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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挪威：美得让人落泪

Norway挪威，意为“通往北方的路”。在这片广穹的大地上，有最美丽的欧风古都，也有最震憾

人心的自然风光。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动与静的奇魅交错，在速度与激情中回归自然，挪威就是不

二之选。与北欧其他国家不同，挪威的美是浓艳惊奇的，它的领土南北狭长，海岸线异常曲折，

沿海岛屿达15万个，故被称为“万岛之国”。这里曲折的峡湾和静态的冰河遗迹所构成的峡湾风

光是挪威旅游的灵魂，它在宁静中蕴涵着一种惊心动魄的狂野之美耐人寻味。 

(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挪威，大自然的赋予。险峻的瀑布悬挂在巍峨的山峦之间，深蓝色的海水，映照着蔚蓝的天空。

乘坐观光列车行驶在世界上最陡峭的弗洛姆铁路，越了冰河与海水侵蚀出的美丽牡观的挪威峡湾

，映入眼帘的，全是绝美的壮丽河山，碧海蓝天。那种壮阔的震撼，直抵灵魂。在挪威，可以为

神奇的北极光而陶醉，也可以为壮丽的峡湾而落泪。除了感动于自然，还可以游走在博物馆和美

术馆中，在挪威悠久而浓郁的绘画，雕刻和戏剧等文化气息中，进行一次艺术熏陶，肃立在古斯

堵夫�维格兰、亨利克�易卜生的雕像前，进行一次对大师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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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5-9月是挪威旅游的最佳时间，这个时候气温不高，湿度较低，日照时间长，大多是令人神清气爽

的好天气。此外冬季是挪威滑雪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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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探亲/访友签证

如果你希望到挪威或申根地区探亲或访友，时间不超过90天，我们建议申请短期签证。最长停留

时间为90天。签证审理时间正常情况下为7日，但如果申请需要寄到移民局作进一步审核，则审理

时间为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所有探亲和访友的申请人应由本人申请。不管结果如何，申请人应付

签证费。上交申请时应付签证费。

所需材料：

申请签证时务必准备好以下所有材料，否则签证材料有可能被退还。

备注：所有签证材料一份，并按以下顺序要求排列整理好。

1、护照。要求在签证有效期后，仍有至少于90天的有效期。

2、2 张六个月内的护照尺寸相片(浅色底背景)。

3、填写完整的申根签证申请表，亲笔签字，复印无效。

4、填写家庭情况表。

5、挪方邀请信（表明访问目的）。

6、挪方邀请人护照复印件及长期居住签证复印件（如果邀请人不是挪威公民）。

7、申请人工作单位出示的雇佣和准假证明。

8、挪方邀请人提供填写完整的担保书（需经挪威当地警察局盖章才可生效）。

9、若与挪威邀请人有亲属关系，请提供亲属关系公证书（结婚证书公证或申请人的出生公证）。

10、更名公证（如有此情况）。

11、护照复印件（所有资料页和已用页面）。

12、中国公民：需提供户口本原件，所有页复印件及翻译件（仅限因私普通护照持有者） 。

13、外国公民需提供在华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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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填写"授权表" （不要求必须填写，可自愿选择）。

15、填写"申请人报告表"。

16、往返机票订单。 (机票往返日期即是签证日期，请慎重提供)

17、有效的旅行医疗保险英文版保单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范围必须包括所有申根国，每人最低保

额30万人民币或3万欧元。其中还必须涵盖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急诊费用和因健康原因而被送回

国的费用）。

旅人提示：

所有资料必须是原件，并译成英文或挪威文。如有需要须由中国外交部认证。

使馆保留要求申请人提供补充材料或文件的权利。如果认为必要，申请者还需来使馆面试。

根据申根规定第20条，所有护照（外交，公务，因公护照除外）在递交签证材料时，需要加盖使

馆公章，为了便于了解签证申请的日期和地点，并无其他含义。

商务访问签证

短期签证审理时间是7日。持有因公护照的申请人(包括: 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因公普通护照)须

由有关部、委的外事部门办理签证。持普通护照者应由本人申请。不管结果如何，申请人应付签

证费。上交申请时应付签证费。

所需材料：

申请签证时务必准备好以下材料，否则有可能不予受理。

备注！递交材料时请将材料须按以下顺序要求排列整理好。

1、护照。要求在签证有效期后，仍有至少于90天的有效期。

2、2张6个月内证件照。（浅色背景。大小为两寸。参照左边页面）

3、填写完整的申根签证申请表，亲笔签字，复印无效。

4、挪方邀请信，并说明去申根地区的目的，时间和行程。使馆可以接受复印件但是邀请信必须有

由挪方邀请人签字。

5、中方公司或机构签发的正式介绍信 ( 包括:

地址、电话、传真号码、申请人的职位、旅行目的和按期返回保证。)

6、中方公司的营业执照或副本原件，复印件和翻译件。(仅限因私普通护照持有者)

7、费用证明 (在邀请信或介绍信中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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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护照复印件。（所有注明信息页和已用页面）

9、中国公民：需提供户口本原件，所有页复印件及翻译件。（仅限因私普通护照持有者）

10、外国公民需提供在华居住证。

11、有效的旅行医疗保险英文版保单原件及复印件（范围必须包括所有申根国，

每人最低保额30万人民币或3万欧元。

12、往返机票订单。(机票往返日期即是签证日期，请慎重提供)

旅人提示：

所有资料必须是原件，并译成英文或挪威文。

根据申根规定第20条，所有护照（外交，公务，因公护照除外）在递交签证材料时，需要加盖使

馆公章，为了便于了解签证申请的日期和地点，并无其他含义。

签证审理时间至少为5个工作日。本使馆保留要求申请者提供补充材料或文件的权利。如果认为必

须，申请者还需要来使馆面试。

团队旅游签证

申请赴挪威旅游签证须知除签证另作说明外，申根协定国家发放的签证可供自由来往申根地区。

申根国家包括: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意大利、卢森堡、挪威

、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

驻华大使馆和总领事馆

主要目的国的驻华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是申请签证的资格机构。 如果目的国不明确，请在停留时间

最长的国家的使馆或总领事馆申请签证。如果每个申跟国停留时间一样长，

请到第一个入境国申请签证。

签证申请

挪威旅游签证只对团体游客签发，

只能通过旅行社申请，使馆和总领事馆在挪威和中国节假日期间不办公。

所需文件

递交材料时请将材料须按以下顺序要求排列整理好。

1、护照。要求在签证有效期后，仍有至少于90天的有效期。

2、6个月内证件照。（不可选用红色背景。参照左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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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写完整的申根签证申请表。

4、组团旅行社照会：

a) 表明领队姓名。

b) 客人名单。

c) 行程安排（需表明从何处过境/入境及交通方式）。

d) 表明在所有申根国计划停留的时间入境次数和原因。

5往返航班预定信息（包括名单）

6申根地区全部行程住宿证明（饭店预定），包括饭店名称、电话、传真号码及各饭店逗留时间

。

7、护照有关页面复印件（包括签发过的签证）

8、工作单位或公司出具的证明函（表明雇主地址、电话、传真及签署人姓名与职务等）注明：

a) 职位

b) 工资状况

c) 准假保证

d) 出国旅行返回后工作关系确认

9、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

10、经济能力证明（银行对账单或银行存款证明等）。

11、户口复印件。

12、在申根地区停留期间的旅行/医疗保险证明，保险金额范围至少为30。000欧元 。

旅人提示：

团队旅游签证需要首先在使馆网上填写申请表（https://selfservice。udi。no/

），网上交费，并且预约送签时间。

所有文件须提供原件。

根据申根规定第20条，所有护照（外交，公务，因公护照除外）在递交签证材料时，需要加盖使

馆公章，为了便于了解签证申请的日期和地点，并无其他含义。

其他要求：

文件须译为英文或挪威文。

签证审理时间至少1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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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有可能会要求您进一步提供新的材料/信息或面试。

提供了上面要求的文件，也并不意味着就可得到签证

旅行结束后， 须由旅行社48小时内向使馆或领事馆出示所有申请人往返登机牌和护照原件消签。

旅人提示：请于中国国家旅游局网站查询有出境资质的旅行社名单:

http://www.cnta.gov.cn/html/2009-5/2009-5-13-10-24-84268.html

申根签证：

挪威为《申根条约》国家。中国公民因商务、探亲等目的短期访挪可向挪威驻华使领馆申请申根

签证。上海领区的申请人应在挪驻上海总领馆申请签证，广州领区申请人在挪驻广州总领馆申请

。

申根签证最长停留时间为九十天，原则上不予延期。持入境一次有效申根签证的旅客一旦离开申

根区，不可再返回。签证受理时间至少为10个工作日。在必要时，使领馆会要求申请者来馆面谈

。

申请申根签证具体手续如下：

1、护照及复印件。要求在签证有效期后，仍有不少于90天的有效期。

2、6个月内证件照（不可选用红色背景）。

3、挪方邀请信原件。应注明访问目的、停留时间和行程安排。

4、中方机构或公司签发的正式介绍信。（包括：地址、电话、传真号码、申请人的职位、旅行目

的和按期返回保证。）费用证明（在邀请信或介绍信中注明）。

5、有效的旅行医疗保险英文版保单原件及复印件（范围必须包括所有申根国，每人最低保额30万

元人民币或3万欧元）。

6、往返机票及复印件。

7、填写完整的签证申请表。

申请地点：

挪威王国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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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徽、江苏、江西及浙江省居民应将申请递交到：挪威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广东、广西、海南及福建省居民应将申请递交到：挪威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香港和澳门居民应将申请递交到：北京挪威王国驻华大使馆。

