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耀斯堪地那維亞之旅 

北歐丹麥、挪威、冰島、峽灣深度二十日之旅 

 
航班參考：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班 飛行時間 

第 一 天 23：15 04：30+1 台北杜拜 EK-367   約 8 小時 35 分 

第 二 天 08：30 13：10 杜拜哥本哈根 EK-151   約 6 小時 40 分 

第 四 天 14：00 15：10 哥本哈根雷克雅未克 FI-207   約 3 小時 10 分 

第十三天 08：00 12：15 雷克雅未克卑爾根 FI-338   約 2 小時 15 分 

第十九天 14：50 23：40 奧斯陸杜拜 EK-160 約 6 小時 50 分 

第二十天 04：05 16：40 杜拜台北 EK-366 約 8 小時 35 分 

 
.  

（◎含門票景點 ＊不需門票景點 拍照需付費 UNESCO 指定為世界遺產） 

第 1 天  台北 TAIPEI杜拜 DUBAI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裝滿希望的行囊，集合於桃園機場，由專人協助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 

  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準備迎接美好的北歐之旅；夜宿於機上。 

第 2 天  杜拜 DUBAI 哥本哈根 COPENHAGEN（丹麥）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FIRST HOTEL VESTERBRO或同級 http://www.firsthotels.com/Vesterbro 

今日行程安排，班機於下午抵達，隨後展開哥本哈根的市區觀光，首先造訪港口區，參觀美人魚銅像，

之後來到王室居所：安瑪麗堡宮殿。 

＊小美人魚像：取材自安徒生的童話【美人魚】中為愛犧牲的女主角銅像，由啤酒公司嘉士伯所捐贈。 

＊安瑪麗堡宮殿：丹麥皇室所在地，包括現任女王瑪格麗特也居住在此，由四座洛可可式建築構成。 

行車距離：市區遊覽 

 下車參觀：小美人魚像、安瑪麗堡宮殿 

第 3 天  哥本哈根→赫爾辛格 HELSINGOR→哥本哈根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FIRST HOTEL VESTERBRO或同級 http://www.firsthotels.com/Vesterbro   

http://www.firsthotels.com/Vesterbro
http://www.firsthotels.com/Vesterbro


  今日行程安排，班機於上午抵達，隨後搭車前往西蘭島北部的赫爾辛格，參觀腓特烈古堡以及 克 

倫波古堡，之後返回哥本哈根享用晚餐，餐後造訪丹麥最受歡迎的蒂佛利遊樂場。 

◎腓特烈古堡：古堡四周為人工湖所環繞，被譽為北歐最美麗的城堡，有著金碧輝煌、文藝復興式建築 

  的外觀，從裝潢華麗的宴會大廳到巴洛克式的城堡花園，感受當年北歐之雄丹麥王室的往日榮光。 

＊ 克倫波古堡（哈姆雷特堡）：大文豪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故事背景地，因地處丹麥與瑞典 

  的水陸要道，又有「北海之喉」的稱號，整體建築外觀為文藝復興式的傑作。 

◎蒂佛利遊樂場：1843 年開幕至今，是集音樂表演、餐飲、公園、遊樂場等設施的綜合遊樂園，每當 

  天色漸暗時，園區內的許多建築都會打上照明或以小燈泡裝飾，親身造訪可以充分體會有如安徒生童 

  話般的浪漫氛圍，感受屬於北國夏季特有的歡愉。 

  行車距離：哥本哈根－47 公里（約 1 小時）赫爾辛格－47 公里（約 1 小時）哥本哈根 

  

  門票安排：腓特烈古堡、蒂佛利遊樂場。 

  下車參觀：克倫波古堡。 

第 4 天  哥本哈根雷克雅未克 REYKJAVIK（冰島）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維京海盜餐廳風味    

住宿：HOTEL GRAND REYKJAVIK（EXECUTIVE TOWER）或同級 http://www.grand.is/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展開哥本哈根的市區觀光，閒暇時帶您悠遊於北歐最大的行人徒步區自由逛

