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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北歐雙國】冰島深度+挪威峽灣 15 天 
~傑古沙龍冰河湖、三峽灣遊船~ 

NT:212,000 元/人 含稅、導領司機小費 150 歐 
出發日期:6/1-6/20、9/15 

 

冰島 ICELAND～冰火交融的北極島國 

冰島地形特殊，雖然國名為「冰」島，島上卻有兩百餘座火山，火山活動的頻繁也使得冰島成為世界上溫泉

最多的國家，首都雷克雅未克入冬後，溫泉的熱氣與寒冬的冷氣交融，使得全市大霧瀰漫，又被稱為「冒煙

的海灣」。由於地近北極圈，夏季日照極長，冬季日照極短，秋冬還可見到極光，是個相當奇妙的國家。  
★造訪位於首都雷克雅未克西南３５公里，為一方圓３公里的露天天然溫泉－藍湖溫泉(BLUE LAGOON)，泉水呈淡藍

色成的巨大溫泉浴場。 

★暢遊市場最完整的『金環之旅』，包括前往古佛斯參觀全國最美的黃金瀑布及其奇特的司屈格間歇噴泉。並造訪著名的

郎格冰川，在一望無際的冰川上，可以親身體驗大自然的浩瀚！特別安排乘坐冰原雪車『ICE EXPLORER』，您可以親臨

到歐洲第二大的朗格冰川上健行及拍照。 

 
 

挪威 NORGE～維京海盜、冰河、峽灣之國 

是一個狹長多山的國家，峽灣之多也是世界奇觀，其中有一些峽灣裡的瀑布，高度甚至超出尼加拉瀑布四倍

以上，成為挪威海岸獨樹一幟的特殊景觀，挪威處處都被掛著新生代第四紀的冰河遺跡，其中的約斯達冰河



覆蓋面積廣大，是冰島以外，歐洲最大的冰原。挪威面臨大西洋國名 Norway 意謂歐洲大陸通往北方的必經

之道。也是北方最大的航運國。古代挪威的諾德克人即屢次攻擊不列顛群島和西歐海岸，而諾德克人因為當

年居住在 Vik 海灣，所以「維京」（Viking）也就成為「海盜」的代名詞了。 
★搭乘渡輪欣賞全世界最長、最深的『峽灣之后』索娜峽灣！ 

★蓋倫格峽灣之旅，壯麗的群山峽谷冰河在下方有如神仙看人間的縹緲。 

★於佛拉姆安排搭乘高山觀景火車，可靜心觀賞挪威山、河、森林、瀑布、冰洞之美盡收眼底！ 

 

特別企劃一：冰島七天六晚深度遊(北部+東部海岸+南部海岸) 
北歐市場獨家安排：冰島傑古沙龍冰河湖(JOKULSARLON) 
傑古沙龍冰河湖屬冰河暖化湖，位於冰島東南部環島公路邊，介於霍芬鎮與史卡夫塔之間。大量的、

色彩美麗的藍色浮冰緩緩流經傑古沙龍冰河湖而進入海洋，會形成這樣特殊的美景，湖口入海處由於

有大量的魚類，因此可看到成群的海鳥以及海豹在此聚集出沒，除了拍照賞浮冰外還可搭乘水陸兩用

船聽解說員的介紹。傑古沙龍冰河湖曾是許多電影的拍攝地，如《鐵達尼號》及 007 系列電影《雷

霆殺機》、《誰與爭鋒》，以及《古墓奇兵》等，受歡迎的程度由此可知。 

冰島探索：冰島南部及東部海岸特殊地理奇觀 
冰島的觀光資源豐富，除了一般團體例行的金圈、藍湖和雪上摩托車之外，還有更多袐境值得您去探

索。我們邀您前進冰島南部，造訪傑古沙龍冰河湖。搭乘水陸兩用船，零距離觸日漸消融中的萬年冰

川；參觀被列為世界最美海灘之一的黑色沙灘，漫步黑亮通透的無垠海岸線；佇立冰島最高最美的史

可加瀑布下，欣賞水瀑由六十公央高處奔流而下的磅礡氣勢。此外沿途還將經過的大冰原和震撼全球

的艾法拉火山。相信這些迷人的風景，會秒殺您的底片。 

   

