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挪威自駕北歐英國 17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1：台北 /  阿姆斯特丹  

2：阿姆斯特丹 / 阿雷松德 (建議：機場取車自駕) 

3：阿雷松德 (精靈公路 + 老鷹之路之旅) 

4：阿雷松德 (大西洋公路之旅)  / 卑爾根(機場還車) 

5：卑爾根 (全日市區觀光) 

6：卑爾根---巴士---古德凡根—Flam 

7：Flam---火車---奧斯陸  

8：奧斯陸 (全日市區觀光) 

9：奧斯陸 (全日市區觀光) ---哥本哈根(夜宿渡輪) 

10：哥本哈根 (市區觀光) 

11：哥本哈根 (市區觀光) 

12：哥本哈根 / 倫敦 (上午市區觀光 / 傍晚班機 )  

13：倫敦 ( 上午 9 點到：Bicester Village + 

 下午參觀牛津：從牛津回到倫敦大約 8、9 點) 

14：倫敦 (全日市區觀光) 

15：倫敦 (全日市區觀光) 

16：倫敦 / 台北 (上午市區觀光 / 傍晚班機) 

17：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34,0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2 項 
***報價不含旅館城市過夜稅*** 
***此報價尚未訂位、訂房，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1：台北 / 歐洲華航來回經濟艙機票 (一開立不可退票) 

2：阿姆斯特丹 / 阿雷松德經濟艙含稅(一開立不可退票) 

3：阿雷松德 /  卑爾根經濟艙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4：哥本哈根 / 倫敦經濟艙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5：表列旅館 14 住宿 (2 人 1 室 / 含早餐 / 夜渡輪含晚餐) 

6：卑爾根機場—旅館巴士票   

7：挪威縮影路線交通 (巴士+船+高山火車+火車) 

8：奧斯陸至哥本哈根船票  

9：哥本哈根市區兩日票(含機場交通) 

10：倫敦機場至市區來回車票 

11：500 萬+10 萬意外醫療 

12：操作手冊+相關資料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7 天) 
 

第一天台北 / 阿姆斯特丹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品噢！

今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此次歐洲之旅

的第一站---阿德雷松。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

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歐洲之旅。 

 

 

第二天阿姆斯特丹 / 阿雷松德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阿姆斯特丹，短暫進市區觀光後飛往阿雷

松德 Å lesund，阿雷松德位在挪威西部峽灣的頂部，因為 1904 

年冬夜的一場大火使得幾百棟的建築物就那樣付之一炬。當時

的德國國王幫忙援助，不過須採用當時德國流行的新藝術風格

來重建，這就是為什麼阿雷松德 Å lesund 會有新藝術城鎮的稱

號。 

想眺望阿雷松德的城市風景可以到艾克斯勒山 Aksla 的觀景台和山頂上的 Fjellstua 咖啡

廳。前往觀景台的方式可以選擇搭乘觀光小火車或者爬上 418 層的階梯步道。 

 

第三天  阿雷松德 (老鷹之路 + 精靈公路之旅) 

Hellesylt – Geiranger 蓋倫格渡輪之旅 

早餐後出發前往『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 Fjord)』，到了 Geiranger 

峽灣一定不可錯過的就是搭船一遊峽灣景致了，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fjord)是孫諾維斯峽灣的分支，位於索格納峽灣的北邊，

全長約 16 公里，這裏是挪威中部最深、最狹窄也號稱最美麗的峽

灣，整體為 S 型，平均深度為 300 公尺，景觀自然天成，險峻絕

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5 年將之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峽灣裡最著名的景點為『追求者瀑布』『七姊妹瀑布 (The Seven Sisters Waterfalls)』『新娘頭紗

瀑布』『勇士石』!  