街購物，午後搭機飛往冰島的首都、也是第一大城：雷克雅未克，抵達後先前往藍色溫泉池，換上

泳裝盡情的享受泡湯樂趣，之後前往著名維京海盜餐廳享用風味晚餐，晚餐之後專車接往飯店休息。 

◎藍色溫泉池：冰島最熱門的景點，這個全世界最大的露天溫泉建在火山熔岩上，四周是片荒蕪的黑砂 

  和火山岩，溫泉水因為含有大量礦物質而呈現一種有如幻覺的藍白色，冰島知名歌手碧玉也曾在這為 

  雜誌拍照，泉水中的矽泥具有美容護膚與消除疲勞的功效。 

＊哈格陵姆教堂：教堂外觀看起來像是太空梭的科技感，實際上是模仿管風琴的琴身所建築而成的樣 

  貌，教堂前方的雕像是探險家艾力克森。 

＊Harpa音樂會議中心：位於海陸交界的的 Harpa 音樂會議中心，充滿現代感的蜂巢格紋外觀，靈感 

來自於當地的玄武岩，鋼構之撐著玻璃形成 12 面的幾何結構，細微的角度差異，在自然天色更迭之 

下，呈現 截然不同的光影變化，宛若冰島美景極光。 

◎維京海盜餐廳：在充滿冰島傳統的裝飾氣氛之中，一邊欣賞北國傳統歌謠，一邊品嘗冰島著名的傳統 

http://www.grand.is/


  食物：燻羊腿，還可以體驗當地傳統釀製的酒，彷彿回到維京海盜時期，體驗海盜的生活。 

  行車距離：市區遊覽 

 

 

  

  門票安排：藍色溫泉池。 

  下車參觀：哈格陵姆教堂、Harpa音樂會議中心。 

第 5 天  雷克雅未克【金環之旅、】→霍爾斯沃德呂爾 HVOLSVOLLUR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自助餐   晚餐：冰島風味套餐 

住宿：HOTEL HVOLSVOLLUR 或同級 http://www.hotelhvolsvollur.is/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展開最受歡迎的：金環風景線之旅，探訪有著多達二百座火山的冰島，因大地 

  變化而造就獨有地形以及特殊的天然景觀，沿途欣賞包括火山地形、湖泊、草原等，我們並安排在冰 

  島著名的朗格冰川體驗雪上摩托車的刺激。 

＊黃金瀑布：因為豐沛的水蒸汽，在陽光的照射下會出現若隱若現的彩虹橫掛在瀑布上，有如黃金般的 

  美麗，所以有『黃金瀑布』之美稱，這裡也是歐洲最大的瀑布。 

＊ 古議會國家公園：冰島議會舊址，也是這世界上最古老的議會，這裡同時是歐美板塊分裂之處。 

＊間歇噴泉：由於板塊的碰撞使得冰島蘊藏及豐富的地熱資源，板塊之間的間歇噴泉就是一個極為特殊 

  地理景觀，其中有著各式各樣的泉脈，有的間歇泉大約每隔三分鐘便會噴出高數十公尺的泉水。 

＊國家公園、火山口湖：為一美麗的火口湖，漂亮的有如山頂的一顆珍珠。 

◎朗格冰川【雪上摩托車】：位於冰島西部的第二大冰川，我們安排您在專業教練的指導下騎乘雪上摩 

  托車〈兩人共乘一部並備有特殊防寒衣物以及安全裝備），馳騁在無垠的冰河上一探冰川自然奇景。 

  行車距離：雷克雅未克－184 公里（約 3 小時）維克  

 

http://www.hotelhvolsvollur.is/


  

  門票安排：朗格冰川【雪上摩托車】。 

  下車參觀：黃金瀑布、間歇噴泉、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第 6 天  霍爾斯沃德呂爾→塞里維蘭瀑布 SELJALANDSFOSS→彩虹瀑布 SKOGAFOSS→維克 VIK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STRACTA HOTEL 或當地旅社 http://www.grand.is/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冰島最著名的瀑布景點：塞里維蘭瀑布、彩虹瀑布，下午前往南部小漁村： 