 
傑古沙龍冰河湖(JOKULSARLON) 

http://www.placenote.org/wp-content/uploads/2012/12/black-sand-beach-vik-iceland2.jpg
http://www.placenote.org/wp-content/uploads/2012/12/black-sand-beach-vik-iceland.jpg


屬冰河潟湖位於冰島東南部環島公路邊，介於霍芬鎮與史卡夫塔之間。大量的、色彩美麗的藍色浮冰

緩緩流經傑古沙龍冰河湖而進入海洋，會形成這樣特殊的美景，湖口入海處由於有大量的魚類，因此

可看到成群的海鳥以及海豹在此聚集出沒，除了拍照賞浮冰外還可搭乘水陸兩用船聽解說員的介紹。

傑古沙龍冰河湖曾是許多電影的拍攝地，如《鐵達尼號》及 007 系列電影《雷霆殺機》、《誰與爭鋒》，

以及《古墓奇兵》等，受歡迎的程度由此可知。 

維克黑沙灘(black-sand beach) 
曾被美國雜誌列名世界最美的 10 大黑沙灘之一，在冰島最南端有一座維克小鎮，這裡有一片神秘的

黑沙灘，經常有攝製組到這裡取景拍攝外星球等科幻類型的影片。冰島黑沙灘的“沙”其實是顆粒狀

的火山熔岩。這些熔岩顆粒沒有雜質，也沒有淤泥塵土，捧起一把，滿手烏黑，輕輕一抖，黑沙四散，

手上卻纖毫不染。 

史科佳瀑布(Skogafoss) 
又稱為〝彩虹瀑布〞，寬度 25 公尺、高度 60 公尺，是冰島知名的大瀑布之一，瀑布旁的步道可登上

高處俯瞰遼闊的原野景觀。  

 

 
 

特別企劃二.北歐最舒適的住宿體驗 
冰島部分： 

Grand Hotel Reykjavik(冰島最大最高檔飯店) 
現為冰島最大規模、最高檔的飯店，擁有 314 間客房，且僅需步行數分鐘即可抵達海岸線及市政廣

場，交通方便。每間客房皆提供寬大舒適的空間及先進的衛浴設備，亦集合多樣化的商務、娛樂服務

與設施，讓您在遙遠的國度，擁有賓至如歸的感動 – 

   
 

HOTEL KATLA 
這家鄉間的酒店距離維克市區僅有 5 公里，設有寬敞的客房，享有冰川壯麗的景色。客人可以免費使

用室外熱浴盆和 1 家健身中心。 

Hotel Katla 酒店裝飾典雅的客房設有 1 張辦公桌和帶有線及衛星頻道的電視。 

http://big5.elong.com/gate/big5/trip.elong.com/iceland/
http://big5.elong.com/gate/big5/trip.elong.com/pantaibatuhitam/


客人可以在大堂區享用免費無線網絡連接。酒店的內部餐廳供應自助早餐和當地特色晚餐。晚餐後，

酒店的酒吧可供客人小酌一杯。 

酒店的工作人員可以幫助客人安排當地活動，例如在冰川上騎馬、雪地摩托車或有導遊帶領的步行活

動。 

酒店距離維克的黑沙海灘和維克高爾夫球場均為大約 5 分鐘的車程，距離森林博物館有 30 公里。 

    

 
特別企劃三：我們給您最有特色的美食饗宴 

1.全程早餐皆在飯店內享用豐富的北歐斯堪地那維亞自助式早餐(比美式好)。 

2.午晚餐使用中式七菜一湯或西式套餐及自助餐之中西餐搭配，讓您吃得好、吃得飽，沒有吃不習

慣的困擾！  

 

 

特別企劃四：我們給您最佳的交通娛樂效果 
★峽灣區最完整多元化的安排 
＃三峽灣遊船 



＃峽灣觀景火車 

＃冰河電動車        

＃卑爾根登山纜車 

 

 

★冰島部分 

冰島特別安排騎乘冰上摩托車(兩人一部)，您可穿全套禦寒衣物﹝安全帽、連身羽毛衣、雪靴﹞，騎 

著冰上摩托車，馳騁在無垠的冰河上，途中您可欣賞到冰火相容的奇景－冰河覆蓋在休火山上。 

 

 

『貼心安排~行動網路分享器,漫遊無國界』 
注意事項 

1.我們特別贈送四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全程旅遊其間，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 ，