香港居民申请商务签证递交到：芬兰驻香港总领事馆

上诉

签证申请人从收到拒签信当日起三周之内，有权向挪威使馆提出上诉，所需材料如下:

所有提供材料的清单（注明具体日期）

挪威方邀请函

挪威担保函

关于工作，工资，个人财产的书面证明

家庭成员情况表（我网站可下载打印）

与挪威方亲属关系公证书

护照复印件

授权书（如果需要授权其他人）

拒签信

上诉信（需签名）

上诉者的其他补充材料

旅人提示：若果需要护照回邮请加邮费：EMS快递。申请者持有官方护照（外交护照，公务护照

，因公护照）通过中国主管部门或委员会申请签证。

多次入境签证

最长停留时间为90天的多次入境签证:使馆一般签发的申根签证为一次入境。如果申请人在旅行期

间计划或需要离开申根地区并且再返回，则必须在签证申请表格中选择两次入境或者多次入境。

届时使馆将对签发多次往返的必要性进行评估。

申请人必须提供材料表明需要两次入境或者多次入境的原因，并附上机票订单，且显示出他/她计

划旅行的申根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英国/爱尔兰，俄罗斯等其他非申根国家。

最长停留时间为一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使馆在下面特定的情况可能签发有效期为一年的多次入境签证。一年多次入境签证的签发条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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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符合普通申根签证的条件（有效的护照，机票订单，资金证明，旅行医疗保险等等）

此外申请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材料显示之前曾多次进出挪威

2、有遵守申根规定按时离境的纪录

3、 材料显示未来一年需要多次进入挪威

可能获得多次入境签证的申请人:

1、需要频繁进出挪威的挪威公司的生意伙伴

2、驻华挪威公民的配偶及子女

3、拥有有效的挪威居住或工作许可的人员的配偶及子女

4、需要去挪威参加官方会议的官员

5、赴挪参加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官方项目的人员

以上各种均要求提供有效期至少为一年的旅行医疗保险单。请注意虽然签证有效期为一年，但申

请人每6个月内在申根地区停留总时间不得超过90天。

曾经从挪威获得过一年多次入境申根签证的申请人，有可能申请有效期为两年或三年的多次入境

签证，但需要提供文件以证明对此种类型签证的需要。

签证费用

短期签证:

自2010年12月1 日起申根签证（停留90天以内） 520人民币/80美元/60欧元。

以下几类申请人可免除签证费：

6岁以下儿童

访问理由为学习或教育培训的学生，研究生和陪同教师

访问理由为根据具体规定从事科学研究的第三国研究员

工作与学习许可

工作和学习可或延期1240人民币

以下几类申请人可免除签证费：

低于18周岁的申请人

                                             12 / 109



�������

挪威：万岛之国
根据移民法第174-189a 条规定，EEA协议或EFTA条约关于居留许可签约国公民申

请或延期签证

难民或已经获得难民地位的外国公民，或受到移民法第15，1

条保护的申请人，签证拒签后可上诉。

相关单位：

挪威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三里屯东一街一号

签证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 至 11:30

电话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 14:00 至 16:00

电话： +86 10 8531 9610

传真： +86 10 6532 2140

电邮：bejvisa@mfa。no

挪威驻上海总领事馆

签证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 至 12:30

电话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 14:00 至 16:30

电话： +86 21 6321 1270

传真： +86 21 6321 5977

电邮：visum。shanghai@mfa。no

挪威驻广州总领事馆

签证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 至 11:30

电话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 14:00 至 15:00

电话：+ 86 20 3811 3188

传真：+ 86 20 3811 3199

电邮：canvisa@mf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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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医疗保险

提交签证申请时需提供旅行医疗保险。

根据申根规定，凡进入申根境内的外国公民需要具备有效的旅行医疗保险，最低保额为3万欧元（

约30万人民币）。保险有效范围需覆盖所有申根地区，并且有效期不短于在申根地区的停留时间

。

具体要求如下:

1、保险范围覆盖所有的申根地区 。

2、有效期包括所有在申根地区的停留时间 。

3、最低保额为3万欧元 （约30万人民币）。

4、保险内容包括紧急医疗救治救护，因医疗原因的紧急送返和意外死亡的费用等。

使领馆只接受打印的保险单。

豁免：

1、欧盟/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在陪同欧洲经济区相关人员前往挪威

或探访在挪威居住的欧洲经济区公民）。

2、外交和公务护照持有人。

3、海员。

网上申请签证：

挪威王国驻华大使馆、驻上海总领馆和驻广州总领事馆已经开始接受网上申请申根签证。

新的申请程序将缩短处理时间，减少在大使馆/领事馆的排队，以便申请人重新申请以后的签证。

申请人还可以在线查询申请状态。

使用网上申请的申请人将给予优先审理。网上申请链接：https://selfservice.udi.no/

使用网上申请的申请人必须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网上申请包括填写申请表、（使用可以在网上

支付的国际信用卡）缴纳申请费、预约提交证明文件给大使馆/领事馆的时间，然后上门递交材料

。

预约

所有申请人必须在他们到大使馆/领事馆递交申请材料之前在网上预约。预约可以由申请人改变或

取消，在网上选择“Previous individual application(s)”或者“Previou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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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必须在完成网上申请注册后才能使用在线预约。

如要取消申请，您必须联系大使馆/领事馆的签证处。在网上是无法取消的。

初次用户如何申请

当您初次进入签证申请网站时，你必须注册用户名和密码。请记住你的用户名/密码供日后使用。

用户名和密码不应该包含任何特殊字符，如@，％，＆等。密码必须至少包含8个字符，至少一个

数字和至少一个大写字母（如Pudong123）。

用户注册成功后，您可以填写申请表格（点击“Apply for a visa”）。当完成申请表注册后您必须

使用信用卡/借记卡支付申请费，预约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

现有用户（已经使用过签证申请网站）如何申请

现有用户只需登录，使用上次的申请作为模板，只须改变如旅行日期等细节信息，支付签证费用

和预约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

团队登记

团队可以使用网上签证申请。

团队可以包括1至15个申请人，但是，所有申请人要有相同国籍，相同行程和航班。

多个申请人作为团队申请能节省时间，然而，只有个人申请才可以在日后的再次申请中复制上次

申请信息。家庭或经常一起旅行的申请人可以考虑作个人申请。

证明文件

签证申请需要一些证明文件。申请人必须在提交证明文件时提供完整的证明文件。更多信息请访

问签证与居住许可。

处理时间

由网上提交的签证申请将给予优先审理，审理时间根据每个申请而定。一般申请人至少在行程15

天前（最好几周前）提交申请。

如果申请情况不复杂，它可以由大使馆/领事馆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时间为15天（从领事馆

收到的所有要求文件开始算）。

签证申请如果是正常书面申请，没有使用网上申请，处理时间将更长。

如果申请情况复杂，或者大使馆/领事馆没有办法处理，申请将交由挪威入境管理局（UDI）处理

。

申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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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费必须在线填写完申请表格后使用信用卡电子支付。申请人在线完成电子支付申请费后申请

表才会被发送至大使馆/领事馆。申请人（资助人、旅行社等）可以用VISA卡或万事达卡支付。

为了避免错误使用申请网站，所有免交签证费的申请人都必须选择“pay the visa fee

initially”。如选该选项，申请人的银行帐户上该金额被暂时押存，不会被扣减。

当申请人来自挪威驻外使领馆并提交了证明文件证明他/她可以免交签证费，使领馆会立即退还申

请费用，即迅速释放申请人的押金（电子退还）。

如果申请人在网上支付费用后14天内未到领事馆，钱被转移到挪威的支付服务提供商，然后转至

银行帐户。所以退款需要2至3周的时间。

以下类别的签证申请免收费用：

1、6岁以下儿童

2、 访问理由为学习或教育培训的学生，研究生和陪同教师

3、访问理由为根据具体规定从事科学研究的第三国研究员

4、欧洲经济区公民申请人（配偶，子女或者直系长辈）实施自由权利（正在准备相关证书（如出

生证明，结婚证书等））

5、D型签证（已获得挪威移民局的居住许可，在使领馆领取入境签证的申请人）

6、在某些情况下，当这有助于推动文化，外交政策或发展政策利益，重要的公共利益，或出于人

道主义原因的领域，根据国家法规可以免除或减少签证费。

旅人提示：

签证新规定：

当递交申请时

申请递交日期与出行日期之间不超过3个月。

申请签证，原则上应在预定访问日期至少15天前提出。

旅行证件：

其有效期应延长至回国后至少3个月，包含至少两个空白页，并在10年内签发。

旅行医疗保险

注意！递交申请时需要提供保险。

以下申请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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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当陪同欧洲经济区公民到挪威，或与在

