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830 出發 

BR 長榮航空  嘉印號  北歐挪威峽灣 11 天 

 

每年夏季獨特風景，讓您實現夢寐以求的夢幻北歐之旅， 

船上的充滿著無限的魅力，美食隨時隨地的侍候，嚴選精彩無比的觀光精采景點！ 

來到晚上，談心與滿天星斗的夜空，迎接著您盡情放鬆，留下完美的回憶！ 

北海陽光，熱情的民風，處處令人感受愉悅溫馨！ 

 

Celebrity 名人遊輪：嘉印號 Silhouette 

年份 2014 年 12 月 總噸位數 122,400 噸 
載客人數 2886 人 遊輪等級 高級 

房間數 1443 間 甲板數 16 層 

 
盡情暢玩、盡情享受吧！ 

http://www.msccruises.ie/en-ie/Discover-MSC/Cruise-Ships/MSC-Seaview-OLD.aspx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降落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8/30 長榮航空 BR 67 台灣桃園-泰國曼谷 09:00 11:35 

8/30 長榮航空 BR 67 泰國曼谷-倫敦希斯洛 12:50 19:25 

9/8 長榮航空 BR 68 倫敦希斯洛-泰國曼谷 21:35 15:05+1 

9/9 長榮航空 BR 68 泰國曼谷-台北 16:25 21:15 



 
 

※:   ★表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

行車經過 

8/30 第 1 天 台北／英國倫敦 

今日，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國手續後，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英國倫敦希斯洛機場!展開

這趟美好的旅程。 
貼心提醒: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

適的休息空間。 

 早餐: 溫暖的家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機上餐食 

 

NH heathrow 或同級旅館 

8/31 第 2 天 倫敦(市區觀光) 
今日進入市區 參觀  

【倫敦】  

倫敦的面積約 1580平方 公里，比 整個大 台北地區還小 ，境內擁 有5個國際 機場、4個世界

歷史文化遺產 、8個皇 家公園、近 百個傳 統市集與兩百 多座博物 館、美術 館。  

 

▲【大笨 鐘+國會大 廈】  

不但是世界上 最有名的 鐘，現在 己經是倫 敦的地標和精 神象徵之 一。  

 

▲【白金 漢宮】  

英國女王的皇 宮，門口的衛兵 交接也是 觀 光客注目的焦 點，不同的是帶 隊騎在駿 馬 上的伺

長是女性，英 國真的是 一個女權 至上的國 度。  

 

▲【西敏 寺】  

西敏聖彼得協 同教堂，通稱西 敏寺，是一 座位於倫敦市 中心西敏 市區的大 型哥德式 建築風

格的教堂，一 直是英國 君主安葬 或加冕登 基的地點。曾 在1546–1556年短暫 成為主 教座

堂，現為王家 勝跡。1987年被列 為世界 文化遺產。  

 

午後，前往 與紐約大都 會博物館，巴黎 羅 浮宮並稱《 世界三大博 物館》的大英博 物 館參觀，

館內蒐集的文 物珍品縱 橫東西方，包 羅萬 象令您大開眼 界，尤其是二 樓的木乃 伊室，珍藏

著遠自埃及運 來的數十 具木乃伊 更是您不 可錯過之重點 。  

【入內參觀】 大英博物 館。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英式風味餐 晚餐: 中式料理 

 

NH heathrow 或同級旅館 

 
9/1 第 3 天 倫敦--南安普敦港口登船 
今日，領隊將帶領著團員辦理登船手續隨後登上船橋，當您進入您的房間後，您可以將您的行頭一切

就定位。悠閒地享受了船上的午餐之後，接著可以了解一下船上設施，船上擁有可以滿足旅客各種感

官享受的體驗。豪華夜總會、電影院、美容院、賭場、商店街、游泳池…等 
貼心提醒：當船上的碰撞警報響起時，要前往集合地點，一起參與「救生演習」，夕陽西下華燈初上

時分，夢幻郵輪正式啟航!!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豪華遊輪美食 晚餐 豪華遊輪美食 

 

豪華遊輪兩人一室(陽台艙) 

