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冬季短途游

Norwegian winter excursion
9 天8 晚
2014 年 11 月- 2015 年 3 月有效
(有关旺季 / 圣诞节周, 新年周期间价格等，请询价)

行程
奥斯陆-卑尔根-特罗姆瑟-霍宁斯沃格

第 1天

奥斯陆,
抵达

抵达奥斯陆 - 欢迎来到北欧!
在抵达大厅外，专车接您至奥斯陆下榻酒店。
办理入住手续。
挪威首都奥斯陆坐落在 100 公里长的峡湾里，周边碧水青山环绕，郁郁葱葱。 奥斯陆这一地
名来源于是"神的草地" 之意! 在奥斯陆花些时间，在海边的阿克码头（ Aker Brygge ）和
阿克胡斯城堡（ Akerhus Fortress）端详。阿克码头有很多优秀餐馆，推荐您在此享用一顿
挪威三文鱼丰盛晚餐。
夜宿在奥斯陆的 3-4 星酒店。
用车: 机场-酒店接送。

第2天

奥斯陆

在酒店用早餐，之后去真正发现挪威首都！
10:30 去参加为时 3 小时的精选奥斯陆观光游，含著名的维格兰雕塑公园，霍尔姆考尔滑雪
跳台和奥斯陆市中心,佛拉姆号极地船和带全景电影的海事博物馆。含维京船博物馆门票.
*自己到出发集合点。

观光游在中午时分结束用，建议您在奥斯陆选一家优秀餐馆用午餐。
夜宿在奥斯陆的 3-4 星酒店。
第 3天

奥斯陆-卑
尔根

早餐后，办理退房手续。然后自己前往中央火车站。
挪威缩影游就从中央火车站开始了: 将您的旅行社的凭证，在您出发前在火车站换成车票。
火车从奥斯陆中央火车站发车。
08:05-12:44 奥斯陆-米尔达尔（Myrdal）(挪威国铁火车)
13:27-14:25 米尔达尔-佛洛姆（Flåm）(佛洛姆小火车)
15:10-17:30 佛洛姆-古德汪恩（Gudwangen）(峡湾渡轮)
17:45-19:00 古德汪恩-沃斯（Voss）(公交车)
19:41-21:08 沃斯-卑尔根（Bergen）(火车)
*在订票时给您确切时间表
抵达卑尔根。您自己安排回酒店。.
自费可选项目: 32 欧元/行李
您可以预定在奥斯陆和卑尔根之间行李托运服务(不是 到/从 佛洛姆) 从而尽享挪威缩影之
旅。您将有好几次交通中转。如果您预定了行李托运，就无需担心大件行李了！可尽享美丽
峡湾风光，而无重件行李之负担。
夜宿在卑尔根的 3-4 星酒店。

第 4天

卑尔根

在酒店用早餐。
卑尔根是个小城市，所有观光景点可步行抵达。推荐您访问卑尔根的布吕根港的层层排屋区
域，古老的汉莎同盟历史区，历史古迹玛莉亚大教堂和有不少餐馆的鱼市场。
自费可选项目:

12 欧元/每人(来回票)

登山索道缆车，上去之后可从卑尔根最高点的弗罗伊恩山 ，俯瞰整个卑尔根的海湾风貌，和周围的岛
屿等。

夜宿在卑尔根的 3-4 星酒店。

第 5天

卑尔根-特
罗姆瑟

在酒店用早餐。
办理退房手续，车送您前往机场，飞往特罗姆瑟。在抵达特罗姆瑟后，接您到下榻酒店。其
他时间自由活动。在美丽的特罗姆瑟有不少事情可以做。特罗姆瑟离北极 2000 公里远，这座
城市为游客和当地居民创建了热情，活跃和充满异国情调的氛围!
自费可选项目: 16 欧元/每人
北极展览中心门票
开放时间:9 月 1 日 - 5 月 17 日: 10.00 - 17.00 /12 月 24 日和 25 日: 13.00-16.00
北极展览中心是地球上最北的水族馆。坐落在挪威北部的特罗姆瑟。同主要科学类大型水族
馆，如挪威中部卑尔根水族馆不同的是，北极展览中心语 1998 年 5 月开放，成为以教学和实
践为目的水族馆，其重点在于为孩子们作展示。大部分的展示侧重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

自费可选项目: 20 欧元/每人
欢迎在特罗姆瑟坐缆车! (开放时间 10:00 – 22:00)
坐缆车大概四分钟时间来到海拔 421 米高的佛罗亚山（Fløya ）大岩石。在此站在室外观景
台可将特罗姆瑟景色和其周边群岛一览无遗。观景台上层也是去往该地区不同群山，包括上
海拔 1238 米高的特罗姆斯达尔山（Tromsdalstinden）的绝佳出发地。
夜宿在特罗姆瑟的 3-4 星酒店。
用车: 酒店-机场-酒店接送 (卑尔根 + 特罗姆瑟)
第 6天

