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8挪威峽灣+冰島13日精選
＄5,200 出發日期： 09/08/2018

遊覽挪威特有的峽灣景色，著名的

世界遺產松恩峽灣。冰島的自然風

光和文化，不論在北歐還是全世界

都是獨一無二的，這裡景色極致，

有冰川、火山、溫泉、熔岩、藍

湖、黑沙灘等豐富的自然景觀，更

有機會欣賞到夢幻的北極光。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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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行程：

1. 弗洛伊恩山Mount Floyen

2. 弗洛姆高山景觀火車Flam Railway

3. 黃金之路Golden Route

4. 黑沙灘Black Sand Beach

5. 松恩峽灣Sognafjord

6. 布利斯達爾冰河Briksdal Glacier

7. 黃金環Golden Circle

精選住宿:

 y 2 晚奧斯陸 Oslo – 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Hotel Oslo或
同等級酒店

 y 1 晚蓋羅 Geilo – Dr Holms Hotel Geilo或同等級酒店

 y 1 晚卑爾根 Bergen – Clarion Hotel Admiral Bergen或同

等級酒店

特優待遇
▲★ 挪威峽灣專業中文導

遊/冰島專業英文導遊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y 1 晚松達爾Sogndal – Sognefjord HotelLeikanger或同等

級酒店

 y 1 晚蓋倫格 Geiranger – Hotel Union或同等級酒店

 y 3 晚雷克亞維克Reykjavik – Hilton Nordica Reykjavik或
同等級酒店

 y 2 晚海德拉 Hella - Stracta或同等級酒店

精選餐食:

 y 22個餐食: 11早餐，11晚餐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9/8  美國USA 奧斯陸Oslo，挪威Norway
今日搭機飛往奧斯陸。
參考航班:▲
Scandinavian Airlines 908 Newark 6:55pm / Oslo 8:20am (9/9)

第2天 9/9 奧斯陸Oslo
▲★ 挪威文化史博物館Norsk Folkemuseum: 是挪威奧斯陸的
一座博物館，收藏來自挪威各地的文物。挪威文化史博
物館位於比格迪半島，附近還有多家博物館，包括維京
船博物館、弗拉姆博物館、挪威航海博物館等。博物館
成立於1894年，並在1901年對外開放，是世界上第一座
露天博物館。

▲★ 奧斯陸市政廳City Hall: 紀念奧斯陸建市900年由數十
位藝術家聯手完成，耗時12年規劃20年建築。更是
象徵和平的最高殿堂，依照諾貝爾先生的遺願諾貝
爾和平獎特別選在挪威奧斯陸頒發。

▲★ 維京海盜船博物館The Viking Ships Museum: 在此您
仍有機會看到昔日揚威海上的海盜船，及有關挪威
造船技術與漁業發展的珍貴資料。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Hotel Oslo或同等級▲
▲ ▲▲酒店

第3天 9/10 奧斯陸Oslo  蓋羅Geilo
▲★ 維格朗雕塑公園Vigeland Park: 位於挪威的奧斯陸，
挪威著名雕塑家古斯塔夫·維格朗以人從生到死的
雕塑為主體，通過生命之橋、生命之泉、生命之
柱、生命之輪四部分組成公園的雕塑群。共有192▲
座雕像和650個浮雕，是世界上最大的雕塑公園。

▲★ 阿克斯胡斯城堡Akerhus Castle: 為保護挪威首都奧斯
陸而建造的中世紀城堡。同時也是一座監獄。

▲▲卡爾約翰大道Karl Johans Gate: 奧斯陸最主要的商業
大道，以紀念曾為瑞典和挪威的國王▲卡爾約翰Karl 
Johan命名。

下午驅車前往挪威滑雪度假勝地 – 蓋羅Geilo。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Dr Holms Hotel Geilo或同等級酒店
Oslo – (220km / 3 hours) – Geilo