挪威居住的欧洲经济区公民重聚），外交/公务护照持有人及海员。

有效期 - “额外15天”。

有效期应符合申请人提供的信息。

在所有情况下有效期应包含额外15天，使签证持有者有一定的回旋空间。

注意！保险必须在访问或过境期间内有效。

这意味着，为配合签证的有效性，在任何情况下保险需要包含额外15天。

多次入境：保险需要在第一次访问期间有效。

   

2、海关信息

您可以免关税、消费税购买下列物品，限购6000挪威克朗以下：

酒精类饮料(18/20* 岁以上)

1每单位容积酒精度在22％－60％（含）之间的酒类1升和每单位容积酒精度在2。5％－22％（含

）之间的酒类1。5升；或者每单位容积酒精度在2。5％－22％（含）之间的酒类3升以及2升酒精

度大于2。5%的啤酒，或者2升每单位容积酒精度在2。5％－4。7％（含）之间的其它酒类。您不

购买任何酒精类饮料，您就可以购买5升啤酒。只有20岁以上的人才能携带酒精度大于22％的酒类

入境。

烟草

200支香烟、250g的其他烟草类产品、200张卷烟纸(不得向18岁以下的人售烟)。

肉、肉类产品、奶、奶制品

在来自欧洲经济区国家的游客可携带共计10公斤的肉、肉制品、奶酪和食品，狗肉和猫肉食品除

外。来自欧洲经济区国家的游客禁止随身携带肉、肉类产品、奶和奶制品。这些食品必须经过边

境兽类检疫站检疫方可入境。

动物

动物入境有特别条款规定。从欧盟国家（瑞典除外）携带狗、猫、雪貂入境，必须持有宠物通行

证、身份标识、有效的狂犬疫苗接种证明和验血单（雪貂不适用）。

携带小啮齿动物、鸟和兔子入境，须有挪威食品安全局颁发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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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当您在挪威入境时，可携带挪威或外国的纸币和硬币，最高额度为25000挪威克朗。如果您携带的

货币总值超过此额度，则需到海关处填表申报。对于旅行支票没有限额要求。

   

3、货币

在国际货币交易市场，挪威克朗一般简写成“NOK”，在北欧国家则是“Nkr”，而在挪威则是

”kr”。1挪威克朗等于100欧尔（ore）。目前，挪威有面值50欧尔、1克朗、5克朗、10克朗和20

克朗的硬币。纸币的面值分别为50、100、200、500和1000克朗。所有的银行和部分邮局都可以兑

换国际通行的货币，也可以兑换旅行支票。不过，旅行支票的汇率要低一些（大约低2%）。这里

的银行周一到周五营业，每天下午3点下班，邮局下班的时间要晚一点。当然，你也可以在售货亭

和宾馆里兑换外币，不过利率就更不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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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大多数的银行营业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8:15-15:30，(星期四营业到5点)，星期六.星期日都是

休息的.另外Gardermoen Airport的银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6:30-20：00，

星期日7：00-20：00都营业。

信用卡

信用卡在挪威也相当好用， American Express， Diners Club， Visa，

都是使用率相当普及的。如果你看到Eurocard or Access sign， 那表示可以接受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MasterCard， or Visa

card都可以当成是现金卡来用，但是要先确认你的卡的额度，或者你的发卡银行是否有这功能。

旅行支票 Traveler's Checks

Traveler's checks在北欧还是很好用， 不过如果你要到银行兑换Traveler's che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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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要自己再支付一笔手续费。不过如果你使用American Express到当地的American

Express的银行去兑换， 就不需要再支付手续费。另外Thomas Cook，

也是相当好用的旅行支票。另外， 有些地方， 甚至可以使用美金或者英镑，

直接兑换挪威现钞。

银联卡：

在挪威凡是贴有银联标识的地方可以方便的使用，在商户刷银联卡消费持卡人无需支付手续费。

   

4、其他须知

电源

挪威电压为220V、50Hz，插座为两孔圆脚，需要携带转换插头。

时差

挪威的时区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小时，与中国的时差为7小时，夏时令时是6小时。

通讯

1、电话：挪威的国家电话区号是“47”。如果在挪威要拨打国际长途，需要先拨“00”，然后拨

对方国家的区号、地区区号，最后是你要拨打的电话号码。

挪威各地没有电话区号；国内电话统一都是八位。大部分投币电话接受1克朗，5克朗，10克朗和2

0克朗的硬币。如果遇到无法使用的硬币，电话机会自动退币，但是无法找零。打国内电话和国际

电话最低价格是5挪威克朗。

Telekort电话卡的面额有40克朗、90克朗、140克朗和200克朗。用电话卡打电话比投币电话便宜。

2、移动通信：GSM手机网络十分的方便主要的运营商有Telenor Mobil和NetCom两家。通常在便

利店和综合售卖亭可以方便的买到电话卡。但是由于使用方法都是挪威语的最好可以去营业厅买

卡，工作人员会当场帮你连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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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挪威最棒体验

   

1、挪威峡湾之旅，让人不肯进入船舱的旅程

(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峡湾”源于挪威语的名词“Fjord”，它像湖不是湖，像河不是河，是海又不像海！这个冰河切

割所形成的天然景观，乃冰河时期地壳变动留下的遗迹，海洋伸入陆地，切割高山，形成深谷海

峡。有人说峡湾是挪威的灵魂，它的美，美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在陡峭的山势亘古不变傲然

挺立。挪威峡湾之多，几乎可以布满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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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若是错过了峡湾，那么挪威的美您等于错过了一半。这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在盛夏时节

登上环绕峡湾的游轮时，您注定将要享受一段弥足珍贵的足以铭记于心的旅程。欣赏峡湾两岸高

耸入云的悬崖峭壁，瑰丽的冰川，这神奇的峡湾美景给人带来的不仅是视觉冲击，更准确地说，

应是心灵的震撼。

旅人提示：

游轮之旅可以详询Fjord Tours（电话815 68 222，网址www.fjord-tours.com）或Tide（www.tide.no）

   

2、挪威圣坛岩：需要亲眼去证实的自然奇观

(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挪威的圣坛岩是一个和峡湾水面垂直落差604米的平台，周遭的景色豪迈壮阔，沿路的都是峡湾风

景最美的地方，旁边就是断崖。不得不佩服自然的奇迹，如果是一个人来这里，会太容易找不到

自我，也很容易迷失自己，因为这景色实在是太美了，会让人完全的沉醉其中。这里展示的是令

人难以置信的悬崖绝壁，以及通往顶峰的蜿蜒曲折的危险道路。追求刺激、喜爱摄影、热爱徒步

，不论您喜欢什么，这里都不会让您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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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原装正版的“挪威森林”你邂逅了嘛

(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无论是甲壳虫的乐曲，还是村上春树的文字，都让人觉得挪威的森林是神秘莫测的，无可言状的

美，需要有缘才能相遇。然而到了挪威你会发现挪威处处是森林。乘车，沿数不清的S型公路扭曲

前行，穿过森林，时常有一只小兔子，或大如牛的驯鹿，大摇大摆地在马路上漫步，看它们旁若

无人走过的样子，也许你会觉得这森林原本就是它们的家，修了路只不过为了借过，那零星可见

的别墅也只是这山林的点缀。反而是简洁、别致的山间教堂比较抢眼，远远的你就能感受到它的

庄严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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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昨日你是海底霸主 今日你是我盘中美食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在挪威旅游，蟹中的王者帝王蟹您不可不尝。在挪威沿岸的海面上橘色的浮球是渔民们为捕捉它

们特别撒下的网标，但是毕竟是稀少的品种，所以通常是无功而返。捕获的蟹被渔民们放在冰箱

里储存，一次只要拿出一只蟹腿，就足够解馋了。一条蟹腿就能令人解馋的美味您不可错过。

旅人提示：帝王蟹在挪威很多餐馆都可以品尝到，推荐餐馆Kampen Bistro。

地址：B�gata 21, 0655 Oslo

电话：22197708

参考消费：主菜210克朗，汤110克朗。

   

5、漫步奥斯陆 欣赏彩虹般的“七彩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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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漫步在奥斯陆的街头，想数清楚这里街道上的房间数量很容易，不用惊讶，这件事情并不是天方

夜谭，因为挪威的人口少之又少。但是如果你想数清楚这些房子到底被涂抹了多少种颜色，那一

定会被搞晕了头。“是不是和邻居商量好了，他家的房子是红色，你家的是紫色？还是政府有规

定必须将各自的房屋漆上不同的颜色？”这也许是您看到这些七彩房屋后的疑问，不过回答是否

定的，您无需探究其中奥秘只需静静地欣赏。

   

6、准备好相机开启“行”“影”“色”挪威摄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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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早在19世纪，世界各地的风景画家就对挪威的美情有独钟，这个国家处处充满的难以抗拒的魅力

。那曾经征服了无数画家的风景今日能折服你手中的相机吗？“世界未受破坏的自然美景之首”

这样形容挪威不足为过，挪威的美仿佛是专门为摄影达人而存在的，无穷尽的曲折峡湾和无数的

冰河遗迹，它们所构成的壮阔精彩的峡湾风光是狂野而宁静的挪威灵魂，它将带给您无比的激情

与惊叹，让你永生难忘。

   

7、细雨落不停 穿梭在挪威雨城卑尔根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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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卑尔根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年，卑尔根连续下雨下了299天了，当人们正要庆祝连续下雨300