需要額外支付 NT2500 元。 

2. 此網路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由 2G、3G 及 3G+。 

3. 此分享器速度前 350MB 為 3G 或 3G+之後降為 2G 或 3G，流量不限吃到飽。 

4. 歐洲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5. 為避免超量造成網路服務中斷，建議在出國前先將 Dropbox、iCloud、APP 自動更新等程式關閉，也應避

免觀看網路電視、Youtube 等大量數據之服務。短時間內過大流量可能造成電信公司主動斷線或限速，本公司

將無法對此情形退費。 

6. 我們貼心提供網路分享器，敬請貴賓妥善使用。如有遺失之情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4500 元。 
 

參考航班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日時間 起飛-抵達機場 航班編號 

第 01 天 20:05 22:50 台北 ／ 曼谷 TG-635 

第 02 天 00:55 07:25 曼谷 ／ 奧斯陸   TG-954 

第 03 天 08:25 09:05 奧斯陸 ／ 雷克雅維克(冰島 FI-317 

第 04 天 08:00 08:45 雷克雅維克 ／ 阿庫瑞里 暫訂航班  NY-114 

第 09 天 08:00 12:15 雷克雅維克 ／ 卑爾根 FI-338 

第 14 天 14:15 06:15+1 奧斯陸 ／ 曼谷 TG-955 

第 15 天 07:10 11:50 曼谷 ／ 台北 TG-634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內容                 符號說明   ★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未標示則行車經過 



第 01 天  桃園／曼谷                                       

今相逢自是有緣！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下搭乘豪華客機轉機飛往北歐最美麗的

峽灣國家-挪威。於空服員的照料下，平穩的飛行中適度休息，夜宿機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02 天  曼谷／奧斯陸                                 

班機於今日抵達到挪威第一大城-奧斯陸。展開奧斯陸市區觀光：★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園內共有

近 200 件維格蘭大師所創作的人體刻和銅雕，個個栩栩如生猶如真實般地呈現出人生百態。獨家加

贈荷曼科倫滑雪跳台★觀景台電梯。此觀景台曾為 1952 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場的荷曼科倫滑雪跳

台亦主辦了多屆的世界滑雪錦標賽，於 2010 年為了隔年將主辦的世界滑雪錦標賽進行全面更建為全

新的懸臂式鋼結構滑雪台。在高約 60 公尺處的觀景台，可以觀賞奧斯陸和周圍鄉村的風景。接著前

往◎奧斯陸歌劇院 (Oslo Opera House)，是世界第一座可以在屋頂上漫步的歌劇院！是挪威國內最

大，利用太陽能供電的環保建築，由 3 萬 6 千塊義大利大理石及花崗岩舖成的斜坡，是歌劇院的白色

屋頂，猶如從峽灣中拔起的冰山，或一塊巨大的水上浮冰。人們可以輕鬆自在，或坐或躺，曬太陽看

書，也可漫步上頂端，俯瞰整座城市和峽灣。奧斯陸的★維京海盜博物館，館內展示了三艘奧斯陸峽

灣附近出土的維京船，入館後立刻映入眼簾的是９世紀時，供女王使用的奧塞貝莉號女王號，連同女

王遺一起長眠於地下，西元 1904 年被人發掘出來，公諸於世。奧斯陸是挪威國內最多人口居住的城

市，主要的觀光景點集中於徒步區。從中央火車站前到皇宮的卡爾.約漢斯是最熱鬧的街道。為奧斯

陸主要的道路，兩旁有許多值得一看的景點，您也可在此享受購物的樂趣！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奧斯陸旅遊局百年推薦餐廳 

宿：THON HOTEL OSLO AIRPORT 或同級 

 