9/2 第 4 天 海上巡弋(盡情於船上享受設施，並好好徹底的放鬆身心靈。) 
今日全日航行於海上，遊輪上歡樂氣氛總是讓人情不自禁地參與各項豐富活動。從早上起，可以體驗

各式設施；Last Minute On Sale 限時促銷活動；池畔團康娛樂節目、電影或表演；品酒會……或是邀

好友悠閒地喝下午茶。在飽覽絢麗風光之餘，還可以讓身、心、靈全部徹底放鬆。 



 
 

 

 早餐 豪華遊輪美食 午餐 豪華遊輪美食 晚餐 豪華遊輪美食 

 

豪華遊輪兩人一室(陽台艙) 

9/3 第 5 天 卑爾根 (挪威) 11:00 抵達 20:00 離港 
卑爾根被稱為「峽灣之門」，是挪威第二大城市。由於人口不足 25 萬，在七座山的背景下，乘坐★纜

車前往山頂，可欣賞卑爾根和挪威迷人海岸線的美妙全景。俯瞰港口，五顏六色的布萊根碼頭是卑爾

根的門面。深具特色的木製山牆建築。領隊將帶您徒步觀光這市區。 
◎【布里根區木屋群】 
是一排尖屋頂，色彩繽紛的木造房舍，處處洋溢著古樸的德國風情，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

產，是因為十四世紀時卑爾根便成為漢薩聯盟的重鎮，主宰當時德國為主的貿易往來，建築物是當時

商人的生活圈，如同戶外博物館。 
◎【魚市場】 
早從十六世紀起，這裡就是魚貨的集散地，現在則成為觀光客流連徘徊之處。有機會不妨自費嘗嘗北

歐人常吃的各式醃製鲱魚 Herring，味道酸甜，適合伴沙拉或夾在三明治裡。 
貼心提醒：因為此行程會到山上，記得攜帶防風薄外套，帽子等。以避免因不同高度的溫差所造成的

不舒適。 



 
 

 

 早餐 豪華遊輪美食 午餐  豪華遊輪美食 晚餐 豪華遊輪美食 

 

豪華遊輪兩人一室(陽台艙) 

9/4 第 6 天  奧勒松 (挪威) 08:00抵達 17:00離港 
【奧勒松-斯圖爾峽灣口】奧勒松是挪威西部港市，地理位置極佳，位於斯圖爾峽灣口、大陸岸外的

三個島嶼上。這個城市景觀具有鮮明的(新藝術Art Nouveau)設計特色。這種整齊劃一的建築風格是

受歷史上一場災難及早期外援影響的結果。其為挪威一重要的捕魚、鯨和海豹的基地，有魚冷凍燻烤

場、魚肝油提煉廠，並有造船、紡織、服裝和補魚設備等工業。這個讓人流連忘返的可愛城市，曾在

2007年被選為挪威最美的城市，頂著尖塔的高矮房舍，櫛比鱗次的沿著運河排開，小城的美，等您

親自來細細品味。 

 

 早餐 豪華遊輪美食 午餐  當地風味餐 晚餐 豪華遊輪美食 

 

豪華遊輪兩人一室(陽台艙) 



 
 

9/5 第 7 天  佛萊姆(挪威) 08:00 抵達 17:00 離港 

【岸上觀光】 
「山間的小小 平地」就 是佛拉姆 Flam 名 字的意涵。被 艾於蘭峽 灣和佛拉 姆溪谷得 豐富大

自然所環繞，這 一座居民僅 約 500 人 的小 小城鎮裡，每到 夏季的觀光 旺季，就會擠 滿來自

全世界的旅客 。在火車 站附近是 最熱鬧的 地方。   

★【挪威森林觀 景高山火 車】  

從佛斯搭乘《挪威森林觀景高山火車》前往佛拉姆小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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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豪華遊輪美食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 豪華遊輪美食 

 

豪華遊輪兩人一室(陽台艙) 