天的时候，突然天晴了。人们只好改变计划，庆祝终于天晴了。”卑尔根是欧洲的九大文化名城

之一，因为特殊的环境和地理位置，这里经常下雨，被人们戏称为古都“雨城”。卑尔根老城里

中世纪的古老木屋、露天的鱼市场和成列店铺等，都富有海滨古城旖旎而古朴的魅力，细雨绵绵

中走上一会儿感受古城的魅力好不惬意。

   

8、在北极圈内挥杆入洞你HOLD不住的高尔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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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高尔夫球是世界上的绅士运动之一，优雅是它的代名词。在世界上众多的高尔夫场中挥杆入洞的

感受是无比的美妙，而在挪威您更是可以在北极圈内畅打高尔夫。在罗弗敦群岛的高尔夫球场(Lo

foten Golf Links)上，你可以彻夜打高尔夫球享受午夜阳光下高尔夫的乐趣别有一番情趣。在这个

世界上最北端的场地9洞尽情发挥，定会给您不一样的高尔夫感受！

旅人提示：

Lofoten Golf Links

地址：Hov， 8314 Gims�ysand， Norway 5.5 km NW

电话：+47 76 07 20 02

网址：www.68lofoten.no

   

9、在弗洛姆火车上欣赏挪威最迷人的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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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弗洛姆铁路藏匿在艾于兰峡湾最隐秘的角落，这条铁路堪称世界上最陡峭的铁路线之一。坐在古

色古香的绿色包厢里，随着火车穿行在美丽、狭窄的弗洛姆山谷间，你有足够的时间欣赏车窗外

的美景。河流穿越深深的峡谷，瀑布从陡峭、白雪覆盖的山头飞落而下，农场镶嵌在陡峭的山坡

上，火车在拐弯儿时倾斜得令人眩晕，这20公里长的火车旅行展现了挪威最辽阔和最壮丽的景色

。

   

10、冬日挪威欣赏好似科幻剧照的北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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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冬季的挪威沿海常常覆盖着皑皑白雪，平滑的雪面几乎找不到一丝印迹；空气中弥漫着纯净清冽

的味道。冬季是一个探访挪威的特殊时节，有更多机会体验夏季旅行无法实现的冰雪活动，更重

要的是追寻神秘的极光。挪威的北部靠近极圈，夜间常会出现灿烂美丽的光辉。它轻盈地飘荡，

同时忽暗忽明，发出红的、蓝的、绿的、紫的光芒。这种壮丽动人的景象就是极光。极光多种多

样，五彩缤纷，形状不一，绮丽无比，在自然界中还没有哪种现象能与之媲美。任何彩笔都很难

绘出那在严寒的北极空气中嬉戏无常、变幻莫测的炫目之光。

   

11、在滑雪的王国体验一次雪地飞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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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色彩斑斓  提供)

在挪威有一句俗话：“挪威小孩生下来就穿滑雪屐，先学会滑雪后学会跑。”滑雪运动在这里已

有超过4000年的历史，实际上，这里更是滑雪运动的发源地。据说挪威人出生时脚上就系着滑雪

板，滑雪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挪威冬季漫长，多有积雪，因而挪威人对滑雪运动情有独

钟，他们爱好滑雪，上至国王，下至平民，一概如此。来到这样一个滑雪王国，雪地飞驰的感觉

你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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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游遍挪威全国

   

1、奥斯陆

奥斯陆这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为古老的都会城市，其名称来源于两个意思分别为“神”和“

草地”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汇。这个城市已经拥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自豪地拥有挪威最好的

博物馆。维京船博物馆、滑雪博物馆以及非凡的维格兰雕塑园，都是所有游客不容错过的观光地

，那里有许多值得欣赏的建筑与雕塑。

贺美科伦跳雪台（Holmenkollen）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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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举办冬季奥运会时使用过的跳雪台，跳雪台上是海拔471米的展望台，可以远眺奥斯陆的街

景和峡湾风光、茂密森林。此外还设有博物馆，其内收藏有显示挪威4000年滑雪史的物品，如有

史以前的滑雪板、伏里乔夫南森和罗阿尔阿蒙森探险时使用过的滑雪用具、以及挪威王室使用过

的滑雪用具。馆外设置了模拟斯堪的纳维亚最早的滑雪装置，可尝试升降滑行的乐趣。

地址：Holmenkollveien Oslo， Norway

维格兰雕刻公园 

(图片由网友 @色彩斑斓 提供)

反映人生百态的雕塑公园是奥斯陆的象征，里面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那个高达17米的人生柱，在重

达260吨的花岗岩上，雕刻着男女老幼等各种姿态，反映了人的一生中不同时间的形态等；还有公

园中最为游客宠爱的跺脚的愤怒小男孩，在众多面无表情的雕塑中，这个小男孩总是吸引人们驻

足欣赏，感叹雕刻的惟妙惟肖。

这个公园中从入口到出口的800多米中，既有表现人一生的喷泉，也有著名的人生柱，还有其它各

种人像雕塑，共计600多件，对于每一个来访的游客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引发了许多人对

于生命的思考，但是雕刻作品的作者古斯塔夫�维格兰（Gustav Vigeland）拒绝对作品本身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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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因为作品的意义需要人们亲自去细细品味；在这个公园里，还有一栋绿色的建筑掩映于

森林中，这就是古斯塔夫�维格兰曾经的工作室，现在已经作为维格兰美术馆（Vigelandmuseet）

向游客开放，主要展示有雕刻作品和木版画等。

门票：免费

地址：Nobels gate 32， 0268 Oslo， Norway

电话：47 23 49 37 00

开放时间：全天

官方网站：www.vigeland.museum.no

挪威王宫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王宫地处一片高地，正对面是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卡尔�约翰大街（Karl Johan Gate）。环绕王

宫的是330亩林地和公园，穿过这里的公共大道可一直通往市中心的商业区。王宫的修建最早是由

卡尔十四世国王提出来的。1823年，一位丹麦官员兼律师冯�林斯道被委任为总建筑师，并在182

5年举行了奠基典礼。但由于计划被多次修改，这项工程直到1848年才峻工，当时正好赶上新国王

奥斯卡一世和他的法国皇后约瑟芬断位登基大典。在王宫前面是瑞典国王卡尔�约翰骑马的铜像

；每天13：30，王宫前的卫兵换岗仪式非常值得一看，如果赶上国王停留在王宫期间，皇家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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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于周一至周五进行演奏。

门票：40克朗

地址：Henrik Ibsens gate 1， 0010 Oslo， Norway

电话：47 22 04 87 00

官方网站：http://www.kongehuset.no/

奥斯陆市政厅 

(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这座建筑物建成的历史非常波折，为了纪念奥斯陆建市900年而动工开始修建，但是由于二战被迫

终止施工，最后于1950年终于完工。市政厅中主要陈列1900年－1950年之间的挪威人民生活、文

化等的壁画和油画，在馆中的二层展示有蒙克（Munch）名为《人生》的作品；还有按照北欧神

话的故事情节排列的木雕作品，生动而有趣。

门票：40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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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Fridtjof Nansens Plass 29， 0160 Oslo， Norway

电话：47 23 46 16 00

官方网站：www.oslo.kommune.no

挪威海盗船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壮丽的挪威海盗船博物馆内馆藏着3艘从奥斯陆海湾地区出土的海盗船，这些海盗船是运到岸上给

贵族们作为陵墓用的随葬的还有人们认为是死者死后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珠宝、家具、食物

和仆人。海岛船制作于9世纪是用橡木做的，它们埋在蓝色的黏土中，有两艘至今保存完好。

门票：50克朗

地址：Huk Aveny 35， 0287 Oslo， Norway

电话：47 22 13 52 80

开放时间：9:00-18:00

官方网站：www.khm.ui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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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国家剧院 

(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国家剧院(NationalTheatret)是拥有1个世纪以上历史的国内最大剧场。剧场门前立着两个人物像，

左边是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右边是人民文学作家比奥夏�比昂松(1832～1910年)

。两人年纪相差4岁，但是互为竞争对手，两人的作品已经搬上国家剧院的舞台。

地址：Rusel�kkveien 1， 0251 Oslo， Norway 303 m SE

电话：+47 815 00 888

网址：www.nsb.no

诺贝尔和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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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于2005年6月11日建成的诺贝尔和平中心是以面向世界和平、提高人们对战争和解决纷争的关心程

度为目的建造的。它展示了历代和平奖获奖者以及阿尔弗烈德�诺贝尔的相关资料，同时此中心

也具备多种用途，可以进行演讲展示等，也有咖啡厅和商店。每年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

礼在此举办，该中心是由奥斯陆市政厅附近的旧火车站改建而成的。

门票：85克朗

地址：Brynjulf Bulls Plass 1，0250 Oslo

电话：47 483 01 000

开放时间：10:00-18:00

官方网站：http://www.nobelpeacecenter.org

易卜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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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色彩斑斓 提供)

