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寶石公主號─挪威峽灣冰島深度遊 16 日
旅遊地區：英國/挪威/冰島

華航

出發日期：2019 年 6 月 29 日(六)全年唯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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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最真的大自然，是旅人心之所嚮，挪威峽灣的鬼斧神工，
冰島秘境冰川冰洞的獨特氣勢，猶如自然的偉大山川交響曲，需要用慢遊來細細品味。
被稱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的冰島，有火山、湖泊、原野、冰川，還能見到瀑布、間歇噴泉、
獨一無二的藍色溫泉湖及秘境藍冰洞。與冰島一海相隔的挪威，受到大西洋的洗禮，海岸線非常
曲折，更有壯麗的峽灣景致。搭乘豪華遊輪巡弋峽灣之中，欣賞兩岸重巒疊嶂，壯麗的山勢與藍
天白雲，點綴流瀑飛瀉，譜出北國絕美風情，讓人有說不出的無限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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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食
住

玩

1. 特別安排南漢普敦Lainston House鄉村酒店3 AA Rosette Avenue Restaurant餐廳英式創
意料理。
2. 特別安排知名的Hofnin海鮮餐廳享用冰島海鮮料理。
3. 特別加訂藍寶石公主號上莎芭堤妮義式餐廳與史德林牛排館。

1.
2.
3.
4.

入住冰島五星級Sofitel London Heathrow
入住冰島四星級Hotel Grimsborgir二晚
入住冰島四星級Hilton Reykjavik Nordica
遊輪上特別安排陽台艙房(包含室內及陽台坪數約6.7坪)，貴賓可於艙房內觀賞所有行經的美
麗景點，在房內陽台欣賞日出、日落的美景及遊輪進出不同港口的景致，於陽台享受屬於二
人世界的早餐，搭乘遊輪的美好經驗。

1. 8天7夜挪威峽灣遊輪一次盡覽四大峽灣:蓋倫格峽灣Geirangerfjord，北峽灣
Nordfjorden，呂瑟峽灣Lysefjord，哈丹格峽灣Hardangerfjord。
2. 行程景點經過精心規劃設計，行程最豐富，景點最精彩:
倫敦－造訪英格蘭王國的百年古都溫徹斯特典雅的市政廳、美麗的花園及亞瑟王圓桌。
史察溫葛－搭乘觀光遊船前往鄰近史察溫葛STAVANGER的呂瑟峽灣Lysefjord。
海爾西特－和蓋倫格並稱為挪威的黃石公園，近距離欣賞Hellesyltfossen瀑布。
蓋倫格－專車蜿蜒而上前往Dalsnibba，沿途可由不同角度欣賞蓋倫格峽灣之美。
歐爾敦－歐洲最大的約斯特達恩冰河的支流—碧斯達冰川Briksdal Glacier。
卑爾根－纜車登上佛洛伊山俯瞰卑爾根市容及挪威第三大峽灣哈丹格峽灣壯闊景致。
雷克雅維克－藍色溫泉池BLUE LAGOON、哈帕音樂廳和會議中心、提厄爾寧湖Tjornin、
雷克雅維克市政廳、哈爾格林姆斯教堂Hallgrimskirkja、珍珠樓。
金環之旅－辛格維利爾國家公園、蓋鍚兒間歇泉和黃金瀑布Gullfoss三大景區，郎格冰川
頂飆騎雪橇摩托車，深入冰川隧道及千年藍冰洞探險。
冰島南岸－瓦特納冰川健行、冰河湖Jökulsárlón巡弋、斯科加瀑布Skógafoss、塞裡雅蘭
瀑布Seljalandsfoss、維克･黑色海灘。

※去程台北直飛阿姆斯特丹及回程倫敦直飛台北均安排搭乘中華航空最安靜的環保新機，全球最新型空中巴士
A350-900XWB (Xtra Wide Body)客機。
※全程無自費行程、無餐費自理、無進購物站活動。
※最專業遊輪領隊隨團服務及解說、海上航行日精心安排娛樂活動，貴賓將享有最熱情貼心的服務。
※配合遊輪停靠點，精心安排參訪景點及用餐地點與餐食內容（遊輪行程中於陸上安排一次午餐及二次遊輪付
費餐廳晚餐）
，不因節省餐費趕回遊輪上用餐，而犧牲陸上觀光行程。

