精神 下午，我们参观世界上最大的冰柱。晚餐后，我们乘坐 海达路德游轮继
续前行，夜间在船上探寻北极光。 

第 5天：在海达路德游轮上吃完早餐和安睡一晚之后，我们学到了很多 关于北方沿海文化的知识，
我们到达特罗姆瑟，并在那里过夜。深 夜，我们前往旷野，探索北极光。 

第 6天： 我们狩猎鲸鱼，然后前往目的地雪人王国，在冰 酒店或旅馆过夜。北极光体验－－今晚
从萨米帐篷开始。 

第 7天： 乘坐狗拉雪橇、下坡或越野滑雪，然后前往博德和奥斯陆，并在那里 过夜 
第 8天： 乘飞机返回中国/香港 



 

4号游览路线： 阿尔塔 - 北角 - 特罗姆瑟 - 罗弗敦 - 韦斯特伦+海达路德游轮海岸探险船，
共 6天 

第 1天： 在奥斯陆机场接机，入住机场酒店，然后观光，有拍照点 和首都的多个景点。晚餐后返
回机场酒店。 

第 2天： 飞往阿尔塔（Alta），然后前往北极的绝佳景点北角（North Cape）。我们在旅行期间会
停下来 用午餐。您将看到驯鹿、渔村和位于欧洲最北端的北角。这段旅程穿越迷人的风
景，沿途有观景点。那天晚上在酒店用晚餐，还希望能看到北极光。 

第 3天： 我们飞往特罗姆瑟，前往旷野深处，用午餐并乘坐狗拉雪橇。特罗姆瑟的计划中 包含所
有主要景点：Magic Ice、令人叹为观止的冰柱、北极博物馆（Polaria）、城市观光、极
地 博物馆、特罗姆瑟博物馆，然后我们乘坐缆车欣赏特罗姆瑟全貌， 可能看到北极光。 
在北极大教堂欣赏午夜音乐会。夜间，我们继续乘坐 海达路德游轮，驶向罗弗敦。 

第 4天： 海达路德游轮海上航行被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航程，航行中可以学到很多有关北方沿
海文化的知识。在航行期间，船也进入非常狭窄的精灵峡湾（Trollfjorden）， 每侧都
有 1000米高的山脉。在奥斯陆首都过夜， 我们今晚有望看到北极光。 

第 5天： 狩猎海鹰和钓鱼。我们在风景如画的 Henningsvær渔村用午餐，然后 前往罗弗敦胡斯
（Lofotens Hus）欣赏伟大的艺术，以及人们在此处的生活情况。 

第 6天： 退房。今天，我们参观维京博物馆，一起用餐，并会见维京人， 然后，我们飞往博德－
－奥斯陆－－中国/香港 



 

5号游览路线： 奥斯陆－－萨尔特斯卡门－－罗弗敦，共 5天 
 
第 1天： 欢迎来到首都，接机，在奥斯陆用晚餐 

第 2天： 观光和购物，然后飞到北极圈上，用晚餐并在那里 过夜。 

第 3天： 参观萨尔特斯卡门，那里有世界上最强的潮流，然后，我们步行 至冒险中心，吃午餐和
观看有关北极光的电影，并学习如何 在此次旅行中拍摄最佳北极光照片。午餐，然后乘
坐海达路德游轮驶向罗弗敦。在我们的酒店/小屋用晚餐，晚上探寻北极光。 

第 4天：乘船游览北部最著名的非常狭窄的精灵峡湾（Trollfjorden），每侧都有 1000 米高的山脉，
这是一段美丽的海鹰狩猎之旅，期间我们喂 海鹰。晚餐前，我们参观神奇的冰画廊－－
Magic Ice。冰画廊 用清澈的冰讲述罗弗敦的历史，您会穿上一件非常好的冬季雨披。 

第 5天： 前往美丽的渔村 Henningsvær。参观罗弗敦胡斯的大型艺术收藏品， 观看一部以历史的
视角描述挪威北部生活的电影，还有著名的鱼子酱 工厂美术馆。  
前往 Lofotr，与维京人见面。闻焦油味，品尝食物，感受历史。  
维京人已经等待您 1000多年了。 
 
从奥斯陆经罗弗敦飞回中国/香港 



 

6号游览路线：首都－－探索罗弗敦北部。 
探寻极光和雪地鞋之旅－－狩猎海鹰或钓鱼，与维京人见面，共 6天 
 
第 1天： 抵达奥斯陆 

接机。在奥斯陆某家最好餐馆用晚餐 

第 2天： 早餐后，观光，有拍照点和多个景点 
下午出发前往北极圈 

第 3天： 参观萨尔特斯卡门，那里有世界上最强的潮流之一，然后，我们步行 至冒险中心，吃
午餐和观看有关北极光的电影，并学习如何 在此次旅行中拍摄最佳北极光照片。在冒
险中心用午餐，然后乘坐海达路德游轮离开 前往罗弗敦。 

