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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豪華遊輪「藍寶石公主號」體驗最真的大自然，是旅人心之所嚮。
挪威峽灣的鬼斧神工，猶如自然的偉大山川交響曲，需要用慢遊來細細品味。
受到大西洋的洗禮，挪威海岸線非常曲折，更有壯麗的峽灣景致。
搭乘遊輪巡弋峽灣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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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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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因節省餐費趕回遊輪上
用餐，而犧牲陸上觀光行程。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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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搭乘遊輪的魅力所在，非其他傳統拉車旅遊行
程所能替代。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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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船前安排住宿倫敦二晚，可以細細品味倫敦的風韻，安排泰晤士河遊船；參觀溫莎古堡、
中國城、格林威治公園、倫敦新地標碎片大樓TheViewfromtheShard，電影《新娘百分百》
而聲名大噪的諾丁丘Notting Hill。
※離船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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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石橋上近距離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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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irangerfj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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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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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國泰航空，自高雄經香港直飛英國倫敦來回，行李直掛目的地，輕鬆又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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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景點經過精心規劃設計，行程最豐富，景點最精彩，完全有別於一般制式的遊輪行程。
搭乘遊輪：★★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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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全新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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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019年7月3日(三) 全年唯一團
團費：全年唯一團，限量26席，訂金每人NT$50,000元，出發前75天可免費取消。
NT$188,000元（4.5坪內艙）、NT$198,000元（6.7坪陽台艙）
NT$218,000元（9.3坪迷你套房,獨立客廳,大浴室附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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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價不含高北接駁、台灣地區機場接送、私人花費。
●機票自理可扣除國泰航空個人經濟艙機票款NT$35,000元(含稅)。
●升等豪經艙加價NT$25,000元起。
●升等商務艙加價NT$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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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

21

20

17

19

平均℃

16

15

13

14

最低℃

11

10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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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三）

21:25

22:55

1 小時 30 分

高雄/香港

港龍航空

KA457

A333

第 2 天 7/4（四）

00:25

06:20

12 小時 55 分

香港/倫敦

國泰航空

CX255

B77W

第 11 天 7/13（六）

18:20

13:15+1

11 小時 55 分

倫敦/香港

國泰航空

CX250

B77W

第 12 天 7/14（日）

16:50

18:25

1 小時 35 分

香港/高雄

港龍航空

KA454

A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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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五）高雄/香港
今晚集合於國際機場，由專人為您辦妥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飛往英國－倫敦。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2天 7/4(六) 香港/倫敦 ─ 溫莎古堡
班機於清晨飛抵倫敦希斯洛國際機場，辦妥入境手續後，專車前往溫莎小鎮，造訪全世界最浪漫的★溫莎古堡
Windsor Castle。溫莎城堡分為上中下三區(Lower Ward、Middle Ward、Upper Ward)，領取◎免費中文導
覽機後，沿著◎城堡丘 Castle Hill 進入城堡，就是城堡中區 Middle Ward。中區最明顯的地標是被◎玫瑰花園
圍繞的◎圓塔 Round Tower，站在山丘上居高臨下可以俯瞰倫敦市和泰晤士河的景色。◎瑪莉皇后的娃娃屋
Queen Mary's Dolls' House 是喬治五世為了紀念王后而建，每樣物品與實際大小是以 1:12 的比例製成，各個
房間都製作得非常精巧。◎聖喬治禮拜堂 St.George's Chapel、◎皇家御苑 The State Apartments 內有盔甲展
示及皇室宴請貴賓的◎滑鐵廬廳 Waterloo Chamber。參觀完溫莎城堡後，於溫莎小鎮享用傳統英式料理，餐
後還可以在溫莎小鎮散步逛街，車站旁的購物中心有許多值得珍藏的紀念品。接著驅車前往入住距離倫敦蓋特
威克國際機場 8.6 公里的 Alexander House Hotel & Utopia Spa，酒店的客房坐落於一棟鄉村房屋中，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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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 120 英畝的園地。晚餐於飯店內的 AG's 3-Rosette 餐廳享用精緻的餐點。餐後隨即可以休息以調整時差。