第4天 9/11 蓋羅Geilo  卑爾根Bergen   
▲▲哈丹格大橋Hardanger Bridge: 哈丹格大橋是跨越
西南部哈當厄爾峽灣的一座大跨懸索橋，全橋長

1380m，主跨1310m，加勁梁寬僅17.7m，2013年建
成後成為挪威第一座大跨橋樑和世界上最大跨雙車
道窄幅橋面懸索橋。

卑爾根Bergen:

▲▲魚市場Fish Market: 挪威卑爾根最有名歷史悠久的魚
市場，全歐洲的饕客都愛跑到這裏買海鮮，港灣里
停滿了遊艇，朝至夕返。卑爾根的魚市場是海鮮界
的奧特萊斯，如果你錯過了魚市，那簡直就是錯過
了大半個卑爾根！

▲▲布呂根Bryggen:位於卑爾跟北方的瓦根灣，是卑爾
根城中最古老的地方。一排的木造房子遠看就像
是ㄧ幅畫，這些木造建築成為了戶外博物館區也於
1979年列為UNESCO世界遺產。

▲★ 弗洛伊恩山Mount Floyen: 位於挪威城市卑爾根市
內的一座山峰，也是卑爾根人氣最高的旅遊景點之
一。特別安排乘坐纜車cablecar自卑爾根市中心到達
弗洛伊恩山的320公尺處，俯瞰卑爾根全市風景。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Clarion Hotel Admiral Bergen或同等級酒店
Geilo – (244km / 3 hours 40 mins) – Bergen

第5天 9/12 卑爾根Bergen  沃斯Voss   弗洛娒
Flam  松恩峽灣Sognejord  松達爾
Sogndal

▲★ 弗洛姆高山景觀火車Flam Railway: 這段火車是全世
界最陡峭的高山鐵路之一，全長20公里從866公尺往
下至2▲公尺。沿途行經飛瀑、溪流、山巒、峭壁。
途中停留▲肖斯瀑布Kjosfossen: 弗洛姆鐵路最著名
的景點。列車靜靜地停靠在肖斯瀑布車站，遊客們
匆匆跑向月台，欣賞落差達93米的肖斯瀑布。瀑布
奔騰而下，巨大的水流讓肖斯瀑布的轟鳴聲在寂靜
的山谷中顯得格外震撼，奔騰的水流沿著險峻的峭
壁飛瀉而下，帶著雷鳴般的咆哮撞擊潭底的碎石飛
起無數的水花和泡沫，震撼，壯美。

▲★ 松恩峽灣Sognafjord: 位於挪威西部松恩–菲尤拉訥郡
境內，全長205公里，為挪威第一長，世界第二長的
峽灣，是挪威著名的旅遊勝地。2005年列為UNESCO▲
世界遺產。乘坐觀光渡輪遊覽被譽為世界上最美的
旅遊景點之一，松恩峽灣。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Sognefjord Hotel Leikanger或同等級酒店
Bergen – (106kms/1hour 38mins) – Voss – (63ms/1hour 5mins) –  
Flam – (124kms/2h 37mins) – Sognefjord – (52kms/1hour 19mins) – Sogndal



居民以及遊客觀光散布的好去處，沿著湖畔散步一
派悠閒。

▲▲ Harpa音樂廳: 2011年5月正式落成，是做現代感十足
的藝術建築。Harpa音樂廳的外觀採用的是一大片柱
狀的切割玻璃，不規則的玻璃切角打破過去工整的落
地窗結構。一片片鋪在建築外觀，在光線與餘暉的映
照下，從白天到夜晚都展現出不同的迷人姿態。

▲▲太陽航行者鋼雕The Sun Voyager: 著名藝術家Jon
Gunnar Arnason打造狀似維京船。

▲★ 珍珠樓Perlan: Perlan於1991年啟用，中央是圓形鋼
構玻璃帷幕的穹頂建築，外圍有6個圓形的熱水儲
水槽，每個儲水槽可儲存4,000立方公尺的熱水，水
溫攝氏80度，其中有一個水槽改建為Saga博物館。
因為這裏是整個市區最高的地方，所以可以只用高
差，而不另外加壓供應整個市區熱水。此外Perlan▲
也是一個展覽館、Saga博物館、旋轉餐廳、觀景
台，都可以360度眺望整個雷克雅維克市區。