  維克，這裡以黑色沙灘著稱，是火山熔岩運動所造成的自然景觀，另外還有壯觀的玄武岩壁。 

＊塞里維蘭瀑布：雖然不是最大也不是最高的瀑布，但壯闊的美景絲毫不遜於冰島其他瀑布。 

＊迪霍里海峽：位於維克附近的黑海岸，由於八萬年前海底火山的爆發，所形成的一個自然奇觀：「向 

  海中延伸的海岬」，與一旁黑沙灘上玄武岩及其他海面上的柱子構成特殊的景緻。 

  行車距離：維克－140 公里（約 2 小時）瓦特那冰河－326 公里（約 4 小時 30 分）雷克雅未克 

 

  下車參觀：塞里維蘭瀑布、彩虹瀑布、迪霍里海峽。 

第 7 天  維克→史卡法特國家公園 SKAFTAFELL（瓦特那冰河 VATNAJOKULL） 

→教堂城 KIRKJUBAEJARKLAUSTUR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HOTEL LAKI 或當地旅社 http://www.hotellaki.is/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安排您在史卡法特國家公園裡的瓦特納冰原，來趟冰河健行，踩在冰河之上欣賞 

http://www.grand.is/


  萬年形成的奇景，保證您永生難忘。隨後參觀被稱作管風琴瀑布的史瓦提瀑布。 

＊史卡法特國家公園：是冰島面積最大的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區，也是全歐洲最大的國家公園，數千年 

  前的火山作用加上冰河的侵蝕，造就今日集冰川、火山、峽谷、瀑布等豐富的地形地貌。 

＊瓦特納冰原：是冰島最大、也是歐洲第二大的冰川，面積約有八千多平方公里，將近台灣面積的四分 

  之一，冰層最厚處甚至超過了一千公尺以上，單以含冰量來計算，相當於三千億噸的水，足足可以填 

  滿一千個翡翠水庫，一望無際的冰川景色令人終生難忘。 

◎冰河健行：瓦特納冰原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由專業的冰河嚮導帶領，走在大片的冰河上，欣賞壯麗 

  的冰河地形，以及有著深邃湛藍的冰洞，保證會帶給您不同的旅遊體驗。（健行全程時間約一小時半 

到兩小時之間，由於冰河地形會隨著氣候不斷改變，所有冰上活動我們皆聘請當地專業的英文嚮導， 

並由台灣領隊從旁翻譯協助相關安全注意事項，請參加貴賓務必聽從及遵守各項安全規定）。 

※（由於冰河地形會隨著氣候不斷改變，請遊客須遵守相關安全注意事項及各項安全規定） 

＊史瓦提瀑布：又稱為黑石瀑布，座落在一個馬蹄形峽谷中，瀑布旁滿佈黑暗的玄武岩石，形成獨特的 

  景觀，也有當地人稱它為「管風琴瀑布」。 

行車距離：教堂城→140 公里（約 1 小時 33分）瓦特那冰原→70公里（約 50 分）教堂城 

  

  門票安排：冰河健行。 

  下車參觀：史卡法特國家公園、瓦特納冰原、史瓦提瀑布。 

第 8 天 教堂城→傑古沙龍湖 JOKULSARLON→荷芬 HOFN(杜彼弗古 DJUPIVOGUR)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小龍蝦風味套餐 

住宿：HOTEL EDDA 或當地旅社  https://www.hoteledda.is/en/hotels/hotel-edda-hofn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安排您來到位在瓦特納冰河的出海口─傑古沙龍湖，搭乘水陸兩用船暢遊冰湖美 