早餐：機上

午餐：傳統英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英式套餐

住宿：5★Alexander House Hotel & Utopia Spa（10坪豪華雙床房）

第3天 7/5（五）倫敦市區一日遊
早餐後安排自皇家碼頭（Royal Docks）搭乘在阿酋航空（EmiratesAirlines）贊助下，斥資 6000 萬英鎊興建
的★名為「阿酋航線」
（Emirates Air Line）的城市纜車橫跨泰晤士河前往格林威治半島（Greenwich
Peninsula）
，全長約 1 公里，在單程 5 分鐘車程中，不但可鳥瞰泰晤士河沿岸美景，更可觀賞附近知名景點及
倫敦知名地標 O2 體育館。格林威治村位於 2012 奧運主要所在地的東倫敦，其內的★格林威治天文臺，也是
本初子午線、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所在。格林威治公園 Greenwich Park，始於 1433 年，最早為皇家獵苑，不久
後成為都鐸王朝的王宮，普拉森舍宮的宮苑。倫敦奧運會的馬術比賽和現代五項的部分比賽就在格林威治公園
草坪舉行。接著★搭乘泰晤士河遊船，沿途觀賞兩岸知名的橋樑及建築。午餐後造訪甫於 2013 年始營運的倫
敦新地標－★碎片大樓 TheViewfromtheShard，位於倫敦橋站西南側，爲歐盟最高建築物，歐洲第二高建築
物，耗資 20 億美元，歷經了十二年才完工的碎片大樓是一座高 309 公尺、共有 95 層樓的「垂直城鎮」。68
層至 72 層則 360 度環形觀景台，在這裡可以享受到全新的極致觀景體驗，從兩百多公尺的高空 360 度飽覽倫
敦市景，是個能根據不同天氣欣賞不同倫敦風采的新去處。續前往因為電影《新娘百分百》而聲名大噪的◎諾
丁丘 Notting Hill，一踏入◎波多貝羅路 Portobello Road，這裡開始沿街就可見到一家家個性服飾店，顏色鮮
豔的招牌爭相比美，前段賣的主要是各類骨董、小玩意、飾品，到了後段則有賣服飾、古書、水果與香料的小
攤。晚餐於◎中國城內知名的醉瓊樓餐廳享用中式海鮮精緻料理。餐後即前往酒店休息以調整時差。

早餐：飯店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醉瓊樓中式海鮮精緻料理

住宿：5★Alexander House Hotel & Utopia Spa（10坪豪華雙床房）

第4天 7/6（六）倫敦－南漢普敦Southampton—藍寶石公主號 16:00啟航
早餐後專車前往1965年被皇家植物園從國民信託組織（National Trust）租借，目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列
為世界遺產的新地點—★韋克赫斯特莊園Wakehurst Place，擁有伊莉莎白式的歷史古宅，環繞著180英畝的自
然森林，還有一棵高達35公尺，英格蘭最高的聖誕樹；園內精緻優美的建築和花藝造景充分表現出自19世紀以
來的園藝景觀設計及百年來歐洲藝術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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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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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5天 7/7（日）北海航行
豪華遊輪航行於北海，您可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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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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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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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造船業、鯡魚罐頭加工業及 1966 年在北海探
勘發現石油，70 年代以後輸出石油帶來大量財富，2003 年統計石油輸出量排世界第三名，由於需要大量的勞
工，史察溫葛的人口已超過 28 萬，成為挪威的第四大城，現代化的都會加上老城區的刻意保護，一點都不會
顯得突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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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 42 公里，
深度將近 500 公尺，峽灣兩岸分佈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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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處巨大岩石平台面積約 600 平方公尺，約 10000 年前因為冰川融化後才顯
露出來，讓人不得不驚嘆大自然的神奇。返回遊輪午餐後續前往◎老城區尋幽訪古，由於已闢為徒步區，走入
窄巷之中可以發現 18 至 19 世紀保存的木造建築，以及自 12 世紀完工的◎主座教堂，是挪威保留最完整的中
世紀石造建築，傳統的◎戶外蔬菜市場則是挪威少數僅有的蔬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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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 7/9（二）歐爾敦Olden—碧斯達冰川(Briksdal Glacier)09:00抵達-19:00開航
上午遊輪航抵位處挪威◎北峽灣 Nordfjorden 盡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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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較為平靜，每當天朗氣清時，更是波平如
鏡，把岸邊的青翠草坡和彩色小木屋一一映照下來﹔襯上藍天白雲、青青高山，不時還有輕紗般的雲霧浮遊於
山腰之間，恬靜閒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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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車程的★碧斯達冰川（Briksdal Glacier）
，屬於高踞挪威南方多山高原上，歐洲最大的約斯特達恩冰河
JOSTEDALSBREEN GLACIER 的支流。約斯特達恩冰河是一大片閃閃生輝的永久冰原，面積達 487 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 1,450 公尺，中央冰冠大約厚達 300 公尺，約有 25 條冰川支流，向四面八方流向山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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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走，沿途美景處處，其中將經過一
道橫跨巨型瀑布的小石橋，震耳欲聾的巨響更似在宣示千年冰川的震懾力。緊接著一座平靜小湖慢慢出現，中
間竟浮著一塊閃爍寒光的巨型冰塊，放眼一望，雪白中泛著天藍的碧斯達冰川，從山峽間呈八字形的傾瀉在眼
前了，那些經夏日陽光及雨水雕琢而成的優美線條，令人讚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接著專車返回遊輪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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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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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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開航