9/6 第 8 天  史塔萬格(挪威) 07:30 抵達 17:30 離港 

【史塔萬格】 
位於挪威西南 部波克納 峽灣口， 港灣景色 相當迷人，以 造船業、 鯡魚罐頭 加工業， 以及

1966 年在北海 探勘發現 石油，70 年代以 後輸出石油帶 來大量財 富，2003 年統計 石油輸

出量排世界第 三名，由 於需要大 量的勞工 ，史察溫葛的 人口已超 過 28 萬， 成為挪 威的第

四大城。  

◎【石油博物 館】  

於 1999 年開館  其獨特 的外形就 像是建 立在水上的石 油平臺， 已經成為 史塔萬格 港口最

顯著的地標。博物 館主要介 紹了挪威 沿海 地區的石油活 動，尤其是北 海地區，介紹 了石油

和天然氣是如 何被發現 和提煉的 ，以及石 油的用途。  

◎【老城區】  

史塔萬格老城有 173 棟木屋，而這些木質建築大都有百年曆史。這裏都是保存完好的十八世紀建築，



 
 

鵝卵石的人行道穿過一排排刷成白色的房子，很是漂亮。在老城的窄小街道行走，穿過許多畫廊、手

工藝品店、紀念品和明信片的店鋪。 

  

 早餐 豪華遊輪美食 午餐 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 豪華遊輪美食 

 

豪華遊輪兩人一室(陽台艙) 

9/7 第 9 天 海上巡弋 
今日，您可以參加船上為旅客們準備的各項精彩節目，大劇院、酒吧、游泳池、健身房、賭場、美容

院、圖書，或什麼都不做的倘佯於甲舨上或游泳池畔，做做日光浴、喝著冰涼的飲料，享受片刻的悠

閒，或者三五好友聚集池畔敘舊談心，另有一番樂趣。 

 

 早餐 豪華遊輪美食 午餐 豪華遊輪美食 晚餐 豪華遊輪美食 

 

豪華遊輪兩人一室(陽台艙) 

9/8 第 10 天  南安普頓(挪威) 06:00 抵達／ 

          牛津大學城~比斯特折扣城 BICESTER OUTLET~倫敦／曼谷 



 
 

牛津大學城：牛 津大學是 英國最古 老之大 學，既是嚴肅的 學術殿堂，也 是戲謔人 生 的『愛

麗絲夢遊仙境』故 事的起源 處，處處洋溢 著濃厚的學術 氣息。牛津的 基督教堂 學院 是牛津

最大、建築最壯 觀的學院，當 然也因哈 利 波特的關係，是 牛津人潮 最洶湧的 觀光勝 地。而

且這學院最引 以為傲之 處，就是在近 代200年內產生了16位英國首 相！真是 人才濟 濟。此

城處處洋溢著 濃厚的學 術氣息，如萬 靈學 院，以及著名參觀 景點瑞德 克利夫拱 頂、波德里

安圖書館等都 值得您細 細品味。  

 

比斯特折扣城 (BICESTER OUTLET)：這 裡 有您想要的英 式及歐洲 時尚款式 的各種衣 服、精

品、童裝等， 而且價格 都不貴， 小心您不 要荷包大失血 。大約在 倫敦向西 一個小時 車程，

匯集一些世界 主要名牌 的折扣店，主要有 DUNHILL，BURBERRY，ZEGNA，PAUL SMITH，

BOSS，VERSACE，CK，POLO，ELTEE LAUDER，CHARKS，極 度乾燥  等名店。 這裡無

論是正裝，還 是休閒裝 或是毛衣 、化粧品 都有不錯的選 擇，物美 價廉。  

https://www.bicestervillage.com 

 

【下車拍照】 基督教堂 學院、萬 靈學院、 瑞德克利夫拱 頂、波德 里安圖書 館  

【特別安排】 碧思特折 扣城  

傍晚前往倫敦 國際機場 ，辦理登 機手續， 搭機返回台北 。當晚夜 宿機上。  

  
 早餐 豪華遊輪美食 午餐 當地風味餐 晚餐酌發餐費 10 英鎊 

 

豪華客機 

9/9 第 11 天 曼谷／桃園 
今日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充滿知性與

感性的歐洲之旅。 

 早餐 機上餐食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敬請自理 

 

溫暖的家 

❤貼心提醒－行程依遊輪公司預定的狀況以及可能臨時的狀況有所改變，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如

遇特殊情況或行程順暢度考量，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行程，敬請貴賓知悉。 



 
 

～～～ 敬祝旅途愉快順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