第 03 天 奧斯陸／雷克雅維克(冰島)～藍湖溫泉                                                                             

上午搭機飛往冰島首府─雷克雅維克。帶您導覽雷克雅維克市區觀光，前往市區遊覽由著名藝術

家 JON GUNNAR ARNASON 在海濱打造狀似維京船的◎SUN VOYAGER 鋼雕以及 2011 年 5

月 4 日開幕的◎HARPA 音樂會議中心、托寧湖及周圍的市政廳、國會樓以及霍爾格林大教

堂。大教堂於 1986 年完工，高 74.5 公尺佇立於山丘上，其獨特的建築曲線，為該市著名

地標建築，特別安排搭乘★電梯到達鐘樓高點眺望整個市區；之後前往首都雷克雅未克西南

35 公里，為一方圓３公里的露天天然溫泉－★藍湖溫泉(BLUE LAGOON)，藍湖的形成非常特別，海

水經過地下高熱火山融岩層而吸收熱量來發電，水中含化學與礦物結晶，被冰島醫學家證明可舒解精

壓力與某種療效。泉水呈淡藍色成的巨大溫泉浴場，面積有四個足球場大，該湖的溫泉含有大量的礦

物質，具有美容與消除疲勞的功效，可以盡情享受露天洗溫泉之樂。【今天請務必攜帶泳衣ㄡ】。晚餐

我們特別安排在入住飯店內享用。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LAVA 藍湖景觀餐廳羊排風味 

宿：GRAND HOTEL REYKJAVIK 或同級 



 

第 04 天 雷克雅維克／阿庫瑞里－52km 高莎瀑布－47km 胡薩維克(賞鯨之旅)－56km

米湖溫泉(米湖溫泉池)－冰島北部                                    

今天早上搭機前往位於峽灣內側的港口、北部最主要城市阿庫瑞里。冰島第二大城市享有「北極圈花

園城市之名」，這裡有冰島最大的漁業公司。出發翻山越嶺東向而行，途中會經過著名景點◎高莎瀑

布，冰島語意指眾神的瀑布，因冰島人下定決心追隨基督教後，將所有的古諾斯神像全丟入高莎瀑布，

因而有此命名，由冰島最大河流形成，它的美麗是不容置疑。隨後前往位於斯喬爾萬迪灣的胡薩維克，

胡薩維克是第一個有維京海盜停留的城市，由來自瑞典的維京海盜－Garthar Svavarsson 建立了這座

小城，稱之為“Husavik”意指為(Bay of House)。抵達後安排令人興奮的★賞鯨之旅。當觀鯨的遊艇

緩緩行駛在海中，有機會遇上最常出現的座頭鯨、小鬚鯨、白色突吻海豚、鼠海豚等，另外成群結隊

的海鳥盤旋高空，歡快的鳴叫不已。您可發現冰島是一個自然生態保護非常好的國家。午後前往冰島

北部著名火山湖泊米湖，此處火山噴發遺蹟處處可見，周遭儲藏豐富地熱資源，附近建有規模極大的

地熱發電廠，處處可見地表冒出煙氣，蔚成奇景。特別安排於★米湖溫泉池泡湯，消除疲勞。經過了

原野美景、瀑布、火山湖、地熱及許多自然美景抵達伊格斯塔地。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ICELANDAIR HOTEL 或 EGILSSTAÐIR GUESTHOUSE 或 HOTEL VALASKJALF、HOTEL 

HALLORMSSTADUR 或同級 

 

第 05 天  米湖－60km 黛提瀑布－163km 伊格斯塔地(冰島北部之旅)－93km 布雷茲

達斯維克 
早餐後從米湖出發可以很輕易地前往克拉布拉火山遊覽，遊覽過程中有時候還能經過其他美麗景點，

如歐洲最具衝擊力的瀑布—◎黛提瀑布(Dettifoss)。 專車經往伊格斯塔地，我們經歷了冰島北部公路

之旅，來到了位於冰島東海岸一個叫做布雷茲達維斯克的小漁村的港口，這裡遍布著大大小小峽灣。

冰島東部自然遺產豐富，布雷茲達勒山谷 Valley of Breiðdalur 即是其中之一，但常常被大多數遊客

所忽視。布雷茲達勒山谷地勢寬闊，草木繁茂，是冰島隱藏的寶地之一，目前正等待著人類的開發。

無數瀑布從布雷茲達勒山谷內的眾多山峰上飛流直下，其中一條灌溉著山谷裡的幾乎每一處田地，被

稱為“私家”瀑布。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HOTEL BLAFELL 或同級 

 