老鷹之路 Geiranger (Ø rnesvingen-eagle Road) 

沿著全世界最曲折蜿蜒的峽灣山區景觀 63 號高山景觀公

路，第一段被稱為「老鷹公路 Ø rnevegen」與第二段被稱

為「精靈之路 Trollstigen」，這二段公路由挪威政府耗費

巨資歷經千辛萬苦建造完成的崖壁公路，公路順著峽灣

盤繞著陡峭的山壁開鑿，山勢險峻工程艱鉅，舉世難見，

延途的風光更是令人難忘，號稱黃金之路（Golden 

route），共有 11 個髮夾彎（hairpin bends），這兩段公路在春天和冬天因氣候不佳是關閉的。 



 

老鷹之路是位於蓋朗厄爾和埃茲達爾之間的 63 號公路，以接連 11 個髮夾彎所聞名。這個霸

氣的名字，是因為每年在公路開放之前幾天，在髮夾彎的最高點——老鷹之翼(620 米)觀景台

附近經常有老鷹聚集。通向精靈之路觀景台的棧道，精靈之路有 11 個「之」字形彎，按其形

狀稱為髮夾彎或雞翅尖。精靈之路因傳說得名，傳說中的挪威侏儒精靈，也就是山妖，就住

在這片峭壁森林裡。 

 

第四天阿雷松德 (大西洋公路之旅) / 卑爾根 (2110/2150) (機場還車) 

今日一路向北，走大西洋海濱公路  Atlantic 

Ocean Road（挪威語：Atlanterhavsveien），大西

洋公路是連接克里斯蒂安松和翁達爾斯內斯的

挪威 64 號郡道的一部分。總長 5 哩，於 1989 年

通行，由 8 座橋組成，橫跨在小島和礁岩之間。

該公路設計十分獨特，沿途可欣賞各個小島的自

然景觀，現已成為著名的觀光公路。 

  

第五天  卑爾根 (全日市區觀光) 

布呂根 Bryggen 

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之內。別小看了這些樸實的古老建

築，它們雖說談不上驚艷，但是身為世界遺產，自有深遠的意

義和魅力。  

布呂根位於港灣的東部，14 世紀中期很多來自德國北部的商人

在這裡經營著鱈魚貿易。生意越做越大，一個名為「漢薩同盟」

主要以德國商人組成的略帶政治性質的商會成立了，他們幾乎

霸佔了布呂根這個重要的港口，繁榮一時無二。有趣的是，在

同盟會瓦解的 700 年之後，木屋們成為了挪威對抗德國納粹的地下組織聯絡處，從合作的夥

伴到敵對的侵略者，布呂根百年建築見證了這滄桑的歷史變化。  

多年來，木屋屢經火災，你現在見到的布呂根建築群是 300 多年前的重修模樣，雖說中世紀

的韻味少了不少，可並不阻礙布呂根成為卑爾根的精萃所在，房屋都被改造成了多個精品店，

餐廳和歷史博物館，一排排顏色明麗的木屋讓雨城卑爾根顯得陽光很多，據說，如果想重新

粉刷屋子的顏色，可是要和政府通報的喲。 

魚市場 Bergen Fish Marcket 

海濱魚市作為歷史上的魚類交易中心擁有很長的歷史，隨著

遊客越來越多，魚市交易和歷史上有了很大的不同，新增加

的紀念品商店和海鮮餐館夾雜在其中。  

但在這裡依然可以使遊客欣賞到當地人餐盤中的海鮮和各

種各樣奇特的魚，很多攤位都可以免費品嚐。除此之外還可

以買到水果、蔬菜和鮮花等其他商品，是前往卑爾根旅遊的

必去之地。 

地址：Bergen Harbour, Bergen 5014, Norway 



 

Fløyen 纜車+展望台 

弗洛伊恩山有很多風景優美的山區，這些山區中有各種長度的登山小徑，相當適合徒步登山。

夏季時，當地每天都有 2 小時的徒步旅行團，並由本地導遊陪同。團隊遊客也可通過提前預

定參與其中。上山的弗羅伊索道是挪威最著名的景點之一。它位於貝根市中心，有纜車可以

上山觀景，山上也有咖啡館和服務設施等。 

 