搭乘遊輪：★★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遊輪簡介
遊輪簡介：遊輪噸位116,000噸。全長290.4公尺。寬度37.5公尺。高度60公尺。航速22浬。
遊輪艙房共1,300間。載客數：2,678人。工作人員：1,100人。甲板樓層共有18層。
2004年3月首航，2015年3月全新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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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019年6月29日(六) 全年唯一團(每航次僅有26席)
團費：全年唯一團，限量26席，訂金每人NT$60,000元，出發前75天可免費取消。
NT$248,000元（4.5坪內艙）、NT$278,000元（6.7坪陽台艙）
NT$298,000元（9.3坪迷你套房,獨立客廳,大浴室附浴缸）
★出發日180天前報名，船艙每人早鳥優惠NT$9,000元。
★出發日 90天前報名，船艙每人早鳥優惠NT$5,000元。
●二人一室，每人價格。報價已含全程小費(遊輪小費、領隊小費、司機小費)，岸上觀光費用、陸上行程食宿
費用、港口稅、機場稅、燃油稅。
●升等9.5坪迷你套房，每人加價NT$20,000元起。
●報價不含高北接駁、台灣地區機場接送、私人花費。
●機票自理可扣除台北/阿姆斯特丹及倫敦/台北華航團體經濟艙機票款NT$32,000元(含稅)。
●華航升等豪經艙加價NT$25,000元起。
●華航升等商務艙加價NT$72,000元起。
出團備註：1.報名時請繳交訂金、中英文姓名及護照影本。團費尾款請於行前說明會時繳交完畢。
2.本行程表視航空公司班次的確認，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7 月預估溫度
地點

倫敦

史察溫葛

歐爾敦

卑爾根

塞爾福斯

雷克雅維克

最高℃

21

20

17

19

13

12

平均℃

16

15

13

14

11

10

最低℃

11

10

9

9

8

7

航班參考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機型

第1天6/29（六）

00:25

07:40

13小時15分

台北/阿姆斯特丹

中華航空

CI073

A359

第1天6/29（六）

14:00

15:05

3小時05分

阿姆斯/雷克雅維克

冰島航空

FI507

B75W

第7天7/5（五）

16:10

20:10

3小時00分

雷克雅維克/倫敦

冰島航空

FI454

B75W

第15天7/13（六）

21:10

17:55+1

13小時45分

倫敦/台北

中華航空

CI070

A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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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說明：有★表「含門票」

有◎表「下車參觀」

未標示者為「行車經過」

第1天 6/29（六）台北/阿姆斯特丹/雷克雅維克REYKJAVIK (冰島)
今日淩晨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阿姆斯特丹(荷蘭)飛往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於下午抵達後專車
迎往雷克雅維克市區商業區的4星Hilton Reykjavik Nordica酒店。晚間在飯店內的VOX Restaurant五星級美食
餐廳，享用冰島海蜇蝦、挪威皇帝蟹、法羅群島扇貝和北極紅點鮭等地區風味佳餚。

早餐：機上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冰島海鮮料理(飯店內)

住宿：4★Hilton Reykjavik Nordica或同等級飯店 (二人一室)

第2天 6/30（日）雷克雅維克(125km)—郎格冰川(冰川隧道、冰洞探險)(150km)—塞爾福斯
早餐後專車前往冰島的第二大冰川～◎朗格冰川Langjokull，在經驗豐富的導遊引領下，穿著特殊的釘鞋深入
★冰川隧道Ice tunnels之中，欣賞百年前形成的冰岩，越深入冰川內部冰岩年齡越久遠，色澤也越來越深，
彷彿進入水晶宮殿的奇幻世界。專業導遊還將帶領大家深入萬年★冰洞Ice cave中，詳細介紹冰川與冰洞形成
的過程及地球暖化對朗格冰川Langjokull所造成的影響。接著入住位於塞爾福斯Selfoss鎮的飯店，晚餐於飯店
內的景觀餐廳享用冰島風味料理。

早餐：飯店內

午餐：北歐風味套餐

晚餐：飯店內冰島風味料理

住宿：4★Hotel Grimsborgir或同等級飯店 (二人一室)

第3天 7/1（一）塞爾福斯—雪上摩托車—塞爾福斯
早餐後安排於海拔1300公尺的◎郎格冰川Langjokull頂部，騎乘★雪橇摩托車SNOWMOBILE，馳騁在無垠的
冰河上，享受風馳電掣的快感(2人1輛)，途中還可欣賞到冰火相容的奇景－冰河覆蓋在休火山上，不遠處冰雪
世界和湛藍天空交織的景色也定會令您沉醉。午餐後返回位於塞爾福斯Selfoss鎮的飯店。

早餐：飯店內

午餐：冰原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冰島風味料理

住宿：4★Hotel Grimsborgir或同等級飯店 (二人一室)