▲★ 夜晚，乘車夜遊，您將有機會看到北極光。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Hilton Nordica Reykjavik or Grand Reykjavik
    或同等級酒店

第10天 9/17 雷克雅維克Reykjavik  海德拉Hella 
▲▲黃金環Golden Circle: 冰島最著名的旅遊路線，遊覽
雷克雅末克附近的一些美麗景色，包括了冰川，火
山，地熱，噴泉，瀑布和大陸板塊斷裂帶等經典景
區。當中包括著名的Gullfoss黃金瀑布，間歇地熱噴
泉，辛格韋德利國家公園。

▲▲辛格韋德利國家公園Thingvellir National Park: 冰島
三大國家公園之一，2004年被UNESCO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也是冰島三大國家公園中唯一一個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認證為世界遺產的國家公園。

▲★ 蓋錫爾間歇泉Geysir: 位於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
Haukadalur谷地周圍。整個地區是一個大噴泉區，
約有50個間歇泉。蓋錫爾間歇泉最為有名，其最高
噴水高度居冰島所有噴泉和間歇泉之首，因此也成
為世界著名的間歇泉之一。

第6天 9/13 松達爾Sogndal  布利斯達爾Briksdal
蓋倫格峽灣Geiranger

▲★ 布利斯達爾冰河 Briksdal Glacier: 歐陸最大的冰河，
長212公里/面積486平方公里，冰河形勢巨大而平
坦，像一塊淡藍色的大冰塊斜靠在岩石上。搭乘四
輪傳動車Troll Car遊覽。

▲▲蓋倫格峽灣Geiranger: 是孫諾維斯峽灣的分支，也
是挪威中部最深最狹窄也最美的峽灣，2005年列為
UNESCO世界自然遺產。

▲▲七姐妹瀑布The Seven Sisters Waterfalls: 位於挪威
默勒-魯姆斯達爾郡斯特蘭達自治區，蓋倫格峽灣北
側，由七個獨立的溪流組成的瀑布。挪威第39高的
瀑布，世界遺產的一部分,▲其中最高可達250公尺。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Union Hotel Geiranger或同等級酒店
Sogndal – (203kms/3 hour 35mins) – Briksdal – ( ) – Geiranger

第7天 9/14 蓋倫格峽灣Geiranger  利勒哈默爾
Lillehammer  奧斯陸Oslo

▲▲黃金之路Golden Route: 位於挪威西部海岸北大西洋
公路，前往莫爾德的公路，公路兩旁的自然景觀及
橋樑相互交錯形成獨特的景觀，被譽為全世界最美
的公路之一。

▲▲老鷹之路Ornesvingen: 山鷹之路是一條從蓋朗格爾
峽灣底部沿著850多米的高山一直上升到山頂的曲折
之路，因為山勢陡峭，只能用髮夾式的彎道解決公
路盤旋上升的問題，因每年5,6 月時，很多山鷹在這
裡上空盤旋而得名。

▲▲精靈之路Trollstigen: 這條長達106公里，歷經八年時
間修建的63號公路，由山鷹之路與山妖之路連接組
成，這是一條自駕游熱門的著名景觀大道，一路上
風景很美，盤高山，渡峽灣，過森林，繞湖畔，被
挪威人親切地稱為“ 精靈之路”。

▲▲利勒哈默爾Lillehammer: 四周被群山環繞，俯視著
米約薩湖的北部，靜雅而優美。於1994年成功舉辦
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並以古老的農場，現代化市
中心和周圍的高山滑雪勝地而聞名。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Hotel Oslo或同等級▲

▲ ▲▲酒店
Geiranger – (392 kms / 6 hours) – Lillehammer – (180 kms / 2 hour 15 mins) – Oslo