  景。隨後前往以小龍蝦文明的荷芬、東部小鎮杜彼弗古。 

◎傑古沙龍湖：全世界唯一的冰河潟湖，冰湖上浮出一座座如冰山般的大冰塊，由於湖中的浮冰形狀各 

  異且夾雜了火山泥土，在光線照射之下呈現出不同的顏色，及展現了層次分明的自然美景，電影  

  007：誰與爭鋒就是在此取景，湖水最深達二百公尺，湖面不時可見可愛的海豹浮出水面呼吸。 

＊荷芬：位於瓦特納冰原南方，是冰島東南漁業海港的小鎮，小龍蝦為其著名漁獲。 

＊杜彼弗古：為一峽灣小鎮，位於峽灣出海口，蜿蜒的環狀公路有著令人驚奇讚嘆的美景。 

  行車距離：教堂城→71 公里（約 1 小時）瓦特那冰原→136 公里（約 2 小時）荷芬 



            荷芬→104 公里(約 1 小時 45 分)杜彼弗古 

  門票安排：傑古沙龍湖水陸兩用船。 

  下車參觀：瓦特納冰原、荷芬、杜彼弗古。 

第 9 天  杜彼弗古→鑽石環之旅【黛堤瀑布 DETTIFOSS、米湖 MYVATN】→胡沙維克 HUSAVIK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冰島風味套餐 

住宿：HOTEL MYVATN 或當地旅社 http://www.myvatn.is/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之後帶您展開鑽石環之旅，搭乘專車來到冰島北部的風景線，參觀包括歐洲最大 

  的黛堤瀑布、與藍湖齊名的米湖溫泉、奇岩構成的黑暗城堡。 

＊鑽石環：指冰島北部幾個景點所組成的觀光路線，全長約兩百公里，包括賞鯨之都胡沙維克」、歐洲 

  最大的「黛堤瀑布」、冰島的花園城市「阿庫瑞里」、以火山溫泉聞名的「米湖」、 火山熔岩構成的黑 

  暗城堡以及「上帝瀑布」等等。 

＊黛堤瀑布：歐洲最大、水量最多也最洶湧的瀑布，電影「普羅米修斯」曾在此取景，在瀑布旁感受澎 

  湃的水聲隆隆，十足震懾人心，黑色的火山岩與夾帶火山灰的水形成與眾不同的意境。 

◎米湖溫泉：又稱為蚊子湖，冰島的第四大湖、也是水鳥種類最多的湖泊之一；相較於藍湖的鹹水溫 

  泉，屬於淡水的米湖溫泉呈現出更為清澈的深藍；湖畔地底藏有豐厚的能量，浸泡在米湖溫泉，可以 

  觀賞遠方因特殊火山運動，而形成巨大的「偽火山口」地貌，而當年太空總署的訓練場就是在此區。 

＊黑暗城堡：為黑色熔岩所構成、整個區都是高聳的黑色融岩，古時候冰島人相信大自人是有精靈的存 

  在，而此的傳說是十三個聖誕精靈的家。 

  行車距離：杜彼弗古→247 公里（約 4 小時）黛堤瀑布→59 公里（約 1 小時）米湖 

  

  門票安排：米湖溫泉。 

  下車參觀：鑽石環、黛堤瀑布、黑暗城堡。 

第 10 天  胡沙維克→鑽石環之旅【賞鯨之旅、上帝瀑布 GODAFOSS】→阿庫瑞里 AKUREYRI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冰島風味套餐 

住宿：HOTEL EDDA AKUREYRI 或當地旅社 http://www.hoteledda.is/en/hotels/hotel-edda-akureyri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繼續鑽石環之旅，上午帶您乘船出海，追尋鯨魚的蹤跡，並參觀歐洲唯一的鯨 