第4天 7/2（二）塞爾福斯—【金環之旅GOLDEN CIRCLE】—維克Vík
早餐後展開最受歡迎的「金環風景線之旅Golden Circle」
，金環風景線包括◎辛格維利爾國家公園(Þingvellir
National Park)、◎蓋鍚兒間歇泉(Geysir)和◎黃金瀑布(Gullfoss)三大景區。續前往位於大苔原中心點的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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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rholaey景觀飯店，享受在無垠苔原的大自然景觀，並享用飯店主廚精心準備的冰島料理。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套餐

住宿：3.5★Hotel Dyrholaey或同等級飯店 (二人一室)

第5天 7/3（三）維克Vík (192km)—冰河湖Jökulsárlón(瓦特納冰川健行

、冰河湖遊船巡弋) (192km)—維克Vík

早餐後專車前往歐洲最大的◎瓦特納冰川Vatnajokull glacier。★搭乘水路兩棲船(鴨子船)遊覽◎冰河湖
Jökulsárlón。接著安排★超級吉普車與冰原健行體驗，親身感受征服極地的快感。接著午餐後造訪著名的
◎維克･黑色海灘Vik black lava sand：美國群島雜誌曾評為『世界上十個最美麗的海灘之一』
。火山熔岩經過千
萬年的沖刷，最終成為沙灘上晶瑩亮透的小砂礫，而海岸則風化過後的柱狀玄武岩，被海浪沖刷出層次分明的
石柱，巨大的玄武岩洞，高大聳立奇特壯觀。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歐式套餐

住宿：3.5★Hotel Dyrholaey或同等級飯店 (二人一室)

第6天 7/4（四）維克Vík(33km)—斯科加瀑布 (29km)—塞裡雅蘭瀑布 (108km)

—藍色溫泉池BLUE LAGOON(48km)—雷克雅維克市區

早餐後造訪壯觀的◎斯科加瀑布Skógafoss及可愛的◎塞裡雅蘭瀑布Seljalandsfoss。中午返抵雷克雅維克，
午餐後前往Krýsuviík地熱區，造訪鑲嵌在長滿苔蘚的火山岩之間，如明珠一般的★藍色溫泉池BLUE
LAGOON。晚餐將安排於舊港口邊的Hofnin海鮮餐廳，品嚐鮮美的海鮮料理。餐後參觀◎哈帕音樂廳和會議中
心 (Harpa Reykjavik Concert Hall and Conference Centre)，此地被英國雜誌評選為世界十大最佳音樂廳。
多角形的特殊玻璃結構，夜晚在燈光照射下，搭配水光，形成如夢似幻的色彩。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精緻料理

晚餐：冰島海鮮料理

住宿：4★Hilton Reykjavik Nordica或同等級飯店 (二人一室)

第7天 7/5（五）雷克雅維克(冰島)/倫敦(英國)
早餐後辦理退房手續，專車前往坐落于市中心山坡上的★珍珠樓，可以從不同角度看到雷克雅維克市全景。
續造訪★雷克雅維克大教堂(哈爾格林姆斯教堂 Hallgrimskirkja)，位於市中心是冰島最高的建築之一。接著參
觀建於人工打造的◎提厄爾寧湖 Tjornin 上◎雷克雅未克市政廳。午餐前安排於◎購物大街 Laugavegur 自由逛
街購物。午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倫敦，途中將看到茫茫無際名為 Krýsuvíkurhraun 的◎冰島苔蘚熔岩地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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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飛抵倫敦希斯羅國際機場，隨即入住飯店休息。

早餐：飯店內

午餐：冰島特色料理

晚餐：機上

住宿：5★Sofitel London Heathrow或同等級飯店 (二人一室)

第8天 7/6（六）倫敦－南漢普敦Southampton—藍寶石公主號 16:00啟航
早餐後造訪★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公認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植物園。接著驅車前往南漢普敦港
口辦理登船手續，登上116,000噸的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豪華遊輪展開8天7夜挪威峽灣遊輪之旅。