第六天  卑爾根---巴士---古德凡根—Flam 

今日展開一系列著名的「挪威縮影」（Norway in a Nutshell）

之旅，挪威縮影是挪威旅遊局精心安排了一套非常完美的

行程。挪威縮影就是把挪威最主要的地形盡量安排在行程

裡，在短時間內，結合巴士、火車、、遊輪等各種交通工

具的合理銜接，從挪威的西部一直跑到東部，從高海拔區

到低海拔區，把沿海和內陸看了個遍，將峽灣、雪山、瀑

布玩了個遍。下午您可完全放鬆於這位於松恩峽灣的海灣最頂端的美麗小鎮，沒有城市的喧

嘩，只有峽灣小鎮悠閒的氣氛，您可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清晨，漫步於這個迷人世愛

桃源。 

 

第七天  Flam---火車---奧斯陸  

今日早上可在飯店慢慢享用早餐，之後打包行李先行

CHECHE OUT 後可自由活動(騎單車)，或您可安排

Stegastein Viewpoint 峽灣觀景台之旅，駕駛技術超高的司機

會一路開到制高點，在這您可俯瞰整個峽灣的面貌。 

之後踏上佛羅姆鐵路之旅，從 Flam 到 Myrdal 的鐵路是您在

挪威之旅的最高點，一路上美不勝收的風景，可以看到幾處

瀑布，冰封的高山，河流，山谷和風景，這一個半小時的旅程路上風光旖旎，這將是你整個

挪威探險中最有趣的旅程之一。 

 

第八天  奧斯陸 (全日市區觀光) 

奧斯陸市政廳 

奧斯陸市政廳是挪威首都奧斯陸的市議會、市政府的辦公地

點，並且也是藝術工作室和畫廊。奧斯陸市政廳於 1931 年

開始施工，但因二戰爆發而暫停施工。奧斯陸市政廳是諾貝

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舉辦地，是奧斯陸最著名建築之一。在

2005 年，奧斯陸市政廳被選為奧斯陸的世紀建築。 

 

 

Museum of Oslo     



 

Opening hours : Tuesday – Sunday 11am–4pm 

Admissions: Adults: NOK 90,-  

奧斯陸城市博物館是挪威首都奧斯陸的一座博物館，也是奧斯陸博物館的一部分，位於弗魯

格納公園之內的弗魯格納莊園。在 1995 年至 2006 年期間，奧斯陸城市博物館曾是一座獨

立的博物館。2006 年之後，奧斯陸城市博物館成為新成立的奧斯陸博物館的一部分。 

阿克爾碼頭 

阿克爾碼頭是挪威首都奧斯陸的一個熱門的購物、餐飲和娛

樂地區。阿克爾碼頭在 1854 年建立了造船長，從此工業開始

得到發展。1982 年之後，造船廠被關閉，部分就的設施被拆

除。而一些大的車間則被改建為購物區。部分水域改為遊艇

碼頭。現在大約有 6000 人在阿克爾碼頭工作，約有 900 人在

這裡居住。 

Changing of the Guard at the Royal Palace  (每日 13:30 開始交接) 

建議早點去卡位觀看換崗儀式！  

奧斯陸王宮是挪威王室的居所。

地處一片高地，對面是奧斯陸市

區的主要街道卡爾·約翰大街。皇

宮的後花園寧靜優美，環繞王宮

有大片綠地，穿過就是市中心商

圈。最早是由卡爾·約翰十四世國

王興建的皇宮，1823 年任命丹麥官員馮·林斯道為總建築 

師，後來計畫多次被修改，直到 1848 年才竣工。在這裡每日 13:30 都可以觀看衛兵換崗儀

式， 

而只有夏天對公眾開放有 Guided tour 的形式參觀。 

The King's Guard stands outside the Royal Palace 24 hours a day – every day  

 