易卜生博物馆改装自易卜生去世前11年居住的屋子，屋子一直保留着主人去世前的布置，馆中主

要是展示易卜生晚年生活的空间；博物馆是在一楼，易卜生的公寓在二楼。进入易卜生的公寓前

，访客必须用蓝色的塑料袜套着鞋子，以免弄脏地板和地毯。易卜生公寓里头的一些房间，已经

用玻璃从屋顶至地面隔开，访客只能隔着玻璃张望里头的摆设。

门票：40克朗

地址：Henrik Ibsens gate 26， 0255 Oslo， Norway

电话：47 22 12 35 5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12：00-14：00

官方网站：www.ibsen.net

   

2、卑尔根

卑尔根是挪威第二大城市，也是西海岸最大最美的港都。城市坐落在依山傍水的半岛上，整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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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有很多弯弯曲曲的马路和漂亮的木建筑群。由于受墨西哥暖流影响而生的暖风，使卑尔根

成为多雨的地区。2000年卑尔根被选为9个欧洲文化城市之一。它的魅力展示在剧院，舞蹈，音乐

，艺术，食品和展览会中。卑尔根的主要建筑物游览区在港口附近，北部则留存着许多中世纪汉

撒同盟时代的古老建筑，南部则是现代化的购物街。

布吕根人字屋 

(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面向沃根湾排列的独特人字形屋顶家居的地区。作为中世纪挪威建筑的代表，该地区被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穿行于建筑物之间，往里走，又是建筑物套建筑物，体验着汉萨城市的繁荣十分有趣

。1702年一场火灾烧毁了所有建筑，随后马上得以修复。但1955年再次遭受火灾，使部分建筑无

法原样修复。现在，建筑物外面主要用于餐饮场所。内部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室。在2楼的餐馆里仍

保留着当年从窗户滑轨升降物品的装置。

地址：卑尔根北部，Bradbenken、Slottsgt大街一带

开放时间：11：00-18：00

卑尔根鱼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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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万岛之国

(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位于Torget的鱼市场是一处热闹的露天市场，大约有30个鱼摊，同时还有卖菜及卖花，甚至卖各

种动物皮毛的摊贩。渔市场贩有鳕鱼、鲑鱼、龙虾及螃蟹等，种类虽有限但极为新鲜。在此别忘

了购买海产大快朵颐一番。

地址：V�gsbunnen， 5013 Bergen， Norway 444 m NE

电话：+47 55 31 56 17

开放时间：10月-3月，周一至周五，7：00-16：00，周六7：00-15：00，4-9月周一至周五7：00-16

：00，周四7：00-19：00，周六9：00-15：00，周日休息。

玛利亚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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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万岛之国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玛利亚教堂 Mariakirken 卑尔根最古老的建筑物，是12世纪前半期建造的罗马式教堂。其中的传教

坛的装饰十分华丽，堪称挪威巴洛克风格装饰的顶点。

门票：20克朗

地址：Bryggen， 5003 Bergen， Norway

电话：47 55 31 59 60

开放时间：5月22日~8月31日 周一~五9:30-11:30 & 13:00-16:00 9月1日~5月21日 周二~五12:00-13:30

汉萨同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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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万岛之国

(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这座博物馆位于布吕根地区并排木屋的最前方，屋顶上插有旗帜。创建于1702年，是市内最老的

建筑物，也是 16世纪商人的仓库，内部的展示品饶富趣味。 卑尔根参加汉萨同盟的背景是在14至

16世纪，因欧洲各国对鳕鱼的需求而产生。当时的卑尔根是北海鳕鱼业的集散港口，因此许多从

同盟都市赶来的德国商人，在此大量采购鳕鱼，晒干后运到各地出售。这座博物馆就是德国商人

的住屋，仓库和办公室。

门票：50克朗

地址：Finneg�rdsgaten 1， N-5003 Bergen， Norway

电话：47 55 54 46 90

官方网站：www.museumvest.no

卑尔根水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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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万岛之国

(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卑尔根水族馆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水族博物馆，馆中深海鱼类及北极海中的寒带水族比较齐全。196

0年开放，是欧洲最现代化的水族馆。有各式各样、鲜艳夺目的海水鱼及海豹可欣赏。如果你是带

小孩来的，可千万不要错过这里。它会让你们开心一整天。在户外的池塘或水箱里嬉戏，下雨的

话可以到室内看看当天的影片和活动。别忘了看一楼没收来的非法宠物展览。

门票：150克朗

地址：Nordnesbakken 4， 5005 Bergen， Norway

电话：47 401 02 420

开放时间：5-9月9:00-20:00，10-4月10:00-18:00

官方网站：www.akvariet.no

松恩峡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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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万岛之国

(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松恩峡湾是挪威最大的峡湾，也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全长达240公里，最深处达1308米。

两岸山高谷深，谷底山坡陡峭，垂直上长，直到海拔1500米的峰顶。峡湾两岸的岩层很坚硬，主

要由花岗岩和片麻岩构成，并夹杂着少数的石灰岩、白云岩和大理岩。

地址：Sognefjorden， Norge

旅人提示：

游轮之旅可以详询Fjord Tours（电话815 68 222，网址www.fjord-tours.com）或Tide（www.tide.no）

   

3、斯塔万格

斯塔万格Stavanger 是挪威第四大城市，也是挪威西海岸博肯峡湾中的商港和渔港。人口近11万。

为挪威古城之一。该市始建于8世纪，此后的数百年人口从未超过2000人。奥斯陆和克里斯蒂安松

到斯塔万格铁路终点。有飞机场。鱼罐头业中心。有钢铁、机械、冶金、纺织和木材加工等厂。

有博物馆和美术馆。1810年一个法国人在斯塔万格建立了第一个沙丁鱼罐头加工厂后，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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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万岛之国
迅猛，最后成为欧洲最大的沙丁鱼罐头加工基地，人口急剧增加。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北海油

田的开发，斯塔万格成为油气田设施和船只的维修及后勤保障基地。现在该市已成为挪威著名的

“北海油都”，这里的工业生产影响着每一位挪威人的生活。

花岛 

(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花岛有很多的棕榈树和其它奇异的植物，鲜花盛开明艳动人。即使只看到它的一部分也是不错的

这里还是一片岩石地带，岩缝间生长这很多奇异的植物。

门票：80克朗

地址：Valbergjet 2， 4006 Stavanger， Norway

电话：47 51 89 55 01

开放时间：10:00-17:00

挪威石油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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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追溯北海的石油分布和开采史，艺术气息浓厚的挪威石油博物馆将石油的勘探监测技术方面的进

展与记录挪威石油发展上的重要时刻的电影资料巧妙的结合起来。

门票：80克朗

地址：Kjeringholmen 1， 4004 Stavanger， Norway

电话：47 51 93 93 00

官方网站：www.norskolje.museum.no

斯塔万格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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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斯塔万格博物馆有一流的展品展示充满了动物标本和当地历史。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斯塔万格

昔日广阔的航海史。

门票：60克朗

地址：Musegata 16， 4010 Stavanger， Norway

电话：47 51 84 27 00 �

休息时间：11：00-16：00

官方网站：www.stavanger.museum.no

海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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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海洋博物馆十分有趣建造在两座废旧的仓库之中，里面的展品向人们讲述这里曾经无比辉煌的航

海史。

地址：Nedre Strandgate 17， 4005 Stavanger， Norway

电话：47 51 84 27 00

官方网站：www.museumstavanger.no

步道石 

                                             49 / 10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39&do=album&picid=44999&goto=down#pic_bl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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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它是一个和峡湾水面垂直落差604米的平台，周遭的景色豪迈壮阔，沿路的都是峡湾风景最美的地

方，旁边就是断崖。这个人称Preikestolen(Pulpit Rock，意即圣坛岩)的天然石台，放眼看去，和美

国大峡谷Skywalk有几分相像，但这个却是百分百纯天然的奇观！石台面积有25平方米，离下面的

Lysefiord河600米，是挪威Forsande郡的旅游热点。

地址：Preikestolen， 4387， Bjerkreim Norwegen

   

4、特隆赫姆

特隆赫姆是挪威第三大城市，人口15万。它位于挪威西海岸中部，尼德河与特隆赫姆峡湾的交合

处。公元 997年，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约995年—约1000年在位）创建了此城。该市原名尼德罗

斯（由尼德河而得名），曾是挪威的第一个都城。由于历代国王都在此加冕，所以市名后来改为

特隆赫姆。挪威语特隆意为“王位、加冕”，赫姆意为“家”，合在一起就是加冕之地的意思。

主要景点有：中心广场、尼德罗斯大教堂、皇家离宫、音乐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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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AROS 大教堂 

(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这是特隆赫姆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大的中世纪建筑。教堂最古老的侧楼可以

追溯到12世纪，流行的观点认为高高的圣坛下面是圣奥拉夫的陵墓。

门票：50克朗

地址：Kong-sgardsgata

电话：735 39 160

5月至9月中旬周一至周六9:00以后，周日13:00-16:00，9月中旬至4月周一至周五正午-14:30，周六11

:30-14:00，周日13:00-15:00

特隆赫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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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这里详细介绍了教堂的历史，包括扩建、改建和几次火灾。还展出了在大主教宫的考古发现，让

人们依稀看到了中世纪的日常生活。

门票：50克朗

地址：Kongens gate 1， 7011 Trondheim， Norway 272 m E

电话：+47 73 59 61 23

开放时间：6月中旬至8月中旬周一至周五9:00-17:00，周六9:00-15:00，周日正午-17:00，8月中旬至6

月中旬营业时间稍短

装饰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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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色彩斑斓 提供)

