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挪威遊輪 

14 夜英倫群島, 冰島及挪威遊輪 

倫敦來回 

   
 

船名: Norwegian Star 

建造: 2001 年 

整修：2018年 

噸位: 91,740 噸 

容量: 2,348 人 
 

 

日期 碼頭 抵達 出發 

1 

倫敦(南安普敦), 英國 London (Southampton), England 

如果您要提早到倫敦玩幾夭[極品假期]可以為您安排精彩的城市觀光。 

您可參觀倫敦地標－倫敦塔橋，議會制度起源的國會大廈、大本鐘、13 世紀

以來舉行加冕典禮及皇室婚禮的西敏寺；白金漢宮。並至匯集世界文明遺跡

的藝術殿堂－大英博物館，其文物收藏之豐富令人難以想像，難怪一提起大

英博物館，英國人總是驕傲的說：走一趟大英博物館就等於看到了全世界。 

  5:00pm 

2 海上巡遊 At Sea 

 

  

3 

愛丁堡(紐黑文)，蘇格蘭 Edinburgh (S Queensferry), Scotland 

英國蘇格蘭首府, 也是蘇格蘭的第二大城市, 位於蘇格蘭東海岸福斯灣南岸. 

199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沿著中世紀的皇家大道（Royal Mile）漫步，到達 Holyroodhouse 宮殿， 

看看修道院和瑪麗皇后的房間。欣賞格魯吉亞和維多利亞時代建築。 

閒暇之餘，您可在此享用新鮮的鮭魚，扇貝，羊肉和安格斯牛肉。 

7:00am 4:00pm 

4 

斯塔萬格，挪威 Stavanger, Norway 

挪威的第四大城，城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它曾經是一個寧靜的 

沿海城鎮，後來成了重要的渔港，一直到 1969 年發現海上石油，從此改 

變了這座城市的命運與景觀, 所以現在的城市有著新舊交替的建築風格, 

斯塔萬格舊城區及獨特的坎寧博物館(Canning Museum) 及 12 世紀的斯 

塔萬格大教堂(Stavanger Cathedral)都是不容錯過的景點！ 

 

 

11:00am  8:00pm 



5 

阿雷松德, 挪威 Alesund, Norway 

今日郵輪巡航于海爾西特，海爾西特位於蓋倫格峽灣西側，和蓋倫格並稱為 

阿雷松德是由五個島嶼所組成的，其間都以橋樑或海底隧道連結，整座城市 

在 1904 年曾毀於一場大火，但卻為此因禍得福，在重建時獲得不少國外的 

援助，以當時流行的新潮流建築型態(Art Nouveau)來作設計。時至今日， 

阿雷松德還是全中西歐保存這種建築型態最完整的城市呢。即使是漁家民宅, 

阿雷松德的房舍也讓人難以忘懷：臨海的小屋架著五顏六色的木梯，前面橫 

擺著雕工細緻的小漁船，中世紀建造的木屋，在阿雷松德，這樣的建築竟滿 

街都是，讓人錯置覺回到了中世紀的海濱小鎮。尤其是已規畫成行人徒步區 

的街道，更是讓人步行其間流連忘返。 

 

11:00am  9:00pm 

6 

海爾西特, 挪威 Hellesylt, Norway 

今日郵輪巡航于海爾西特，海爾西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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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在半山腰俯視這山城，綠色

莊園蒙上一層薄薄的白霧, 那份恬適感讓人流連忘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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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am 9:00am 

6 

蓋倫格，挪威 Geiranger, Norway 

蓋倫格峽灣（Geirangerfjorden）是挪威境內名氣最響亮的峽灣之一, 而在盤 

旋曲折的峽灣起始處，這條長約十六公里的峽灣, 於 2005 年和附近的納柔 

依峽灣（Nærøyfjorden）一併被 UNESCO 選為世界遺產。 

做為挪威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 

 

 

11:00am 5:00pm 

7 海上巡遊 At Sea   Noon 

8 

阿庫雷里, 冰島 Akureyri, Iceland 

今日遊輪抵達冰島第二大城市 阿庫雷里，號稱冰島的“北方之都”，也是 

北部最大的港口。阿庫雷里座落在冰島北部, 最北部埃亞峽灣的盡頭， 

地處北極圈邊緣。背依雪山，面臨碧湖，風景秀麗，被人們稱作冰島北 

部的“雅典”。每年的東夏兩季，都有很多遊客來到這裡享受各種休閒運 

動，這裡有著冰島最好的滑雪場所。阿庫雷里的午夜太陽可謂當地的一 

大奇景，每年的六七月份，這裡幾乎終日可見太陽。阿克雷里有地球上 

最北的植特園，園內種植冰島各地及其它國家移植過來的 2000 多種花 

草樹木，所以阿庫雷里又有“北極圈邊的花園城市”美譽。 

8:00am 5:00pm 

9 
伊薩菲厄澤, 冰島 Isafjordur, Iceland 

伊薩菲厄澤是冰島西峽灣區最大的城鎮，從 16 世紀開始它就是一個漁業、 

貿易、旅遊城鎮。 

8:00am 6:00pm 

10 

雷克雅未克, 冰島 Reykjavik, Iceland 

雷克雅未克位於冰島西南端的法克薩灣，它是世界最北邊的首都，是冰島全 

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全境 3/4 是海拔 400－800 米的高原，其中 1/8 被冰川覆 