第九天  奧斯陸 (全日市區觀光) ---哥本哈根(夜宿渡輪)  

奧斯陸歌劇院 Oslo Opera House 

由挪威著名建築所 Snøhetta 歷時

5 年建造，於 2008 年 4 月正式啟

用。它是繼 14 世紀初建造 

於 Trondheim 的尼德羅斯大教堂 

Nidarosdomen Cathedral 後，挪威

國內最大的文化建築。  

劇院占地 3 萬 8 千 5 百平方公尺，提供 3 種表演場地：歌劇廳、芭蕾舞廳和音樂廳，其中主 

廳和其他兩個副廳可分別容納約 1,350 和 400、200 個座位。主劇場舞台有部分位於水下 16 米 

深處，像底座寬厚的冰山，十分特別。 

卡爾約翰斯大道 Karl Johans Gate 



 

卡爾約翰斯大道是奧斯陸最主要的商業大道，它從中央車站一直延伸到

國會(Stort inget)再至皇宮(Slottet)為止，街道名是為了紀念曾為瑞典和

挪威的國王──卡爾約翰斯(Karl Johan)。 這條筆直大道全長約 1 公

里，單程走完至少要花上15分鐘的時間，其中位於國會附近的Egertorget

廣場，是整條街的最高點，往東西兩邊望去便可以直視兩端。 而除了

中央車站、國會和皇宮，這條路上也會行經國家劇院(Nationaltheatret)

這個重要景點，而奧斯陸大教堂(Oslo Domkirke)也近在咫尺；另外，從

大教堂的 Droningens Gate 到國會前的 Akersgate 這段路，則被規畫成行

人徒步區，也是大道最熱鬧的區段了，每逢週末假期或好天氣的時候，不但會有街頭藝人獻

藝，櫛比鱗次的商店、百貨商場，更讓愛購物的人停不下腳步，其中還包括幾家深受台灣人

喜愛的 Mango、Zara、H & M、Benetton、ONLY 等品牌；至於麥當勞也就在與大道相交的

Nedre Slottsgate 街上，逛累的人可以隨時來這裡補充體力 

 

第十天  哥本哈根 (市區觀光) 

Strøget 步行街 

遊船於今日上午抵達哥本哈根，隨後市區觀光：Stroget 步行

街是哥本哈根的主幹道，同時也是歐洲最長的步行街之一，

街道上商舖林立，從經濟型連鎖店到一些世界上最昂貴的品

牌商店，十分的繁華。步行街從市政廳廣場一直延伸到國王

新廣場 。所以 Stroget 步行街以購物最聞名於世。 但是在遊

玩 Stroget 步行街不只是購物街，這條街上也有經常會有街頭

藝人的表演。所以在享受購物的歡愉時，也可以看看街邊的景致，欣賞街頭藝人的表演，讓

匆忙的購物之旅也充滿樂趣。 

安徒生銅像 

丹麥童話大師漢斯·克里斯丁·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出生在奧登塞，但是在 14 歲來到了哥本哈根，開始了創作

生涯。在哥本哈根生活期間，安徒生創作了很多經典作品。城市對他的

啟發很大，比如哥本哈根位於新港的皇家劇院給了他很多靈感。安徒生

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哥本哈根，曾前後在新港的三個不同地方生活過，

那段時間也是安徒生作品產量最高的一段時間。如今在哥本哈根市內仍

然能看到很多安徒生的銅像、童話體驗館 Eventyrhuset 等等。當然還有

他所創造的童話形象-小美人魚銅像，小美人魚銅像是哥本哈根甚至是

整個丹麥的地標。安徒生最著名的一座雕像位於哥本哈根市中心，市政廳廣場邊。吸引了很

多遊客一起合照。 

安徒生逝世於 1875 年在哥本哈根 Assistens Kirkegård。安徒生墓地非常好看，哥本哈根當地

人常常把它當做公園來休息。 

 