第 4天：乘船游览美丽的精灵峡湾（Trollfjorden）－－在这个壮观的峡湾中乘船游览并狩猎海鹰， 
我们也可以去钓鱼。傍晚用晚餐，探寻北极光 

第 5天： 上午雪地鞋之旅。参观 Loftr并在维京房屋中与维京人共进午餐。 随后的旅程是穿越令
人惊叹的罗弗敦，行程中有很多拍照点。令人难忘的 美丽而祥和的自然风光。 

第 6天： 乘飞机经博德－－奥斯陆返回中国/香港 



 

卑尔根（Bergen）－－通往挪威峡湾的门户： 
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挪威峡湾地区的中心地带，坐落在哈当厄尔峡湾（Hardangerfjord）和松恩峡
湾（Sognefjord）之间，是前往世界上最大的风景名胜之一－－峡湾的一日游的理想出发点。从卑
尔根，您可以真正近距离体验壮观的峡湾，也可以前往峡湾 

卑尔根以市中心周围的七座山脉、汉萨码头、鱼市以及挪威最大的文化活动之一，即每年在那里

举办的卑尔根国际艺术节而闻名。 

卑尔根是挪威的第二大城市，位于山坡上，俯瞰大海，时刻欢迎您的光临。您可以在这座现代化

城市活生生的历史中漫步，然后继续探索挪威最狂野和最可爱的峡湾。 

按照挪威的城市规模而言，卑尔根是一座大城市，但具有小城镇的魅力和氛围。除了拥有博物馆、

艺术画廊、文化活动和餐饮服务，以及可通向海洋和山脉，这有助于使其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生

机勃勃的城市。 

挪威西部－－世界著名的峡湾所在地以及挪威缩影。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美丽宁静的自然风光，还有各种野外活动。3月，在长长的白色沙滩上漫步，7
月，在白雪皑皑的冰川上滑雪。 

欢迎来到峡湾和山脉、瀑布和冰川、河流、溪流和大海。快来体验狭窄的峡湾、寂静的山脉、喧

嚣的瀑布、磅礴的大海以及繁忙喧闹的城镇。乘船游览一个或几个众人公认的世界上风景最美丽

的峡湾。 

探索海岸、文化和风景。 
山脉、峡湾、冰川、宁静、美丽的大自然、冒险、活动，这里有您需要的一切。 



 

7号游览路线： 卑尔根、挪威西部峡湾和松恩峡湾缩影，共 6天 

第 1天： 抵达卑尔根。从机场前往卑尔根市 
入住。一些自己支配的时间，可以放松、购物等，也可以自行参观景点。 
导游陪同参观鱼市、布吕根斯、弗罗伊恩索道缆车，下午远足 于尔里肯山（Ulriken），
然后用晚餐 

第 2天： 早餐后，从布吕根斯博物馆开始进行中世纪步行之旅。 
银色工厂 Arven是一家全国性的银和金制品生产商， 自 1868年以来一直提供优质工艺品。
Arven置身历史氛围中，位于圣玛丽教堂和卑尔根胡斯堡垒之间。这座银工厂已有近 150
年生产历史，在卑尔根市处于重要地位，从 2016年起，他们向公众敞开了传统车间的大
门。 

第 3天： 卑尔根－－松恩－－巴里斯川。 导游陪同步行卑尔根、鱼市、布吕根、Magic Ice、午餐 
然后退房，我们准备乘船前往迷人的松恩峡湾 
旅游亮点－－在松恩峡湾（Sognefjord）进行大量峡湾巡游，可欣赏瀑布坠入峡湾的景色
－－欧洲顶级铁路旅程：卑尔根铁路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弗洛姆 铁路以及卑尔根以外的美
丽沿海群岛 

第 4天： 早餐后，进行文化遗产步行和苹果酒计划－－导游陪同浏览从村中心 至苹果酒屋。参观
旅游博物馆。 
乘快艇前往弗洛姆（Flåm），继续松恩峡湾（Sognefjord）缩影。乘坐弗洛姆 铁路离开。
抵达卑尔根后，前往酒店入住。 

第 5天： 乘船游览/今天峡湾巡游哈当厄尔峡湾（Hardangerfjorden）。哈当厄尔峡湾地区的自然
和遗产 形成各种活动和冒险的完美背景。其中一些 亮点是远足 Trolltunga，导游陪同的
Folgefonna冰川上的蓝色冰上远足， 沿着国家旅游路线长途驾驶以及沿峡湾的很多村
镇的活生生的遗产。Folgefonna 冰川上导游陪同的冰川远足（雪地鞋远足）。户外午餐。 

第 6天： 前往机场，飞往中国/香港 



 

8号游览路线： 挪威缩影（含首都），共 7天 

第 1天： 抵达奥斯陆 
接机。 在奥斯陆某家最好餐馆用晚餐 

第 2天： 早餐后，观光，有拍照点和多个景点 
参观Magic Ice、冰画廊，欣赏最新展览。在 Aker Brygge用晚餐 

第 3天： 通过穿越挪威峡湾，体验挪威的精髓。这此浏览 将美丽的峡湾巡游和壮观的火车及公

共汽车之旅相结合， 沿途有多个站点 
第 4天： Stegastein观景点、Flåm、Gudvangen、Voss、Fjordcruise和卑尔根， 在卑尔根某家最好