http://www.myvatn.is/
http://www.hoteledda.is/en/hotels/hotel-edda-akureyri


魚博物館，午後專車來到古老的上帝瀑布，今夜投宿冰島第二大城、有花園城市之稱的阿庫瑞里。 

＊胡沙維克：位於冰島北部、素有「賞鯨之都」的稱號，過去曾是知名的捕鯨小鎮。  

◎賞鯨之旅：安排由當地專業的導覽人員，帶您乘船出海並為您解說鯨魚生態，因此區正好處北冰洋的 

海灣，海水溫度較其他水域要高，附近魚群迴游至此，也吸引不同種類的鯨魚來這覓食，每年五月到 

九月是賞鯨的旺季，據說這裡出海看到鯨魚的機率高達九成。 

◎鯨魚博物館：陳設展覽鯨魚的介紹、模型與知識，電影「威鯨闖天關」的主角殺人鯨：威利，就是來 

自冰島，在博物館裡有這隻名星鯨魚生平展覽，也介紹冰島海域的各種鯨魚標本、及生活習性等。 

＊上帝瀑布：相傳冰島人為了宗教信仰發生爭執時，最後由議會決定要信基督教，當時的議長為表達決 

心，而把象徵傳統信仰的神象都往這瀑布丟，所以名為上帝瀑布，瀑布具有一種獨特的美感。 

  
  行車距離：胡沙維克→92 公里（約 1 小時 30 分）阿庫瑞里 

  門票安排：賞鯨之旅、鯨魚博物館。 

  下車參觀：上帝瀑布。 

第 11 天  阿庫瑞里→華姆斯唐吉 HVAMMSTANGI→格倫達菲厄澤 GRUNDARFJORDUR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冰島風味套餐 

住宿：HOTEL FRAMNES 或當地旅社 http://www.hotelframnes.is/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展開阿庫瑞里的市區觀光，參觀包括市區景色以及最接近北極圈的植物園，之後 

前往富有海豹城市之稱的華姆斯唐吉，在此觀察海豹生態的最佳區域，如果遇到天氣狀況良好時，在 

海灘上可以看見海豹的身影，特別安排海豹觀賞之旅，讓您在海上尋找海豹的蹤跡。接續前往斯奈山 

半島小鎮-格倫達菲厄澤。 

＊阿庫瑞里：冰島的第二大城，雖緯度接近北極圈，但因受峽灣地形影響，這裡氣候相對溫和，又被稱 

作「北極圈花園城巿」，從整齊有序的街道，色彩繽紛優雅的房舍，令人很難與北國想像在一起。 

◎北極植物園：最靠近北極的植物園，雖然植物種類並不多，但是處於極北之地實屬不易，園內除了美 

麗的風景之外，園中小巧精緻的「碧玉咖啡」也受到大家的喜愛。 

＊華姆斯唐吉：有名的海豹城鎮，運氣好的話可以看到海豹在沙灘上作日光浴。 

★特別安排：海豹觀賞之旅(Seal Watching，約 1.5H)，讓您在海上尋找海豹的蹤跡 

  行車距離：阿庫瑞里→203 公里（約 3 小時）華姆斯唐吉 

            華姆斯唐吉→163 公里（約 2 小時 30 分）格倫達菲厄澤 

http://www.hotelframnes.is/


  門票安排：北極植物園。 

  下車參觀：華姆斯唐吉。 

  特別安排：海豹觀賞之旅 

第 12 天  格倫達菲厄澤→斯奈菲爾火山國家公園 SNAEFELLSJOEKULL NATIONAL PARK 

→雷克雅未克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套餐   晚餐：冰島風味套餐 

住宿：HOTEL GRAND REYKJAVIK 或同級 http://www.grand.is/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安排參觀冰島的代表景點教堂山，隨後前往位在斯奈山半島上，唯一海濱的國家 