 

 



 

第十一天  哥本哈根 (建議克倫堡 Kronborg + 腓特烈城堡 Frederiksborg Slot) 

建議克倫堡 Kronborg 

今日建議前往克倫堡，克倫堡由國王 Frederik II 於 1574~1585 

年建造，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以該城堡為背景而聲名

大噪，吸引許多遊客慕名而來。2000 年時被列入世界遺產，是

北歐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城堡，也是丹麥最有名的城堡，每

年約有二十萬的遊客來此參觀。 

 

腓特烈城堡 Frederiksborg Slot 

隨後前往位於哥本哈根北部 Hillerød 的城堡，由國王腓特烈二

世 (King Frederik II) 於 1560 年建造，城堡就是用他的名字命

名的。現有城堡則是由腓特烈二世的兒子克里斯帝安四世 

(Christian IV) 在 1600~1620 間接續建造而成。這北歐最壯麗城

堡是荷蘭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建築，有北歐的凡爾賽宮之稱。

1859 年大火後重建，藉此機會改為供旅人參觀的國家歷史博物

館。展示有歷代國王的肖像和相關歷史的繪畫，還有華麗的宴

會大廳及房間，漫步其中可了解到中世紀至今的發展，來趟不一樣的文化體驗。 

 

第十二天  哥本哈根 / 倫敦 (上午市區觀光 / 傍晚班機 ) (1730 / 1825) 

今日早上您可參觀羅森堡宮。1606 年到 1710 年間，羅森堡城

堡作為皇家官邸使用，同時也是當時的國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

住所。目前這座城堡 (丹麥文稱為「Rosenborg Slot」) 對外開放，

作為博物館使用，並擁有該國的皇家收藏。圍繞羅森堡宮的公

園「國王花園」是哥本哈根人放鬆及遊玩的熱門景點。 

 

圆塔（The Round Tower） 

十一點半入內參觀圓塔。此圓塔為歐洲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天文台。

該天文台環繞著一個戶外平台，在平台上您可以欣賞哥本哈根老城區

的壯麗景色，隨後市區觀光。 

下午兩點抵達哥本哈根凱斯楚普機場，搭乘瑞安航空前往倫敦。 

 

 

第十三天  倫敦 (全日市區觀光) 

英國可以敗家的東西真的太多了！同樣的商品以在台灣買的價

格，通常可以便宜到 5-7 折，outlet 的話還可以買到三折左右，

來到英國不帶點東西回家真是太對不起自己了。 

Bicester outlet village---很多來到英國的旅客們都會特意來這暢



 

貨中心，因為這邊的店家多，各大知名品牌都會有，價格通常會比一般店更便宜許多，但是

因為是 outlet，以過季品或者特價品款式為主，能不能找到喜歡的就要靠運氣了。 

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下一站，牛津。漫步在牛津大學，您將看到哈利波特和愛

麗絲夢遊仙境中的電影場景，徹底沈浸在基督堂學院的古

典優雅，享受如夢似畫的校園氛圍！牛津大學，享有「夢

幻尖塔」的美名，擁有全歐洲最古老的博德利圖書館。深

入牛津大學的雅緻風情裡，這裡也是童話《愛麗絲夢遊仙

境》的故事場景。別忘了前往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牛津的學院之一，同時也是哈利波特取景拍攝地－霍格華茲學生餐廳。  

 

第十四天  倫敦 (全日市區觀光) 

全日倫敦市區觀光：今日啟用 LONDON PASS。10:00 抵達白金漢

宮觀賞衛兵交接儀式，隨後入內參觀國會大廈、倫敦眼、西敏

寺、這一區的景色相當的美，坐落在泰晤士河旁的國會大廈大笨

鐘，更是代表大英帝國的地標。隨後您可搭船前往倫敦塔橋，入內

參觀存放英國皇室珠寶以及當今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皇冠的倫敦

塔。聖保羅大教堂，聖保羅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是英國聖公會倫敦教區的主教座堂，坐