的中餐馆用晚餐 

第 5天： 卑尔根以市中心周围的七座山脉、汉萨码头、鱼市以及挪威最大的文化活动之一，即每
年在那里举办的卑尔根国际艺术节 而闻名。导游陪同卑尔根步行之旅 

第 6天： 导游陪同参观鱼市、布吕根斯、弗罗伊恩索道缆车。 
下午，远足于尔里肯山（Ulriken），在 Sky Skraper用晚餐 

第 7天： 前往卑尔根机场，经奥斯陆飞往中国/香港 



 

9号游览路线： 瑞典、挪威和丹麦独家行程，共 7天 

第 1天： 中国/香港－－斯德哥尔摩 
欢迎来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也被称为“水上美人” 与导游会面，然后乘坐专属
长途汽车前往斯德哥尔摩市。 
当天下午我们将探索老城区的格姆拉斯坦，这是欧洲最大和保存最好的 的中世纪城市
中心之一，也是斯德哥尔摩最重要的景点之一。 

第 2天： 斯德哥尔摩 
参观欧洲最大的宫殿之一！皇宫是瑞典国王陛下的官邸， 拥有 600多个房间。宫殿向
公众开放，提供 五座或以上博物馆 
下午乘船游览。斯德哥尔摩的桥梁和运河是 1小时 45分钟长 之旅，带您进入斯德哥尔
摩的 17座桥下，并通过两座船闸中的一座，即 连接波罗的海和梅拉伦湖的船闸。在船
上用晚餐 

第 3天： 斯德哥尔摩－－奥斯陆 
自行支配的一天（取决于航班时间） 
乘坐专属长途汽车协助前往阿兰达机场。从斯德哥尔摩飞往奥斯陆。 入住您的酒店。
奥斯陆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古老的首都。奥斯陆名称源自 来自挪威语中的“上帝”和“田
地”。 自行购物和用午餐，然后导游 接您，我们参观一些世界上最美丽的冰画廊－－
Magic Ice艺术 画廊，然后用晚餐。 

第 4天： 奥斯陆－－哥本哈根 
上午观光。浏览行程从驾车穿过市中心开始，经过新歌剧院， 和城镇这边的新开发区。 
然后沿着海港地区行进， 在此可以俯瞰 Aker Brygge和 Tjuvholmen，从过去的一座船厂 
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宽阔步行区。 您将通过这座首都最著名 的地方 傍晚，在导游协助
下短程漫步至 Aker Brygge，然后用晚餐 

前往渡轮，在 DFDS上过夜，前往哥本哈根 



第 5天： 哥本哈根－－赫尔辛格 
抵达哥本哈根，当天的大部分著名景点都在我们的清单上，如 
小美人鱼、阿马林堡宫、新港、克里斯蒂安堡宫、以及嘉士伯游客中心 

前往北西兰参观克隆堡。在北西兰过夜 

第 6天： 北西兰－－欧登塞 
今天的景点和目的地既新又有趣，我们参观腓特烈堡， 然后出发前往欧登塞，探索最著
名的作家之一 H•A•安徒生的家 沿着安徒生的脚步行走。在欧登塞过夜 

第 7天： 欧登塞－－哥本哈根 
今天我们参观 Fynen村。Funen村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时代的一个村庄。在这里

您可以体验 200多年前 Funen的大多数人生活的社会场景， 然后我们开车前往欧登塞

动物园和伊格斯科夫城堡 

返回哥本哈根，飞往中国 

 
应要求提供的行程： 
世界上一些最好的钓鱼点的钓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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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拉普兰，含希尔克内斯、阿尔塔、北角和特罗姆瑟 

 
冬季仙境，芬兰、瑞典和挪威拉普兰 

  

  



 

挪威拉普兰，含希尔克内斯、阿尔塔、北角和特罗姆瑟 

 
冬季仙境，芬兰、瑞典和挪威拉普兰 

  

  

 

芬兰和挪威－－拉普兰文化之旅 

 
挪威峡湾卑尔根和斯塔万格以及冬季远足布道台 
 



 

芬兰和挪威－－拉普兰文化之旅 

 
挪威峡湾卑尔根和斯塔万格以及冬季远足布道台 
 

 

挪威峡湾－－奥勒松－－布利克斯达－－海尔西特－－盖朗厄尔 

 
奥斯陆、罗弗敦和韦斯特伦 



 

挪威峡湾－－奥勒松－－布利克斯达－－海尔西特－－盖朗厄尔 

 
奥斯陆、罗弗敦和韦斯特伦 

 

冰岛 

 
鲑鱼中心 
博德三文鱼中心是鲑鱼的展示中心。在这里，您可以了解挪威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即水产养殖业，

重点是鲑鱼养殖。我们为团体提供全方位导游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