公園：菲爾火山國家公園，這裡號稱是冰島的縮影，又有小冰島之稱，在這塊廣闊的腹地上，富有典 

型的冰島美麗原野風光，途經稱為半島皇冠上的寶石：斯奈菲爾冰川，傍晚返回雷克雅未克。 

◎斯奈菲爾火山國家公園：位於斯奈山半島的最西端，它是冰島唯一延伸到海邊的國家公園，在這公園 

  中含著所有冰島的特殊地形，有山、有水、有冰河、有瀑布、也有火山岩，除了壯麗的海岸風光，海 

  岸崖壁上亦會發現不少海鷗的鳥巢，而有著冰島的縮影的名稱。 

＊教堂山：位在斯奈山半島上，教堂山外表具有獨特的圓錐形，在冰島的景點中，是最具代表性的畫面 

  之一，也是最常出現在明信片上的景色；這個美麗的景緻，激發了許多作家與藝術家的靈感，最著名 

  的法國科幻作家凡爾納的名作《地心遊記》中這裡就是通往地球中心的入口。 

  行車距離：格倫達菲厄澤－52 公里（約 1小時）斯奈菲爾火山國家公園 

            斯奈菲爾火山國家公園→203 公里（約 3 小時）雷克雅未克 

  門票安排：斯奈菲爾火山國家公園。 

  下車參觀：教堂山 

第 13 天  雷克雅未克卑爾根 BERGEN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北歐風味套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SCANDIC HOTEL BERGEN 或同級 http://www.scandichotels.com/en/Hotels/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告別冰島，搭機飛往前往挪威的海港城市：卑爾根，這裡被稱做是北歐最美

麗的港都，位於哈丹格峽灣的出海口，當地最出名的除了玲瑯滿目的漁貨之外，布里根碼頭區的木

造建築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抵達後安排卑爾根市區觀光，並夜宿於此。 

＊卑爾根、 布里根碼頭區：卑爾根是最具挪威特色的海港城市，建於漢薩同盟時期，城區處處洋溢

著德意志風情，布里根碼頭區是一排色彩鮮艷繽紛、有著尖頂的木造房舍群，從十四世紀以來便是

漢薩同盟的貿易重鎮，目前留存的布里根式建築共有 61 棟，除了部份房舍持續進行維修外，大部份

改做餐廳或是紀念品商店等，建築群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觀光魚市場：魚貨的集散地，港口特有的叫賣聲此起彼落、隨處可聞，是造訪此地必去的觀光景點 

  前往造訪索格納峽灣，並搭乘遊船暢遊其中（船程約二小時），而後前往挪威的海港城市：卑爾根， 

  這裡被稱做是北歐最美麗的港都，位於哈丹格峽灣的出海口，當地最出名的除了玲瑯滿目的漁貨之 

  外，布里根碼頭區的木造建築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行車距離：市區遊覽 

http://www.grand.is/
http://www.scandichotels.com/en/Hotels/


 

  門票安排：冰河水陸兩用車。 

  下車參觀：卑爾根、布里根碼頭區、觀光魚市場。 

第 14 天 卑爾根→佛斯 VOSS【高山觀景火車】→佛拉姆 FLAM→史達漢 STALHEIM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北歐風味套餐  晚餐：飯店內用風味套餐   

住宿：HOTEL STALHEIM 或同級 http://www.stalheim.com/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之後前往搭乘有挪威縮影美譽的觀景火車，佛斯城鎮夏天是挪威峽灣之旅必經之 

