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自駕北歐 12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曼谷 / 斯德哥爾摩 

02 斯德哥爾摩 / 飛機 10:25 / 11:45 / 斯塔萬格 Stavanger 

03 斯塔萬格(自駕車前往聖壇岩 Preikestolen 之旅) 

04 斯塔萬格 / 人帶車搭渡輪 07:00 / 12:30  /  卑爾根(下午市區觀光) 

05 卑爾根/ Gudvangen /車搭 Ferry / Kaupanger / Walaker Hotel 

06  Walaker Hotel / Briksdalsbreen. (Jostedalsbreen National Park 冰川國家公園北部) / 

Hellesylt / Geiranger / Hotel Union(蓋倫格) 

07  Hotel Union(蓋倫格) / 老鷹之路 /  Eidsdal / 車搭 Ferry / Linge / Vestnes / Molde 

/大西洋公路/ Kristansund Airport(還車) / 飛機 19:35 / 20:30 / 奧斯陸 

08 奧斯陸 / DFDS 豪華郵輪 16:30 / 09:30+1 / 哥本哈根 

09 哥本哈根 

10 哥本哈根 

11 哥本哈根 / 曼谷 / 台北 

12 台北 

 

報價 : 三人成行 --- 每人 NTD110,500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 最後價格以機票及旅館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9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泰國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2 四星級旅館共 9 晚 (三人一室/含早餐/含一晚 DFDS 遊輪)  

03 斯德哥爾摩---斯塔萬格內陸班機經濟艙機票含稅(大行李一件託運 23 公斤) 

04  Kristansund / 奧斯陸內陸班機經濟艙機票含稅(大行李一件託運 23 公斤) 

05 遊輪自助晚餐(含飲料) + Walaker Hotel 晚餐 

06 挪威峽灣三段 ferry(含車上 ferry) 

07 哥本哈根旅館---機場專車送機   

08 伍百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小孩額度依保險公司規定) 

09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2 天) 
 

第一天  台北 / 曼谷 / 斯德哥爾摩 / 卑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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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歐之旅的第一站---斯德哥爾摩。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

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北歐之旅。 

 

第二天  斯德哥爾摩 / DY4139  1005 / 1130 / 卑爾根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斯德哥爾摩，隨即轉機前往卑爾根，

卑爾根市區最重要的景點布呂根木屋群(BRYGGEN)被列

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這些三角屋頂的木制建築群已有 900

年歷史的小木房整齊而精緻的排列在港口旁，這群色彩鮮

豔的木造房子，是挪威十八世紀的典型建築，是當時德國

漢撒商人的住宅及倉庫，現在成為許多別具特色的餐廳和

吸引遊客的藝品店、旅遊服務中心。隨後前往卑爾根的觀

光地標之一位於維根灣的魚市場，這是感受挪威人生活上最真實的一面。哈孔城堡--這城堡

是在 750 年前當時的維京國王哈孔森(Håkon Håkonsson)所興建，1944 年曾被德軍炸毀，

二戰後重建，目前是挪威境內保存面積最大的中世紀建築。現今的挪威國王有時會在此舉行

會議。羅森克蘭塔(Rosenkrantztårnet)--位於哈孔城堡旁的高塔，建於 1560 年，除了是皇

室居所，也具有軍事防禦功能，在這裡可觀賞海灣景色。葛利格之家(Edvard Greig 

Museum)--挪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葛利格以《皮爾金組曲》等聞名，他是卑爾根人，年輕

時離開故鄉活躍於奧斯陸及哥本哈根 等歐洲各地，晚年回卑爾根，在 1907 年辭世，享年 64

歲。您也可搭乘纜車登上佛洛伊恩山俯瞰素有綠肺之城稱號的卑爾根市容。纜車不只是觀光

客搭乘更是佛洛伊恩山腰上居民的交通工具。乘坐纜車到達 320 公尺高的佛洛伊恩山頂約 7

分鐘的時間，從山頂上可以眺望整個卑爾根全景及挪威峽灣，來到這裡之後很多人都會油然

的說：這正是我朝思暮想最想來的地方，這裡才是我夢想中的居住地。 

 

第三天  卑爾根---沃斯 Voss---古德范根 Gudvangen ---弗洛姆 F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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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旅，沃斯擁有白雪皚皚的山峰，山谷，叢林，河流，瀑布及湖泊。