展出了精致的当代艺术品和工艺品，其中有挪威声望最高的织锦艺术家的作品。

门票：60克朗

地址：Munkegata 5

电话：738 08 950

开放时间：6月末至8月周一至周六10:00-17:00，周日正午-17：00，9月至6月中旬周二至周六10：00

-15:00，周日正午-16:00

特隆赫姆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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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色彩斑斓 提供)

特隆赫姆艺术博物馆最精华的是一幅蒙克版画，此外还展出了从1850年至今的丹麦和挪威的众多

画作。

门票：50克朗

地址：Bispegata 7， 7013 Trondheim， Norway

电话：47 73 53 81 8

官方网站：www.tkm.museum.no

Kristansten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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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Kristansten堡垒是一座17世纪的堡垒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有60多个不同时期的建筑其中包括

一个12世纪的小木制教堂。

门票：免费

地址：Dronningens gate 10， 7407 Trondheim， Norway

电话：738 90 100

开放时间：6-8月10:00-15:00

Trondelag民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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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Trondelag民俗博物馆建设在一个中世纪城堡周围，它是挪威最好的露天公园之一。它位于山上可

以俯瞰整个市区。

门票：80克朗

地址：Sverresborg alle 13， 7020 Trondheim

电话：47 73 89 01 00

开放时间：6-8月11：00-18：00，9-5月11：00-15:00

   

5、克里斯蒂安桑

挪威南端港市。挪威第五大城市。尽管这座城市的早期历史有些模糊，但尚可以准确地追溯到161

4年。在那一年，国王“克里斯汀夸特”在建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即奥斯陆）之后，紧接着又着手

建设“夸特城”，以纪念他的名字。新城市被选建在这里，主要是得益于由斯吉耶加德群岛和石

岛所形成的理想锚地。现在，这里秀美的风光已经使这座“南方之郡”成为挪威最受欢迎的旅游

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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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shol城堡 

(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chri-stianshol城堡它建于1662-1672年间，这里竖着一圈大炮的城墙是眺望海滩最好的地方。

地址：Festningsgata 40， 4614 Kristiansand S， Norway

电话：47 38 12 97 00

开放时间：9:00-21:00

克里斯蒂安桑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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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克里斯蒂安桑教堂是克里斯蒂安桑最精美的地方。这里包括钟楼、礼拜堂夏季周一至周六每日两

次，周二到周六中午有风琴演奏会。

门票：20克朗

地址：Gyldenl�ves gate 9， 4611 Kristiansand S， Norway

电话：47 38 19 69 00

开放时间：10:00-16:00，周六10:00-14:00

官方网站：www.kirken.no

克里斯蒂安桑主题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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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色彩斑斓 提供)

克里斯蒂安桑主题乐园已经发展成为了挪威最受欢迎的乐园，主要面向孩子和家长，公园现在有

水滑梯，一个小动物园和一片“北欧荒野”。

门票：200~230克朗

地址：Kardemomme By 4609 Kardemomme By， Norge

电话：47 38 04 97 00

开放时间：5-8月10:00-19:00

鱼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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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色彩斑斓 提供)

鱼码头是克里斯蒂安桑最具活力、也最吸引人的地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鱼市场。美味的餐馆，

大运河，舒适的船运，还有新鲜的优质鱼虾和贝类，这一切使这里成为当地人和游客最喜欢的地

方之一。

地址：Fiskebrygga， 4664 Kristiansand， Norway

   

6、奥勒松 

位于与峡湾相连的岛屿西部的小城。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海盗时代，18世纪中期渔业就很发达，现

主要大量出口高品质的鲑鱼、盐渍鳕鱼。19世纪初因受到德国皇帝的援助，该镇进行了重建，如

今许多建筑散发着美丽的法国新艺术风格。

新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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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色彩斑斓 提供)

1904年奥勒松的城镇因大火而被烧毁，我们通过参观这里就如同穿过时光隧道来到了当年，看到

了这些真实的情景。19世纪初，因受到德国皇帝的援助，该城镇进行了重建，人们可以通过视频

、建筑遗迹等深入了解奥勒松城镇是如何再度重新复兴起来的。在2楼展厅里展出着法国新艺术风

格的装饰品。

门票：60克朗

地址：Apotekergata 16， 6004 �lesund， Norway

电话：47 70 10 49 70

开放时间：10:00-17:00

官方网站：www. jugendstilsenteret.no

奥勒松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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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奥勒松博物馆展示了当地的历史，包括捕捞业、海运业和1904年的大活与“二战”的历史。

地址：Rasmus R�nnebergs gate 16， 6002 �lesund， Norway

电话：47 70 12 31 70

开放时间：11:00-16:00

官方网站：www.aalesunds.museum.no

奥勒松水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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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奥勒松水族馆在岛的西边这里向参观者介绍挪威沿海的生物，下午一点是喂食的时间，可以看到

很多鱼群相互争夺的热闹情形。

门票：120克朗

地址：V�gavn. 25， 6021 �lesund， Norway

电话：47 815 00 535

开放时间：10:00-19:00

   

7、特罗姆瑟

挪威北部城市、海港。位于挪威海特罗姆瑟海峡中克瓦洛伊岛和附近一小岛上。人囗约6万，是一

个大学城，拥有极光观测所等。 是挪威最北的城市之一，因有北大西洋暖流通过，冬季不封冻。

是挪威北冰洋捕鱼和捕海豹业的中心。建有冷冻、冷藏和鱼油加工等工厂，还有人造奶油、啤酒

等工业。水上飞机基地。有地球物理观测站和卫星遥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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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Polaria 

 (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北极Polaria是一座设计大胆的博物馆有斯瓦尔巴群岛上的全部影片，这里还有一个迷你的水族馆

里面有很多的北极鱼类和海豹，每天有两次投喂的时间，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时候。

门票：30克朗

地址：Hjalmar Johansens gate 12

电话：47 77 75 01 00

开放时间：6-8月9:00-20:00，其余时间营业时间较短。

官方网站：www.polaria.no

特罗姆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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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色彩斑斓 提供)

特罗姆瑟博物馆是挪威北部最大的博物馆，在这里为经历午夜太阳的游客模仿北极光。这里还有

关于北极野生动植物、拉普兰文化和当地历史的优秀展览。

门票：30克朗

地址：Lars Th�rings veg 10， 9006 Troms

电话：47 77 64 50 00

开放时间：6-8月周三至周日12:00-17:00，5月和9月12:00-15:00

特罗姆瑟战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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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特罗姆瑟战争博物馆建立在一座修复的炮台之上，有6门纳粹时期的大炮。包括一座从前的弹药库

和重达52600顿的德国战舰Ritpitz号的展览。1944年扎搜战舰在特罗姆瑟被空军击沉。

门票：30克朗

地址：Prestvannvegen 4， 9011 Troms�

电话：47 77 65 54 40

开放时间：6-8周三至周日12:00-17:00，5月9月12:00-17:00

官方网站：www.tromsoforsvarsmuseum.no

Mack酿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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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Mack酿酒厂是一家始创于1877年的酿酒厂。这里出产如Pilsner、Haakon等啤酒。

门票：130克朗

地址：Storgata 5-13， 9008 Troms�

电话：47 77 62 45 00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四13:00-17:00

北挪威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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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北挪威艺术博物馆除了展出众多优秀的油画外还有很多雕塑和实用的艺术品，另外这里的19世纪

风景油画展现了150多年前的北极风光。

门票：免费

地址：Sj�gata 1， 9008 Troms�

电话：47 77 64 70 20

开放时间：周二到周五10:00-17:00，周六周日12:00-15:00

官方网站：www.nnkm.no

北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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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想知道是怎样给北极熊剥皮的吗？想看一只眼睛的小海豹吗？这些奇观都在北极博物馆，这里还

有很多特罗姆瑟出发的北极探险队带回来的人工制品。

门票：50克朗

地址：Tollbodgata 11， 9008 Troms�

电话：47 77 62 33 60

官方网站：www.uit.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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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挪威美食

这里最出名的莫过于海鲜，三文鱼、霸王蟹，还有许多只能在电视上才见到的海鲜。

到挪威想尝到最新鲜的海鲜莫过于到鱼市上去，挪威的渔民喜欢在出海归来之后的港口卖鱼，这

里不仅有活色生鱼的鱼、虾、蟹，而且许多摊位还可以代客加工。买到海鲜，直接交给店主，等

上一会就可以吃了。而且海鲜都是明码标价，通常一份鲸鱼肉约100克朗，海鲜汉堡约80克朗一个

。挪威因其出色的半成品而闻名，尤其是鱼类半成品！

熏制鱼类 

 

熏制三文鱼，鳟鱼和腌渍鲑鱼片在挪威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而且您还有可能发现美味新鲜的鳕

鱼，鲶鱼和大比目鱼等白鱼。在酷夏的日子里坐在码头边，配合一瓶冰镇啤酒，真是人间美味。

豌豆汤

豌豆汤是一种很挪威的菜肴。喝豌豆汤的时候，最好的主食是烤面包片，而且在汤上撒一些芥末

香料，也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如果喜欢，还可以在喝汤的时候来杯酒，相信会锦上添花。