  路，冬天則是滑雪中心，美麗的 VANGSVATHET 湖就位於城鎮周遭，抵達後可前往湖畔漫步。乘坐 

  完高山觀景火車後，我們帶您前往美麗小鎮：史達漢。 

◎峽灣觀景火車：這段火車被譽為挪威高山鐵路之冠，就高山鐵路而言無疑是世界上最陡峭的鐵路，由 

  海拔二公尺攀升至 866 公尺，一路上穿梭於峽灣山谷之間，高崖絕壁迎面而至，展現了挪威鐵路史 

  上最先進和最巧妙的工程技術，不禁令人讚嘆當初工程之艱鉅。 

★鐵路部分：安排佛斯到麥道爾（MYRDAL）一小時車程，在麥道爾換車前往佛拉姆一小時車程。 

★峽灣區特色飯店【史達漢】：位於納洛河谷之中的史達漢鎮，飯店遺世而獨立，早期這裡因郵政信件 

  往來而設有驛站，19 世紀時期飯店開幕，曾獲得挪威國家品鑑為最好的旅館，飯店四周被大自然美     

  景所包圍，河谷之上山嵐渺渺，您可自由漫步於原野之中，感受芬多精的薰陶。 

  行車距離：卑爾根－153 公里（約 2 小時 15 分）佛斯（兩段高山鐵路，車程共約 2 小時）佛拉姆 

            佛拉姆－27 公里（約 30 分）史達漢 

  門票安排：峽灣觀景火車。 

  下車參觀：佛拉姆小鎮。 

第 15 天  史達漢→索格納峽灣 SOGNE FJORD→布莉克斯達 BRIKSDAL→羅恩 LOEN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北歐風味套餐  晚餐：飯店內用自助餐 

住宿：ALEXANDRA HOTEL 或同級 http://www.alexandra.no/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造訪索格納峽灣，並搭乘遊船暢遊其中（船程約二小時），接續來到布莉克 

  斯達，觀賞歐洲大陸最大的冰河，今天特別為您安排了投宿於峽灣區的頂級飯店：亞力山卓飯店。 

◎索格納峽灣：又稱【松恩峽灣】或【峽灣之后】，是世界上最長且最深的峽灣，最深處深達一千三百 

  公尺，遊船緩緩駛過山野平疇之間、深入縱谷，觀賞經由冰河運動切割過的峽灣地形及兩岸飛瀑，美 

http://www.stalheim.com/
http://www.alexandra.no/Index.asp?P_id=1&flash=&Meny=1&Sub=4&subsub=&lang=Eng
http://www.alexandra.no/


  麗的景觀千變萬化，壯麗無邊的景色令人畢生難忘。 

◎布莉克斯達：位於約斯達冰川國家公園中，我們安排您搭乘登山電車前往冰河前緣，抵達之後壯闊的 

  約斯特達冰河全景呈現於眼前，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奧妙。 

★峽灣區頂級飯店【亞力山卓】：在峽灣區的飯店中排名第一，內部裝潢陳設高貴且典雅，飯店本身除 

  了擁有美麗的北方峽灣景致之外，晚上提供的自助式更是號稱為歐陸的頂級美食，今日您可陶醉在大   

  自然景觀之中，享受如山居歲月般的靜謚，或許這就是旅途之中最令人難忘的一刻。 

  行車距離：史達漢－10 公里（約 20 分）古德凡根（船程兩小時）高本格 

            高本格－150 公里（約 2 小時 30 分）布莉克斯達－27 公里（約 30 分）羅恩    

 

  

  門票安排：索格納峽灣遊船、布莉克斯達登山電車。 

  下車參觀：約斯特達冰河。 

第 16 天  羅恩→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 FJORD→景觀公路〈老鷹之路、精靈之路〉→ 

         特隆漢 TRONDHEIM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北歐風味套餐  晚餐：北歐風味套餐 

住宿：QUALITY HOTEL 或同級 https://www.nordicchoicehotels.no/quality/quality-hotel-augustin/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之後展開精采的峽灣之旅，專車經由景觀公路進入峽灣地區後，首先安排搭乘觀 

  光遊船，暢遊挪威最著名的峽灣：蓋倫格峽灣，之後深入峽灣區，來到挪威的古都：特隆漢。 

◎蓋倫格峽灣：有挪威【最美麗峽灣】、【峽灣之王】之稱的蓋倫格峽灣，在約一小時的船程中，您可以 

  欣賞到峽灣兩岸水勢洶湧的山流瀑布，飛瀑橫濺的美景也是蓋倫格峽灣最大特色，途中村莊小鎮座落 

  峽灣之間，令人彷彿置身於童話世界，就像文學家比昂所說：蓋倫格是不需要牧師的，因為峽灣本身     

  就會說神的語言了！ 

＊景觀公路：是由兩段路組合而成，靠近安達爾森尼斯之一段，稱為精靈之路，靠近蓋倫格路段的，稱 

  為老鷹之路。兩端各有 11 個 Z 字型的彎路，一路從山腳下蜿蜒到山頂，直到海拔 852 公尺的制高點， 

  景觀甚是壯觀。 

  行車距離：羅恩－75.4 公里（約 1 小時 15 分）蓋倫格－280 公里（約 3 小時 40 分）特隆漢   



 