沃斯地處著名的松恩峽灣和哈當厄爾峽灣之間，常住居民約 14000

人，一年四季皆可開展戶外探險活動。沃斯享有挪威探險之都的美

譽，這絕非偶然。近 200 年來，沃斯的自然風光，地方文化和悠久

傳統吸引了無數遊客前來探秘。對於那些追求心跳體驗的遊客而

言，挪威鮮少有其他地方能與沃斯相媲美。無論您想體驗高空跳傘，

滑翔還是激浪漂流，沃斯都能讓您一一滿足。隨後繼續前往古德范

根，這段路有一段名為 Stalheimskleiva，長約 1.7 公里，梯度為 20

％，Stalheimskleiva 是北歐最陡峭的道路之一。這條路距離挪威的

主要高速公路 Hordaland 縣的 Voss 以北幾英里。它有 13 個髮夾

彎，並建於 1842-1846 年。這條路很激動人心。體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Nærøydalen 山谷的壯麗景色。Stalheimskleiva 路沿著兩條可以從路上看到的兩個瀑布之間

的山脊。路上您可以看到 Sivlefossen 瀑布(約 140 公尺)及 Stalheimsfossen 瀑布(約 140 公

尺)。隨後我們前往今晚的住宿地--弗洛姆 Flam。 

 



 

第四天  弗洛姆(Stegastein Viewpoint 峽灣觀景台之旅) 

今日您可完全放鬆於這位於松恩峽灣 Sognefjo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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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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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您今日可購票搭船暢遊

松恩峽灣。 

 

第五天  弗洛姆---蘇爾沃倫 

今日慢慢自駕，欣賞峽灣之美，峽灣，猶如挪威血脈，盤

根錯節深入內陸。因冰河時期地殼變動，冰川滑移，在崖

壁之間切割出許多 U 型谷，近海峽谷在海水灌入後，形成

峽灣，北歐西岸、紐西蘭均可見，但以挪威數量居冠，主

脈之外，細細分支深入內陸，千年前人類就沿著峽灣居住，

不論打漁、狩獵或水路交通，全倚賴峽灣。 

第六天  蘇爾沃倫---約詩達特冰河國家公園---蓋倫格 

今日上午開車前往布利克斯達爾冰河區，展開精彩的冰河

體驗之旅，布利克斯達爾冰河是歐洲大陸最大冰河

---Jostedalsbreen 冰河最著名和最易到達的一個分支，目

前是 Jostedalsbreen 國家公園的一部分。您可在此國家公

園好好體驗北歐夏季冰河奇妙的風光。隨後開車前往今晚

的住宿地---蓋倫格。 

 

第七天  蓋倫格---老鷹公路---精靈之路---大西洋公路---Kristansund Airport / 飛機             

KSU / OSL  SK2308  1935 / 2030 / 奧斯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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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rneveg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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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一路往北，走大西洋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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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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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克里斯蒂安松後搭機飛往挪威首都---奧斯陸。 

 

第八天  奧斯陸(市區觀光)—DFDS 郵輪—哥本哈根 

奧斯陸位於挪威南端峽灣內，南邊面海、其他三面環山。

奧斯陸與斯德哥爾摩一樣，位於深入內陸，彎曲複雜的水

道深處，自古即是北歐人的居住原鄉。今日市區觀光：您

可前往奧斯陸極負盛名的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園內共

212 座雕像，其中最有名的是《憤怒的小孩》。以公園中央

高 17 公尺的尖塔《人生塔》為中心。 



 

第九天  哥本哈根 

郵輪於今日上午抵達哥本哈根，隨後市區觀光 : 首先您可

先前往港口區參觀：舉世聞名的美人魚銅像及最富動感的

女農神噴泉等景色。 丹麥王室居住的安瑪麗堡皇宮、克麗

斯汀堡、國會；接著參觀安徒生銅像、著名的市政廳，市

政廳廣場上的鐘樓，正是哥本哈根的地標，著名的行人徒

步區就在旁邊，斯洛多耶街、丹麥皇家瓷器、丹麥名鞋 ECCO、好吃的丹麥酥餅店等，可以

盡情的感受北歐的設計品味或轉到小巷裡，體驗追尋古董的樂趣。 

 

第十天  哥本哈根(建議克倫堡 Kronborg + 腓特烈城堡 Frederiksborg S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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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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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天  哥本哈根 / 曼谷 / 台北 

今日上午專車接您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登機手續後，搭機返回台北。 

 

第十二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很開心能為您的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有再為您服務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