蓋。有 100 多座火山，其中活火山 20 多座。冰島不僅是第四紀冰蓋的中心， 

而且高原上仍有現代冰川分布，主要是盾形的冰帽冰川，也有少量的冰鬥 

冰川，冰川面積八千三百平方公里，佔全島的 11.5％。是除南極和格陵蘭外 

世界最大的冰川。雪山冰川距離首都雷克雅未克只要三小時的車程，風景格 

外迷人。 

遊客不僅可乘坐雙人雪摩托車欣賞冰川上的美景，還可乘船遊覽北 

部海灣，那裡有各種島嶼及生存、憩息在島嶼上的各種海鳥。冰島著名的地 

 

 

 

6:00am 4:00pm 



 

熱溫泉 藍湖，藍湖之所以著名是因為：1.它是露天的溫泉。由於地熱發達， 

即使是在雪花飄飛了，遊客仍可以泡在暖融融的水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 

賜予。2.溫泉泥。由於冰島是多火山國家，而藍湖正是位於一座死火山上， 

地層中有益的礦物質沉積在湖底，水性好或運氣好的人，在挖到白顏色的 

泥時會歡呼不已，因為這種泥美顏健體，據說功效不錯。 

 

  

11 海上巡遊 At Sea   

12 

貝爾法斯特,  北愛爾蘭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貝爾法斯特是北愛爾蘭的首都，地處富有石灰岩地形的「巨人通道」上,因宗 

教的衝突過去層出不窮的報復行動, 在經過各方努力調停下, 終於在 1997 年 

停火, 邁向和平之路, 使得這個古老城市, 經濟發展正呈現一片曙光; 首先前往 

北海岸的【巨人石道】, 北愛有許多幽美的湖泊及峽灣和奇峰峻峭, 自然景觀 

非常狀麗, 是由冰河時期火山活動所流出的熔岩冷卻後形成的玄武岩石柱, 緊 

密相鄰如同步道, 綿延於海岸邊, 共計 37000 支, 讓你嘖嘖稱奇。隨後前往市區 

觀光，區內最醒目的建築, 莫過於啟用於 1895 年的歌劇院, 1980 年代再次整 

修恢復了過去的光彩,教堂區則揮別了殘舊，近年來已然成了餐廳、酒吧聚 

集的娛樂好去處, 在高街及安妮街之間的窄巷，通稱為【舊巷】, 是唯一逃過 

二次大戰戰火蹂躪的老城區, 留下許多歷史悠久的小酒館,另外遊客必到之處 

就是【登哥爾廣場】，新文藝復興樣式的市政廳，擁有華麗雕塑的蘇格蘭遠 

見大廈，建於 1788 年的林納圖書館皆位於廣場周遭，這也是貝爾法斯特精 

華之處。 

 

 

 

 

Noon 9:00pm 

13 

都柏林, 愛爾蘭 Dublin, Ireland 

愛爾蘭的整座島嶼孤立的時間長達八千五百年, 地形包括山丘, 沼澤, 河川, 和 

離島, 景觀非常的豐富多變, 純樸的愛爾蘭人以好客, 友善, 幽默和有趣而聞名, 

首都【都柏林】已經發展成高科技的都市,也是歐洲快速成長的都市之一。 

鄉間廣大的田園未受到人類的污染和繁華的都市形成強烈的對比。愛爾蘭和 

英國之間微妙和長久的關係,使得愛爾蘭人民, 政治, 經濟, 文化, 等各個層面 

至今還是深受英國的影響。喬治亞式建築形成的瑪倫廣場, 都伯林城堡, 聖派 

翠克大教堂, 四世紀的傳教士聖派翠克為愛爾蘭結束蠻荒時期, 也留下許多神 

蹟, 被愛爾蘭人視為民族的象徵。 

7:00am 5:00pm 

14 

波特蘭, 英國 Portland, England 

波特蘭島是一座由石灰岩組成的陸連島，是世界自然遺產侏羅紀海 

岸重要的組成部份，從中石器時代開始就有人在此居住，以地質與 

地貌聞名；這裡擁有廣泛的植物群和動物群，有許多稀有的鳥類品 

種，有號稱全歐洲北部最好的港灣，曾是奥運帆船賽事的與辦地點。 

 

 

1:00pm 7:00pm 

15 
倫敦(南安普敦), 英國 London (Southampton), England 

早上遊輪靠岸, 可以在早餐後下船. 如果,下船之後, 您想在倫敦多玩幾天 ,  

［極品假期］可以為您安排精彩的城市觀光. 

5:00am   

行程依遊輪公司規定可能有所調整。 
 

*價格是每人單價，两人一房，價位由內艙起算，如有價位變更, 將不另行通知，請以遊輪公司為準。報價不含政

府稅費（税金也可能會有變）以上行程不包含機票或個人保險, 我們建議您另購旅遊醫療及取消等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