第8天 9/15 奧斯陸Oslo 雷克雅維克Reykjavik, 冰島
Iceland 

早餐後，享受自由的閒暇時光。下午搭機飛往冰島首
都-雷克雅維克。
參考航班:▲

Scandinavian Airlines 4785 Oslo 5:05pm / Reykjavik 5:50pm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Hilton Nordica Reykjavik or Grand Reykjavik或▲
▲ ▲▲同等級酒店

第9天 9/16 雷克雅維克Reykjavik  
雷克亞維克在冰島語是意指冒煙的港灣，當初維京人因
為地熱蒸氣以此稱呼這個世界緯度最北的首都。

▲★ 哈爾格林姆教堂Hallgrimskirkja: 1986 年完工以冰島
詩人Hallgrimur Petursson命名，冰島最大的教堂。

▲▲ Tjornin Lake托寧湖: 市政廳緊鄰著托寧湖，是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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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瀑布Gullfoss: 冰島黃金瀑布是冰島的第二大瀑
布，是冰島最漂亮的瀑布之一。這個寬2500米、高
70米的瀑布之所以被賦予黃金之名，除了因為河水
本身略帶黃色的緣故外，亦因黃昏時候，整座瀑布
會被日落的太陽染成金黃色，有如黃金般的珍貴美
景而命名。

▲★ 溫室餐廳Fridheimar Greenhouse: 了解冰島園藝中溫
室園藝和地熱采暖過程的獨特見解。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Stracta或同等級酒店
Reykjavik – (88 kms / 1 hour 15 mins) – Hella

第11天 9/18 海德拉Hella  
▲▲塞里雅蘭瀑布Waterfalls of Seljalandsfoss: 位於冰島西
南部南部區境內，斯科加爾以西約30公里處的塞里雅
蘭河上，垂直高度達60米。在瀑布後面，懸崖底部有
一條可供遊人穿過的小徑，是一處著名的旅遊景點。

▲▲斯科加爾瀑布Skogafoss: 又稱“ 彩虹瀑布”，冰島最
壯觀的瀑布之一，《白色夢冒險王》的拍攝場景。
斯科加爾博物館Skogar Folk Museum: 位於冰島南
部，成立於1949年12月1日，是一處收藏有15000▲
件地區民俗手工藝作品的文化遺產，共有3所博物館
和6棟歷史建築。

▲▲黑沙灘Black Sand Beach: 黑沙灘的形成是因著火山爆
發後，火山熔岩冷卻後，經過日積月累的風化、岩
化才雕琢出這片黑色沙灘。烏漆麻黑的一片沙灘，
以及狹長的海岸線，在天晴時的壯闊美景讓許多人
慕名而來。美國《島嶼雜誌▲(Islands Magazine)》在
1991年還曾經將維克小鎮的黑沙灘列為世界十大最
美海灘之一。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Stracta或同等級酒店

第12天 9/19 海德拉Hella  雷克雅維克Reykjavik  
▲★ 地熱發電廠Hellisheidi Geothermal Exhibition: 位於冰
島溫泉鎮一座活火山的山脊，冰島最大的可再生資
源地熱能，冰島是全球地熱能源蘊藏量最為豐富的
國家。參觀了解能源工場的工作原理。

▲★ 藍湖Blue Lagoon: 冰島一處著名的地熱溫泉，也是最
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之一。藍湖由部分火山熔岩行成，
湖水富含硅、硫等礦物質，是世界上鼎鼎有名的露天
溫泉。特別安排在藍湖享受泡湯樂趣，放鬆身心。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Hilton Nordica Reykjavik or Grand Reykjavik或▲
▲ ▲▲同等級酒店
Hella – (88 kms / 1 hour 15 mins) – Reykjavik

第13天 9/20 Reykjavik 雷克雅維 美國USA
今日搭機飛往美國，結束挪威峽灣+冰島13日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
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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