第 06 天 布雷茲達斯維克－235km 傑古沙龍冰河湖－56km 斯卡夫塔山冰川－140km－

維克 
今日前往瓦特那冰河（水冰河）冰原，位於冰島偏南近南岸海濱，面積廣達 8400 平方公里，是冰島

及歐洲最大冰河，排行世界第三，僅次於南極大陸及格陵蘭。冰河厚達 1 公里，往外再延伸成無數小

冰河。今天將有機會沿著公路以最近的距離遠眺由瓦特那冰原伸展而下的數條巨大冰河臂(冰河)流入

平地的大自然奇景。冰河景觀特別壯闊，令人驚嘆！附近有名的史考拉冰河、形成傑古沙龍冰河湖的

布雷沙穆克冰河等，我們在此觀賞潟湖獨特的風光，並★搭乘水陸兩棲車遊覽潟湖。從地上直駛入湖

中，近距離體驗浮冰，還可以親自嚐嚐千年冰塊的味道。工作人員會詳細解說冰河湖的由來歷史，之

後撈一塊浮冰給大家摸摸、照相，最後敲碎給大家吃 !!這裡也常有海豹出沒，就在我們拍浮冰的同

時，幾隻海豹也許就在我們面前浮出水面呼吸 !!!◎斯卡夫塔山冰川佔地 4800 平方公里，有地球上



最奇異最超現實的景色。整個地區是在水與火的不斷對抗作用下形成的，生長著蒼翠茂盛的樺樹林，

周圍則是黑色沙漠、冰川河，瓦特納冰川的冰舌是一條條龐然大物，讓人感嘆自身何其渺小。結束後

前往維克。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ICELANDAIR HOTEL 或 HOTEL KATLA 或同級 

 

第 07 天  維克 (黑沙灘)－南部海岸－129km(約 1.3h)塞爾佛斯 
早餐後我們經過一片神秘的◎黑色玄武岩沙灘(BLACK SAND BEACH)，經常有劇組到這裡取景拍攝

外星球等科幻類型的影片。冰島黑沙灘的“沙”其實是顆粒狀的火山熔岩。這些熔岩顆粒沒有雜質，

也沒有淤泥塵土，捧起一把，滿手烏黑，輕輕一抖，黑沙四散，手上卻纖毫不染。結束後沿環島公路

往南部海岸方向行駛。南部海岸線是冰島最溫暖的區域，道路兩旁有瀑布、草原、羊群和大片的海洋，

遠處矗立著高山和白雪。重視環保的冰島沒有在這片土地上施加過多的人工雕琢，環繞在身邊的都是

最純淨最自然的元素，讓人解放身心，感到舒適愉悅。而海邊的峭壁則孕育了多種鳥類。您可在附近

漫步，欣賞被美國《Inlands Mazagine》列為世界十大海灘之一的美麗海岸線，幸運的話，還可以在

這裡見到僅生活在高緯度地區的可愛神奇鳥(Puffin)。途中將經過氣勢磅礡的◎史可加瀑布(Skó

gafoss)、2010 年造成歐洲航空交通大亂的◎艾亞法拉火山(Eyjafjallajokull)，以及決不可錯過的◎塞

里亞蘭瀑布(Seljalandsfoss)。◎赫克拉火山是地球上最活躍的火山之一，海拔 1500 米，直入雲霄，

曾不斷帶來地獄般的災難，轟隆雷鳴貫徹日夜。最早一次有記載的赫克拉火山爆發發生於 1104 年，

之後又有二三十次大規模爆發，該火山在一段時間內非常活躍，引得中世紀作家將其中心稱作地獄之

門。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STRACTA HELLA 或同級 

 