  門票安排：蓋倫格峽灣遊船。 

  行車遊覽：景觀公路〈老鷹之路、精靈之路〉。 

第 17 天 特隆漢→杜巴斯 DOMBAS→里耳哈默 LILLEHAMMER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北歐風味套餐  晚餐：北歐風味套餐 

住宿：FIRST HOTEL BREISETH 或同級  http://www.firsthotels.com/no/breiseth  

  今日上午參觀特隆漢古城區，之後專車行駛於「三號景觀公路」上，在美麗的風景之中經中部大城： 

  杜巴斯，前往曾於１９９４年冬季奧運之勝地：里耳哈默，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我們將參觀挪威野 

  外民俗博物館、冬運比賽會場、滑雪高跳台等。 

＊特隆漢古城：是挪威最古老首都，由嗣後被教宗追封為聖徒的維京國王歐拉夫‧特瑞格瓦森於西元 997 

  年所創建，全城最引人注目的是聳立河畔的大教堂，這是全北歐最大的中古世紀建築物，古城區中央 

  1778 年建成之後巴羅克式宮殿，是當今挪威王室的行宮，也是全北歐最大的木造宮庭。 

＊奧林匹克公園、冬運比賽會場：里耳哈默曾於 1994 年舉辦過冬季奧運。 

  行車距離：特隆漢－195 公里（約 2 小時 50 分）杜巴斯－157 公里（約 2 小時 15 分）里耳哈默   

  下車參觀：特隆漢古城、奧林匹克公園。 

第 18 天 里耳哈默 LILLEHHAMMER→奧斯陸 OSLO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北歐風味套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RADISSON BLU 或同級 http://www.radissonblu.com/hotelnydalen-oslo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之後前往挪威的首都：奧斯陸，抵達後遊覽奧斯陸的市區，首先來到位於港口邊 

  的市政廳，在此並可遠眺山丘上的阿克胡斯古堡，隨後來到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 

＊市政廳、阿克胡斯堡：奧斯陸的市政中心，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地，在這裡同時也可以俯瞰建於 

  山崖邊上、十三世紀的阿克胡斯古堡。 

＊國會大廈、劇院：建於百年之前的國會是外觀雄偉的古典建築，國立劇院則是奧斯陸的藝術殿堂。 

＊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公園內的雕刻作品，是著名的藝術家維格蘭畢生心血的結晶，園內包括由青銅、 

  花崗岩所製作的雕像超過二百多座，其中高十七尺、雕刻著人生百態的【人生柱】是此地的地標。 

  行車距離：里耳哈默－183 公里（約 2 小時）奧斯陸     

http://www.firsthotels.com/no/breiseth
http://www.radissonblu.com/hotelnydalen-oslo


  

  下車參觀：市政廳、阿克胡斯堡、國會大廈、劇院、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 

第 19 天  奧斯陸 OSLO杜拜 DUBAI                                  

早餐：北歐式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飛機上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參觀維京海盜船博物館、在輕鬆的午餐時間後，我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 

  往機場，由領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之後，途經杜拜轉機，搭機飛返台北。 

◎維京海盜船博物館：館內展示了維京時代的船隻，觀賞千年之前維京海盜橫行北海時期，乘坐看似簡 

  單的大型木舟，居然可以克服惡劣氣候遠渡重洋前往西歐及北海各處，精湛的造船技藝令人折服。   

  行車距離：市區遊覽 

  門票安排：維京海盜船博物館 

第 20 天 杜拜 DUBAI 台北 TAIPEI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班機於今天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此趟旅程呈現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就讓我們帶著美

好的回憶與旅途中的戰利品，結束這趟難忘的北歐挪威冰島、峽灣、格陵蘭美景經典十七天之旅，

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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