從海爾西特 Hellesylt 到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fjord，水是整個旅程的主題。沿途您可以欣賞到海爾西特瀑布
Hellesylt、霍爾甯達爾湖 Lake Hornindal（歐洲最深的湖）以及崔恩河 Stryn。◎海爾西特 Hellesylt 位於蓋倫
格峽灣西側，和蓋倫格並稱為挪威的黃石公園，有非常遼闊的田園山景，綠色莊園蒙上一層薄薄的白霧，那份
恬適感讓人覺得流連忘返。早餐後◎搭乘接駁艇登陸海爾西特 Hellesylt，這裡也是一千多年以前 維京人入侵
英、法、俄等國的基地，所以可發現舊時農莊的遺跡。橫跨在溪流上的石橋也頗具歷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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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可見許多瀑布由兩旁高聳的峰頂直瀉而下，瀑布被命名為七姊妹、許願者、婚紗等，清澈的河中倒影格外
綺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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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可自蓋倫格南邊由不同高度欣賞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fjord 之美，山上還有一處高山湖泊 Djupvatnet
Lake，猶如人間仙境。接著再安排經由老鷹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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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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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是挪威西海岸最大最美的
港都，三面環山一面瀕臨著可以直通大西洋的港灣，此城市被七座高山圍繞，故有「七山之城」之稱，在二十
世紀奧斯陸被選定為首都前，卑爾根一直是挪威的首都，也是進出挪威峽灣的重要據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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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市街、漁貨市場都是不可錯失的焦點。◎布里根區建築，是一排尖屋頂，色彩繽紛的木造
房舍，處處洋溢著古樸的德國風情，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一幢幢色彩鮮艷的木造房舍，是您
獵取鏡頭的最佳焦點。隨後您可悠遊於著名的卑爾根漁市場，琳瑯滿目的攤販吆喝，在繽紛的喧鬧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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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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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寶石公主號〜挪威峽灣尋幽探奇 12 日
旅遊地區：英國/挪威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國泰

出發日期：2019 年 7 月 3 日(三)全年唯一團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10天 7/12（五）北海航行
豪華遊輪航行於北海，您可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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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11天 7/13（六）南漢普敦Southampton 07:00抵達—倫敦市區—倫敦/香港
早上遊輪返抵南漢普敦港，於船上用完早餐後隨即辦裡離船手續，結束 8 天 7 夜的遊輪之旅。隨後搭乘專車前
往曾經被稱為 Winton 或 Wintonceastre 的溫徹斯特（Winchester）
，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也是英格蘭王
國的百年古都。前往已成為溫徹斯特主要地標－哥德式的★溫徹斯特大教堂 Winchester Cathedral，該教堂是
全歐洲歷史最久的哥德式大教堂，獅心王理查曾在此地進行加冕典禮；瑪麗女王和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婚禮
也是在此舉行。不論是教堂外的環境或是教堂內的建築結構，都值得細細品味。續造訪過去的城牆及◎渥夫西
堡 Wolvesey Castle。接著參觀溫徹斯特典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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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hen 河岸也有著綠草如茵的散步道，一片中世紀風情，此地悠閒怡然的氣氛
讓人身心舒暢。午餐特別安排於典雅的 17 世紀 Lainston House 鄉村酒店內，此酒店位於佔地 63 英畝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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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後專車前往全球知名的◎Harrods 哈洛斯百貨
公司，占地 6000 坪超過百年歷史的哈洛德百貨在全球享有極高的聲譽，27000 坪的銷售空間涵蓋 330 個銷售
。接著驅車前往倫敦
部門，哈洛德的銘言是 Omnia Omnibus Ubique，即是拉丁文的「萬事萬物，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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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 7/14（日）香港/高雄
班機於中午抵達香港，續轉機於傍晚抵達國門，結束此次挪威峽灣尋幽探奇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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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