第 08 天  塞爾佛斯－金環之旅－52km 雷克雅維克 
今日展開最受歡迎的“金環風景線之旅”，你可欣賞冰島奇特的地形－冰火交融的島國，全島約有

200 座火山，是世界上火山活動最頻繁的區域之一，且以擁有巨大冰河著稱，景色讓您心曠神怡，延

途欣賞火山地形、湖泊、草原等特殊景觀，◎古佛斯黃金瀑布是冰島第二大瀑布，略為靠近瀑布旁，

就能感受到他的磅礡氣勢。與古佛斯溫泉泉區相距不遠的是◎蓋歇爾間歇噴泉，泉水數分鐘便噴發一

次，最高時可達六十公尺，景象十分壯觀。◎國會山國家公園是世界上最古老議會的所在地，也是歐

美板塊的交界。十八世紀時，因板塊運動造成的火山和地震而被摧毀，在此您可見到仍持續擴大中的

歐美板塊裂隙，結束金環之旅，您即可瞭解形成整個冰島獨特地形的狀況，並欣賞難得一見的大自然

極地風光，人生難得的經驗，讓您印象深刻。下午特別安排前往冰島著名的『朗格冰川』，沿途有峽

灣風光、河流深入地底，展開★雪上摩托車之旅，您可穿著準備好的全套禦寒衣物﹝安全帽、連身羽

毛衣、雪靴﹞，騎著雪上摩托車(約 90 分鐘)，馳騁在無垠的冰河上，途中您可欣賞到冰火相容的奇

景，即冰河覆蓋在休火山上。讓您慨嘆造物的神奇，予您永生難忘的經驗！之後回到雷克雅維克前往

狀似水晶球的◎珍珠樓，其實是自來水公司的展示中心，空中腑瞰就如一顆玻璃珍珠鑲在六個圓形花

瓣中－就是巨大的儲水筒，儲放從地面下擷取的滾燙熱泉，中間有展覽廳、溫泉模型、餐廳，並可從

眺望台觀看市區。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GRAND HOTEL REYKJAVIK L 或同級 

 

第 09 天 雷克雅維克／卑爾根                                                

今天我們搭乘班機來到卑爾根(BERGEN)，卑爾根這個挪威西部港灣古城，擁有著那狹長型的特殊港

灣地形，這依偎在山中的古城，並沒有太多的商業氣息，有的只是一排排簡單雅緻順著山城攀爬堆疊

而建的五顏六色木屋建築，和那四處都充滿著綠意的公園或是古意盎然的街道，那是一種彷彿置身在

童話故事裡的驚嘆，這一生若能探訪一回這般北歐風格的童話小城，相信會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幸福回

憶啊！古城「卑爾根」( BERGEN ) 或許對許多人來說感到陌生，其實它不只是挪威的第二大城，也

是進出挪威遐爾聞名的峽灣起點，這個位於七大山城之中的港灣城市，由於常年下雨，有雨都之稱，

但卻也因為這樣，為這個美麗的北國港灣城市增添了些許迷離朦朧感。展開一連串精彩的參觀行程，

◎布里根木造屋區，以山牆立面的三層樓木造建築，並列成排的古老木屋，塗上著繽紛色彩的外觀，

就在魚市不遠的港灣碼頭，這裡不僅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美麗的港灣與獨具特色的布里根木屋群，

常是明信片最多使用的，更是旅行者最熱衷取景的著名地標，其中 1979 年即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漢薩古航運倉庫區最為代表，此碼頭區曾為漢薩同盟時期的重要貿易商港，也是來卑爾根的旅客必到

之處。造訪有趣的◎露天漁市，您可嚐嚐北歐人常吃的各式醃漬鯡魚，拌沙拉或夾三明治都很美味；

◎瑪莉亞教堂，卑爾根最古老的建築，建於 12 世紀的；有著挪威最早的彩繪玻璃◎舊市街的老房舍

令您恍若回到 19 世紀裏；爾後特別安排搭乘★登山纜車，這將是欣賞卑爾根的最佳地點，可將挪威

西部峽灣海岸盡收眼底。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卑爾根北歐式套餐+水酒 

宿：RADISSON BLU ROYAL 或同級 

 

第 10 天  卑爾根 101km－哈丹格峽灣(哈丹格大橋、遊船)－挪威縮影～高山觀景火車－

峽灣區百年貴族飯店 

上午沿著氣勢萬千的哈丹格峽灣公路，行經 2013 年 8 月開通，目前為世界第 10 長的吊橋◎哈丹格

大橋(HARDANGER BRIDGE)，位於挪威西南部的挪威第二大峽灣哈丹格峽灣，大橋長 1380 米，主

跨 1310 米，規劃有兩個 7,5 米的車道及自行車的車道，是目前挪威最長跨度的懸浮橋，取代以往的

渡輪銜接。我們安排搭乘★遊船欣賞哈丹格峽灣，兩岸靜湖飛瀑、風景如畫，大自然鬼斧神工，令人

歎為觀止。下午搭乘★挪威縮影觀景高山火車前往佛拉姆，這段被譽為挪威高山鐵路之冠，一路上經

過隧道，忽高忽低，上山下谷，感受工程艱鉅令人嘆服，沿途景色壯觀及大自然的偉大神奇也令人永

生難忘。當火車穿越山川峽灣山谷之間，沿途高崖絕壁，迎面而至，不禁令人讚嘆此一天然造景之神

奇及昔日創建鐵路的艱辛。峽灣火車在滿佈湖泊溪谷中緩緩滑駛，間或有高山飛瀑自天上宣洩而下，

從車窗外上映的是一幅幅歐洲山水動畫，享有『挪威縮影』美譽的火車之旅。沿途中綠水青山的峽谷

景色與白雪皚皚的高原風光交相替換，彷彿觀賞了一齣大自然之美的映畫片。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峽灣區北歐式套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ULLENSVANG 或同級 