羊奶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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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的羊奶奶酪（Geitost）是地道的挪威风味。这种甜甜的干酪在挪威以外的地方很少为人所知

，但却极具挪威特色，深受挪威男女老少所钟爱。

挪威腊肉

挪威处于纬度较高的地区，在食品中自然离不开肉的存在，在寒冷的冬季所制作而成的腊肉更是

别具一番风味。

三明治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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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蛋糕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挪威人喜欢食品。它的组合方式多种多样，但是，人们通常把鸡蛋

和蛋黄酱作为底层，然后再码放上肉末、橄榄、海虾、火腿、鱼子酱、和烟熏三文鱼。

三文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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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人餐桌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三文鱼。腌渍三文鱼片可以用盐、糖和浆果腌渍。腌渍三文

鱼属于开胃菜，通常切成小薄片和gravlaxs（渍鲑鱼片）一起，再配上浆果和酸辣芥末酱，放在面

包或者烤土豆上，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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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挪威特产及购物

   

1、特产

购物之都奥斯陆为您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从最新的国际潮流，到现代挪威设计，还有地方特色手

工艺品。

挪威的传统纪念品包括毛衣、帽子、手套、银器、瓷器、玫瑰漆画和雕刻木制品、山羊和驯鹿毛

皮、编织地毯、裘皮、针织品、玻璃、水晶和陶器制品。

玫瑰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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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漆画是一种独特的挪威装饰油漆技术，主要的图案是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玫瑰花。玫瑰漆

画过去在乡下和农场居民中十分流行，现在被视为挪威的经典民间艺术。

木雕工艺品 

挪威人向来崇尚自然的力量，所以他们喜欢木制的物品，他们还用木头搭建最神圣的教堂，他们

对木头的情感可见一斑。正因为这样，到挪威一定要购买挪威人的木雕艺术品，从北欧带回家的

神秘力量可能真的会使你心想事成喔。

冰河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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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流冰非常有意思，冰河流动，由于中间快、两边慢，所以人站在冰上可以听到摩擦的冰声，

也算是一种奇观。由于挪威冰河消退，每年降低5公分，造成冰积湖的奇景，从而造就了挪威特产

：美容盛品“冰河泥”。

玻璃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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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有很多美丽的玻璃器皿售卖，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琉璃仿佛会让您置身于童话世界中，其设

计中所蕴含的北欧风情也异常浓厚，无论是做私人留念，还是馈赠亲朋，都是不错的选择。

呢绒衣 

挪威地处北欧，气候非常寒冷；加之冬季时间相对较长，保暖的衣服对于挪威人来说太重要了。

挪威生产质量上乘的呢绒衣，这与他们的气候条件不无关系，难得来到北欧，您也可以为自己或

家人添置些保暖衣物了。

挪威山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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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森林的神话人物“ TROLL ”，俗称挪威山妖。山妖蓬头散发，手指和脚趾都只有8個，貌似

凶恶，然却心地善良。传说誰要是得罪了山妖，势必受到报复或戏弄，反之有好报。传说还说谁

的家里摆放一只挪威山妖可以辟邪。

萨米人的鞘刀

驯鹿角为手柄制成的萨米人鞘刀。

手表

一些昂贵的瑞士手表品牌在挪威优惠出售，并保证是正品。许多游客发现在挪威购买手表物超所

值。

珠宝

挪威有2000多年的冶金历史。挪威的珠宝一如既往地严把质量关，保持其高品质。

   

2、购物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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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街区

卡尔约翰斯卡德大街周边的市中心区，众多大型购物中心和商店都云集在这条步行街上，如：

Oslo City， Byporten， Glasmagasinet， 斯蒂恩和史托姆（Steen & Str�m）， 帕雷（Paléet），

Eger Karl Johan和阿凯尔布里格（Aker Brygge）。

阿凯尔步行街（Akersgata）横穿卡尔约翰斯卡德大街（Karl

Johans），拥有众多著名设计品牌的零售店，如Louis Vuitton、Mulberry、Hugo Boss和Moods of

Norway。

挪威最大的室内设计和家居商场奥斯陆购物中心（House of Oslo）也位于市中心区。莫勒尔大街

（M�llergata）是一条家具商业街，格兰森（Grensen）地区则供应各种鞋类，您可以自由选择。

主要街道 -布格斯塔大街（Bogstadveien）和赫格德侯格斯大街（Hegdehaugsveien）

这里汇集了众多高端品牌店和国际连锁店。Follestad， Gunnar

�ye和Kamikaze等商店专营高级奢侈品牌，而Zara， H&M 和Vero

Moda代表了最新的流行趋势。数家品牌店如Diesel， Lacoste和Tiger也入驻此地。

弗洛格纳（Frogner） 和古德阿雷酒店（Bygd�y Allé）

这里有很多室内设计和古董店。该地区也有许多小型的特色商店，从内衣到厨房用品，商品种类

一应俱全。沿着斯古耶恩（Sk�yen）大街行进 ，您会找到一些流行家具和室内设计商店。

格吕纳罗卡（Grünerl�kka）本地区的街道两侧林立着各式独立小店，以售卖服装、陶器和手工

艺品为主。这里可以淘到年轻的挪威设计师的最新作品。

格伦兰（Gr�nland）这里的许多商店都是由海外移民经营的，他们供应各种水果、蔬菜和调味品

。在这里，您还可以对外国纺织品和黄金制品讨价还价。

挪威的免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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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免税店购物省钱。挪威全面有3000余家商店供游客购物，并在离境时可获得12－19％的增值税

退税。多数商店在橱窗里、门上或柜台展示免税商品的标签。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展示，所以建

议您咨询柜员该商店是否是免税店。根据免税店的免税政策，您可以选择现金退税（减价）这种

友好便利的方式获得退税。挪威商品增值税含在零售价格里，通常是商品价格的20％。

旅人提示：

挪威普通商品的增值税税率是25％，使增值税占价格的20％。食品的增值税率是14％。

商品自购买日期起一个月内必须完好的携带出境。

政府规定普通商品的最少购买量是315挪威克朗，食品是285挪威克朗。

如何获得退税

挪威的机场、陆地边境、码头和游轮上有大约55处退税点。

作为全球退税联盟现金退税办公室的成员，挪威退税支票可以在欧洲各大机场、欧洲以外国家如

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兑现。

去现金退税柜台之前，确保您随时携带了如下物品：

所购商品

全球退税单据

护照/身份证

请注意：挪威海关不负责退税，不要在挪威或其它任何国家开具的全球退税支票上盖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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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挪威酣然入睡

挪威的酒店类别多种多样、能够满足游客对各种价位的消费需求；此外还有青年旅社、家庭旅馆

、露营和私人住宅等多种住宿选择。

奥斯陆

青年旅舍

Anker hostel 

(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这是一家交通便利的青年旅舍，位于两条街道的交叉口，而其距离市中心很近，不过这里的早餐

是要特别付费的。

地址：Storgata 55

电话：22997200

网址：www.ankehostel.no

参考房费：双人间560克朗

Vandrerhjem i O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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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这是一家时髦的青年旅舍它宽敞而又有明亮，这里的周围是大片的绿地。

地址：haraldshsimveien 4

电话：+47 22 99 72 00

网址：www.haraldshsim.no

参考房价：单人间415克朗

Permin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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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这家位于市中心的青年旅社有55间客房，主要是面向军人，其他客人也是接待的。所有的房间都

有独立卫生间，到处都是一尘不染。房费含早餐费用和床上用品，早点的地点就在一个漂亮的院

落中。

地址：Ovre slottsgate 2

电话：230 93 081

网址：www.sentrumpensjonat.no

参考房价：单人间620克朗

中档酒店

ms innv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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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这是一家特殊的酒店，从前它是一艘油轮，现在改成一家旅游剧院，船舱改成了一家提供早餐和

住宿的酒店，这里还是一个小文化中心。

地址：Langkaia

电话：224 19 500

网址：www.msinnvik.no

参考房价：双人间750克朗

Residence kristinelund

这是一家坐落在一堆时髦建中的酒店，楼房宽敞明丽，地面上花团锦簇，让您享受到奥斯陆无微

不至的服务。

地址：Kristinelundsveien 2， 0268 Oslo， Norway

电话：+47 400 02 411

网址：kristinelund.no

参考房价：双人间890克朗

卑尔根

Bergen Vandrerhjem Y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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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这家位于卑尔根市中心的旅店拥有200个床位。 一点遗憾就是，如果一个12~40张床位的房间住满

了人，就不免有点闹哄哄了。此外，这里的早餐是另外收费的（40挪威克朗）。

电话：55606055

邮箱：ymca@online.no

地址：Nedre Korskirkealmenning 4

参考房价：双人间625克朗

Int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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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寂寞南半球 提供)

这家旅店位于一幢白房子里，里面的37个床位都是高质量的。周一和周四的晚上，基督教学生会

都会为这里的客人免费提供华夫饼干。这里有厨房和洗衣设备。早餐另收30挪威克朗。

电话：55300400

地址：Kalfarveien 8

参考房价：单人间100克朗

Bergen Vandrerhjem Motana

这间旅店拥有332个床位，而且可以俯瞰整个卑尔根。从市中心坐31路公共汽车，走5公里就可以

到达这家旅店。

电话：55208070

地址：Johan Blyttsvei 30

参考房价：单人间425克朗

Marken Gjeste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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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挪威森林 提供)