早餐：飯店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9天 7/7（日）北海航行
豪華遊輪航行於北海，您可盡情參與各種娛樂，在您飽覽峽灣風光之餘，享受海上舉行的盛大宴會，從早晨到
午夜連續不斷供應的各式大菜，享盡口福，使您永遠不會忘記挪威海上遊的精美膳食。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船長歡迎晚宴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10天 7/8（一）史察溫葛STAVANGER（挪威）07:00抵達─16:00開航
史察溫葛位於挪威西南部波克納峽灣口，港灣景色相當迷人，為挪威的第四大城。早餐後安排★搭乘觀光遊船
前往臨近史察溫葛STAVANGER的◎呂瑟峽灣Lysefjord，峽灣兩岸分佈着亮麗多彩的花崗岩石，◎謝拉格Kjerag
是呂瑟峽灣周邊最高的山峰，位於峽灣之上1084公尺；而呂瑟峽灣最出名的象徵—◎聖壇岩Preikestolen，
這塊宛如刀削而成的筆直峭壁，位於呂瑟峽灣上604公尺的高空。返回遊輪午餐後續前往◎老城區尋幽訪古。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加訂莎芭堤妮義式特色餐廳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11天 7/9（二）歐爾敦Olden—碧斯達冰川Briksdal Glacier 09:00抵達-19:00開航
上午遊輪航抵 Olden 歐爾敦，是探索 106 公里長的北峽灣 Nordfjorden 入口城鎮，由於坐落在峽灣的盡頭，
水道較窄亦少有船隻駛入。上午您可以在 Olden 歐爾敦小鎮悠閒自在地逛逛，一棟棟在山坡及港灣旁的房舍，
搭配著綠意盎然的自然環境，猶如詩情畫意的人間仙境氛圍。午餐後，搭乘專車前往造訪距離 Olden 歐爾敦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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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時車程的★碧斯達冰川（Briksdal Glacier）
。專車抵達★冰川遊覽的出發點—Jellstove，接著換乘★電動卡
車沿彎曲陡斜的山路前往碧斯達冰川，續專車返回遊輪碼頭。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挪威風味料理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12天 7/10（三）海爾西特Hellesylt（挪威）08:00抵達-10:00開航
蓋倫格GEIRANGER（挪威）12:00抵達-06:00開航
早餐後◎搭乘接駁艇登陸海爾西特 Hellesylt。橫跨在溪流上的石橋是欣賞◎Hellesyltfossen 瀑布的最佳場所。
接著◎搭乘接駁艇返回遊輪。遊輪起航駛入以瀑布之美聞名的◎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fjord，中午抵達蓋倫格小
鎮，於遊輪上午餐後將安排★專車自蓋倫格蜿蜒而上前往 Mount Dalsnibba 觀景台。接著安排經由老鷹公路
Eagle Road 至◎Ornesvingen 觀景台，自蓋倫格北邊觀賞壯闊的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fjord。於傍晚返回遊
輪碼頭後您還可以悠遊猶如世外桃源的蓋倫格小鎮。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加訂史德林牛排館特色餐廳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13天 7/11（四）卑爾根 BERGEN 07:00抵達-14:00開航
遊輪於上午抵達挪威著名商港，也是挪威第二大城市，號稱峽灣之都的卑爾根。上午步行前往佛洛伊山纜車站
搭乘★纜車登上佛洛伊山俯瞰卑爾根市容及挪威第三大峽灣哈丹格峽灣壯闊景致。續搭乘★纜車下山展開市區
觀光。◎布里根區建築，是一排尖屋頂，色彩繽紛的木造房舍，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隨後您
可悠遊於著名的卑爾根漁市場，體驗港市傳統生活情趣。接著返回遊輪午餐。餐後遊輪駛出卑爾根，還可以在
遊輪上觀賞兩岸秀麗的美景與壯闊的Askøy Bridge大橋。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14天 7/12（五）北海航行
豪華遊輪航行於北海，您可盡情參與為您提供的各種娛樂，在您飽覽峽灣風光之餘，享受海上舉行的盛大宴會，
使您永遠不會忘記挪威海上遊的精美膳食。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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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15天 7/13（六）南漢普敦Southampton-倫敦市區-倫敦/台北
早上遊輪返抵南漢普敦港，於船上用完早餐後隨即辦理離船手續，結束 8 天 7 夜的遊輪之旅。隨後搭乘專車前
往★溫徹斯特大教堂 Winchester Cathedral。續造訪過去的城牆及◎渥夫西堡 Wolvesey Castle。接著參觀典
雅的◎市政廳及◎美麗的花園，◎大廳及亞瑟王圓桌(Great Hall and King Arthur’s Round Table)。午餐特別安
排於典雅的 17 世紀 Lainston House 鄉村酒店內，此酒店位於漢普郡 Hampshire 公園中，酒店內獲獎的 3 AA
Rosette Avenue Restaurant 餐廳供應採用當地時令農產品以及來自廚房花園的新鮮香草和蔬菜烹製的現代英
式菜單。餐後驅車前往知名的◎Harrods 哈洛斯百貨公司。接著驅車前往倫敦蓋威克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國門。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景觀餐廳英式創意料理

晚餐：機場簡餐

住宿：機上

第16天 7/14（日）台北
班機於傍晚抵達國門，結束此次挪威峽灣冰島探奇 16 日之旅。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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