 



第 11 天  峽灣區百年貴族飯店－索那峽灣遊船－峽灣區百年貴族飯店 

早餐後束後專車駛入挪威峽灣區至風景如畫的古德凡根碼頭，★搭船巡禮奈萊伊峽灣是世界最長最深

的峽灣─索那峽灣最上遊之源頭，綿延 200 多公里，最深處達 1308 公尺，高聳的峭壁 2405 公尺高。

也是歐洲最狹窄之峽灣，兩岸山壁緊聯相距咫尺，因地型獨特及雄偉的景觀，與蓋倫格峽灣並稱為挪

威峽灣地型中最美、最壯麗峽灣，故聯合國(UNESCO)將這兩條峽灣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結束後前往

入住峽灣區百年貴族飯店。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峽灣區飯店內北歐式套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KVIKNES HOTEL 或同級 

 

第 12 天  峽灣區百年貴族飯店－布麗斯達冰河－蓋倫格峽灣－峽灣區百年貴族飯店 

早餐後專車經歐洲最深的宏寧達湖及歐登谷地前往布莉克斯達冰河區，抵達後特別安排★四輪傳動車

悠遊地前往歐洲大陸最大之冰河─布麗斯達冰河，全長 2  12 公里，總面積大約 487 平方公里，遊

覽北歐夏季冰河奇妙的風光。途中可欣賞壯觀的布莉克斯達瀑布及冰河美景，即使觀看終日亦不厭倦。

穿越古布蘭谷地行於蜿蜒山道，處處景色秀麗。隨後同時安排★渡輪穿遊在移步換景的蓋倫格峽灣之

中，峽灣中除了險峻的深谷，還有瀑布、雪峰、冰川和峭壁上的村莊聚落，編織成了一幅令人驚艷的

景色。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北歐龍蝦魚排套餐(每人一隻)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UNION HOTEL 或同級 

 

第 13 天  峽灣區百年貴族飯店－老鷹之路－精靈之路－里里哈默 

早餐後前往◎老鷹之路，繞著髮夾彎直上，像是老鷹從高空俯瞰整個世界般，俯瞰整個峽灣最壯麗的

一面，您可鳥瞰風景最壯麗、群山環抱的蓋倫格峽灣與小鎮，簡直就像世外桃源。接著前往峽灣最精

彩的路線首先前往觀賞◎精靈之路 TROLLSTIGEN 公路，由 EIDSDAL 往北蜿蜒而行至 ANDALSNES，

它是一條令人驚顫的 U 形急轉彎道路，坡度為 1:12，並且也會停在險峻陡峭的山路中觀賞

STIGFOSSEN 瀑布。接著我們前往西元 1994 年冬季奧運會所在地─里里哈默，之後展開市區觀光參

觀奧林匹克公園內。◎越野滑雪、◎跳躍滑雪及自由式滑雪和部份的冰上曲棍球、◎冬運比賽會場。

天然的環境，讓此城成為冬季奧運的舉辦地之一，◎司特加達徒步街因保存良好的木造建築而大受歡

迎、★野外民俗博物館，是一保存有許多不同年代的挪威傳統建築，也是讓您一次瞭解挪威建築的最

佳戶外教室。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峽灣區北歐式套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SCANDIC LILLEHAMMER HOTEL 或同級 

 

第 14 天  里里哈默－奧斯陸／曼谷                                      

早餐後返回奧斯陸。歡樂的美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今日整理行囊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

經由曼谷轉機前往台灣，搭機返，帶回意外的喜悅，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

http://www.kviknes.no/
http://www.union-hotel.no/


束此次豐富精彩歐洲旅程。夜宿機上。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15 天 曼谷／桃園                                               

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行程圓滿結束，心中雖有些不捨，但也充滿著愉悅而真實的回憶，期望下次

重逢時，此情此景能成為彼此共同而有趣的話題！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宿：溫暖的家 

【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