落於英國倫敦市，巴洛克風格建築的代表，以其壯觀的圓形屋頂而聞名。 

 

第十五天  倫敦 (全日市區觀光) 

今日開始逛街之旅。柯芬園本來是西敏寺修道院的所在地，

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修道院領地被沒收。後來該地成為

了果菜市場，往後三百年，柯芬園一直是倫敦居民買賣鮮果

的地方。隨著西區都市化，該地成為了集合菜市場及購物商

場的商業中心，這裡的露天攤販是其一大特色。 

皮卡地里圓環(Piccadilly Circus)最著名的就是噴泉上方的伊羅士(Eros)雕像，伊羅士是希臘

的愛神，單腳拉弓的平衡姿態相當醒目。圓環與攝政街(Regent Street)相連，是倫敦重要購

物血拼街道；往 Shaftesbury Ave.方向可進入蘇活區中心，以及美食餐廳林立的中國城；往

東邊 Swiss Ct.方向則可前往萊斯特廣場(Leister Square)。 

柯芬園市集 Covent Garden Market 

距離柯芬園最近的地鐵站就是 Covert Garden 站，柯芬園主要

是由兩個市集組成：Apple Market 與 Jubilee Market。 柯芬園

市集最著名的就是拱廊中的 Apple Market 主要賣的是英式風

格的手工品、首飾、皮革製品。除了露天市集之外，周邊也有

很多餐廳、商店整個柯芬園大半部都是室內市集，這裡最早曾

是西敏寺修道院的土地，到了 17 世紀逐漸變成果菜市場，不

過現在的柯芬園已經變成觀光客聚集的市集購物商場，可以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5%8F%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9C%E5%B8%82%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3%BC%E7%89%A9%E5%95%86%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3%BC%E7%89%A9%E5%95%86%E5%A0%B4


 

到手創商品、街頭藝人，倒是看不到蔬菜水果攤。 

皮卡的里圓環 Piccadilly Circus 

倫敦最有名的圓形廣場，興建於 1819 年，早期是英國零售商店

所在地，今日為英國倫敦市中心購物街道的圓心點，有五條主要

道路交錯於此。倫敦地鐵於該廣場地下設有皮卡迪利圓環站。 

倫敦最有名的圓型廣場，往北沿攝政街（Regent Street）可達牛津

圓環，往西到萊斯特廣場跟科芬園，往南去查令十字（Charing 

Cross）跟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您還會在廣場最高的

大樓周圍看到著名的影像廣告——使這裡看起來像是紐約時代

廣場的一角。這些廣告不停地變換，但是 Sanyo 和 TDK 的標誌

似乎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您也可以至附近的 China Town 

 

 

第十六天  倫敦 / 台北 (上午市區觀光 / 傍晚班機) 

今早前往大英博物館參觀，英國什麼東西不多，就屬各式各樣的博

物館最多了！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館尤其聞名全世界，裡頭有著世界

各國的古文明及文物，就像是世界歷史的縮影，參觀了大英博物館

的各種收藏便可感受到其在日不落國時期的強盛，一個國家竟然可

以收藏如此豐富的各國文物。 

 

創立於 1707 年，擁有 300 多年歷史的英國老店 Fortnum & 

Mason 弗南梅森，是英國皇室、貴族及上流社會公認並喜愛的

食品百貨名店。該店囊括了高端品味與英倫優雅魅力，以及英

國人日常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休閒活動──下午茶！百年來

Fortnum & Mason 堅持只販售高品質茶葉，從茶香濃厚的伯爵

或正山小種，到散發濃郁堅果香的阿薩姆；又如清新淡雅的錫

蘭花橙白毫或祁門，到風味強烈的經典早餐茶，皆毫無懸念的擄獲上至英國皇室、下至尋常

百姓的芳心。 

 

第十六天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北歐及英國風

景影像，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