特罗姆瑟
今天您开始发现特罗姆瑟的冬季之旅！
自费可选项目: 160 欧元
鲸鱼和虎鲸野外观光游(大约. 5-6 小时)
08.30 在特罗姆瑟市中心的丽笙布鲁酒店（Radisson Blu hotel ）接您。今年从 2014 年 11
月 3 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有座头鲸和虎鲸野外观光游。最多为 70 名乘客坐船到公海坐野
外观光游看鲸鱼。该船有不同层的甲板，最合适观鲸鱼。在驶往公海上时，可以看到海鹰和
海豹。鲸鱼由于出于好奇，往往会游到里船很近的地方。您可近距离观赏鲸鱼并对如此亲近
的动物照相。当然有保护这些动物的规则，不能保证一定非看到鲸鱼不可。但在此季节，看
到鲸鱼的机会很大。本行程包括前往埃尔斯湾（ Ersfjord ）或索玛若伊 （Sommarøy）接
送,英文导游,全天候服装,当地北极小吃作为午餐,热咖啡或热茶。如吃素，请在预定行程时
告诉我们。
18:15 在特罗姆瑟荒野中心看极光（ the Tromsø Wilderness Centre） (大约.4 小时)
没看到过北极光吗？在特罗姆瑟荒野中心观赏北极光，远离特罗姆瑟城市的灯光 观赏动人的
北极光。如果极光没有出现，您可在萨米牧人的拉沃帐篷里取暖，享用热饮和小吃，在挪威
式的火炉上烧烤。您也可在户外北极光电影院欣赏电影! 也值得去看一看狗狗中心的仔狗。

包括: 至 /从 特罗姆瑟荒野中心(30 分钟单程)的交通, 保暖服，热饮，小吃。

夜宿在特罗姆瑟的 3-4 星酒店。

第 7天

特罗姆瑟海达路德邮
轮

在酒店用早餐。
在特罗姆瑟自由活动。
自费可选项目: 180 欧元/每人 (时价/ 询价)
09:45 狗拉雪橇 - 白天 (大约 3,5 小时)
有阿拉斯加活力十足的狗群拉着雪橇观光!为您将当地的群山大海景色感到震撼！如果天气允
许，您可自己驾着狗拉雪橇，请在预定时告诉我们您的愿望。提供保暖服，狗拉雪橇观光大
概一个小时左右。之后您将导游带领下参观狗狗中心，看看仔狗，然后围坐在萨米人帐篷里
的火塘边，享用有萨米人为您提供咖啡和自制糕点。
包括: 来回交通 (30 分钟单程), 热饮, 保暖服。

18:00 您自己到海达路德邮轮码头。
发现 “世界上最美的海上之旅”开始了!
18:30 海达路德邮轮驶往霍宁沃格（Honningsvåg）
夜宿海达路德邮轮内舱位。
Day 8

霍宁沃格
在船上享用早餐。
11:15 抵达霍宁沃格，离船上岸。
专车接您至下榻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自由活动。
准备去访问北角。
在北角您能感受到欧洲大陆最北面那十分宏伟壮观的亚北极景观! 推荐您去参观北角大厅。
(冬季开放时间: 12:00 - 14:30 )
自费可选项目:
北极通行证: 85 欧元/每人
北极旅行通行证能让您在接下来几天里可不限次数在芬马克（Finnmark*）地区搭坐公交网。
在挪威最北，也是最大的地区的整个地方都适用。 凭着北极旅行通行证，还可享受大部分博
物馆和展览馆的门票打折。
夜宿在霍宁沃格的 3-4 星酒店。
用车: 码头-酒店接送。
第9天

霍宁沃格
在酒店用早餐。
早餐后, 办理退房手续，车送霍宁沃格机场。如没有另外外加的行程的话，您的挪威之旅就
快结束了。
自费可选项目:
专车接您从霍宁沃格到阿尔塔(Alta)机场,每次送机 1224 欧元.
送机行程到阿尔塔机场 需要大约 3 小时.
用车:酒店-机场送机

成团人数

每

货币

最少 2 人
最少 4 人
最少 6 人
单人补差:

人
价
格
2037
1763
1622
747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价格包含:
* 7 晚 3-4* 酒店，共享双人房，含早餐 。
* 1 晚夜宿海达路德邮轮，共享双人内舱位，含早餐。
* 用车行程中涉及的服务。
* 行程中涉及的观光和门票。
- 精选奥斯陆城市观光游 。
- 挪威缩影之旅(含挪威国铁火车，佛洛姆小火车，峡湾渡轮和公交车。
- 在特罗姆瑟的挪威之光野外之旅(含接送，保暖衣，热饮，小吃)
注意事项:
* 本价格基于价格表中所示全额付费成人数额。
* 本价格不含任何机票或签证费用。
* 本价格不含任何不含本行程中未提及的任何费用或任何个人消费。
* 报价中未含小费，司机和导游对您的小费会十分感谢。
* 由于汇率和其他未知因素，以及在订房/舱位之时的原因，本价格之波动恕不另告。
儿童折扣
2-4 岁儿童,与父母共享床位 (不加床) 90% ，如加床，需加额外费用
5-11 岁儿童与父母共享房间 (最多每标准房 1 加床) 50%
12 岁以上儿童需付成人价
格。
酒店:
奥斯陆: 托恩欧洲大酒店
（Thon Europa）, 博思公园
舒适酒店（Comfort
Borsparken）或类似酒店。
卑尔根: 第一海上酒店
（First Marin）, 霍尔贝舒
适酒店（Comfort Holberg）
或类似酒店。
特罗姆瑟: 托恩特罗姆瑟大
酒店（Thon Tromsö）, 质量
酒店（Quality hotel ）或
类似酒店。
霍宁斯沃格: 里加布鲁格酒
店（Rica Brygge）或类似酒
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