来这里住宿的人得坐一架令人恐怖的电梯到这栋大楼的四层，才能找到这家位于市中心的旅店。

这里的早餐是别的地方做的，收费55挪威克朗。不过，这时的厨房、投币洗衣房和窗外的风景都

还是很不错的。

电话：55314404

网址：www.smisi.no

地址：Kong Oscars gate 45

参考房价：单人间355克朗

Jacob’s Apartments

它的大房间有16个床铺。每天晚上，这里都会告知房客第二天早餐的内容。除了大寝室，这里也

有布置简单的公寓房，有几间还带有天窗。

电话：55544160

网址：www.apartments.no

地址：Kong Oscars gate 44

参考房价：多人间180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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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ansen Pensjonat

如果你没有心脏方面的毛病，我想你一定会喜欢沿着这条鹅卵石铺成的道路，走到这座建于1918

年的山顶建筑的。从这里看出去，外面壮丽的风景一览无余，你甚至可以拿着望远镜看鱼市场里

的价格牌。

电话：55319080

网址：www.skansenpensjonat.no

地址：Vetrlidsalmenningen 29

参考房价：单人间400克朗

斯塔万格

旅店离市中心3公里，坐落在一个湖边，是一栋红色的房子，装修简单却实用。可以从78路或79路

公共汽车到达。

Stavanger Vandrerhjem Mosvangen

电话：51543636

地址：Henrik Ibsens gate 19

参考房价：双人间345克朗

Rogalandsheimen Gjestgiberi

这里墙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绘有壁画。这个19世纪建造的豪华宾馆里只有13间客房。

电话：51520188

地址：Musegata 18

参考房价：单人间450克朗

克里斯蒂安桑

Kristiansand Vandrerhjem Tangen

位于市内一个安静的工业区，离海滩特别近。

地址：38028310

地址：Skansen 8

参考房价：单人间395克朗

Centrum Motel

它的干净和离火车站近吸引客人。

电话：38027969

地址：Vestre Strandsate 49

参考房价：单人间450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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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挪威交通

   

1、航空

挪威最大的国际机场奥斯陆加德莫恩(Gardermoen)机场在奥斯陆以北50公里处，虽然是北欧各国

首都机场中距离市区最远的一个，但富有的挪威造出了世界上最快捷的机场快线，初到挪威的人

可以方便舒适的从机场抵达奥斯陆的任何地方。

奥斯陆加德莫恩机场

地址：Edvard Munchs veg, P.O. Box 100 2061

电话：+47 64 81 20 00

从中国前往挪威

如今，前往挪威旅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方便。挪威全国都有飞机场，各种航班频繁飞往欧洲

各地。广泛的铁路网将挪威与其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欧洲其它地区连接了起来。高速火车将斯

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首都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联系在一起。

挪威国内航线

奥斯陆的加德莫恩机场是挪威国内的空中枢纽。此外，在挪威国内各主要机场之间，每天都有大

量国内航班起降。挪威国内主要机场包括: 奥勒松机场， 卑尔根机场， 特隆赫姆机场，

斯塔万格机场， 特隆姆瑟机场，博德机场和勒罗斯机场。

奥斯陆机场到市中心

奥斯陆的机场快线，终点是奥斯陆中央火车站。快线每小时发6趟车，全程需要25分钟，票价150

挪威克朗(约200元人民币)。机场到中央火车站运营时间为每天5：34～24：34，还有一种便宜的国

营铁路，也可从机场到中央火车站，挪威国家铁路公司（NSB）的过路列车在加德莫恩(Gardermo

en)机场经停，乘客只需花73挪威克朗（约95元人民币）约40分钟就可以到达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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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巴士

乘坐奥斯陆机场巴士可抵达中央火车站南侧的巴士总站和SAS拉迪森酒店。机场巴士每20～30分钟

发一趟车，全程需45分钟，票价55挪威克朗（约72元人民币）。

出租车

从奥斯陆机场前往市区也可乘坐出租车，费用一般在550挪威克朗以上（约720元人民币），比较

昂贵。

   

2、公路

1、巴士和大型客车

公共汽车

在大城市有公交车站和公共交通信息中心。您可在游客信息中心咨询公共汽车的线路信息。您可

以在告知司机目的地后，在车上买票。在一些城镇还可使用期限为一天或一周的交通卡乘车，您

可以向司机、或从售货亭及公交车站购买交通卡。不过，乘车之前购票会有优惠，在奥斯陆既是

如此。

快线和长途客车

巴士快线的作用在挪威被大大低估，这令人遗憾，因为巴士快线的运营网络远远大于现有路网，

尤其在挪威西部和一些偏远地区。许多客运路线间都可以相互转乘，也和地区交通网络相互接驳

。巴士快线将挪威国内所有大型城镇、机场和轮渡码头连接在一起。

乘坐大客车比乘火车、飞机的费用都便宜，但是时间更长。多数巴士公司提供学生、小孩、老人

和家庭折扣。

如果多人团队一同出行，请务必提前订票。通常允许携带自行车和雪橇乘坐大巴，但前提是有足

够空间，并须支付额外费用。Nor-Way Bussekspress公司是挪威最大的客运巴士公司，有40余条路

线遍布挪威全境，并且和公交线路、火车站和码头等相接驳。

公车系统

挪威有四通八达的公车系统，长途巴士坐起来相当舒适，以距离长短算票价，平均每100公里15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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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许多巴士公司有优惠学生、老人及家庭、75折到半价的折扣票，要记得询问。 铁路系统 国外

旅客通常会以北欧为一个旅游区域，所以可以选择北欧四国联营火车票，建议你购买一个月选十

天的票种。行程确定后，可以先订位，订位费另计。行程中如有搭夜车，可加订卧

，不过得另外加费。搭乘渡轮时，请记得出示联营火车票，可享有80%～50%优惠折扣。

公路关闭的时间随天气状况而定。因此我们建议您在开始穿山之旅前先查询天气情况。更多信息

请联系道路信息中心，电话175 (国外+47 815 48 991)。信息查询服务24小时开通。

挪威的收费公路和自动通行公路

在挪威约有50处收费站。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自动交费，也有一些设置了AutoPASS通道和人工交

费通

在线交费

在线注册您的信用卡，在通过有AutoPASS标志的收费站时，可不停车通过。

在您通过收费点时，会通过预付账户自动交费。

您可提前注册信用卡信息，或在首次通过收费点后14天内注册。

自动收费站

挪威的绝大部分收费站都是自动交费。您可不停车通过收费站。如果您没有在线进行信用卡注册

，您可以跟随“KR-service”标志，前往附近的加油站停车交费。

如果您没有在3个工作日内交费，您将收到邮寄的交费收据，且没有额外费用。非挪威注册车辆将

通过位于伦敦的Euro Parking Collection plc (EPC)出具交费收据。更多信息，请登录autopass.no

其他收费站

  其他收费站包括AutoPASS通道和人工交费通道。请注意，如果您驾车通过有AutoPASS标志的

收费通道，必须持有AutoPASS或已在线注册信用卡。

下表列出了冬季将关闭的公路和大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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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及救助

要求您在车上放置一个红色三角警示标识和一件黄色夜光救生衣，在发生故障或事故时使用。如

需帮助，请联系：

挪威汽车联合会(NAF)

24小时服务

一旦繁盛故障或事故，隶属于国际汽车联合会的挪威汽车联合会会员可以享受优惠的救援服务

电话：+47 08505

海盗救援服务

24小时服务

电话：+47 06000

挪威福尔克救援服务

24小时服务

电话：+47 02222/ +47 810 30 333

2、租车

自驾车是以自己的节奏体验挪威风土人情的最佳方式之一。每座城市及大型的街区都有租车服务

，挪威几乎所有的机场也都有各种车型出租。

您可以通过租车公司的网站在线订车、亲自到租车点办理租车手续或通过旅行社预订车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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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您提前预订，尤其是夏季旺季时段。

租车材料

您须持有一年以上居住国颁发的完整有效的驾驶执照。如果持有非欧共体/欧洲和中亚国家的驾照

，租车公司可能要求您出示国际驾驶执照。

规定

租车者最低年龄是19岁，租车公司也可能视租用车型等情况将年龄限制提高至25岁。如果您的年

龄小于25岁，多数汽车租赁公司会要求您支付低龄司机费，每天约100克朗（各租车公司收费不同

）。

租车费用

租用7天的费用大约为：

小型车：2800克朗

中型车：3000克朗

大型车：3700克朗

租车公司也会提供额外设施，如儿童座椅、行李架等，费用另算。

租车驾驶必须办理保险，务必核实保险费是否含在租车费用里，是否须另行购买。

支付

多数租赁公司仅接受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

   

3、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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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远方的云  提供)

从英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地都有客轮或轮渡往返于挪威。

往返挪威的航线--五彩航线

�奥斯陆←→基尔

每日运行，航程需19小时30分钟

�奥斯陆←→希茨海尔斯

每周运行数船次，航程需12小时30分钟

�克里斯蒂安松←→希茨海尔斯

每日运行，航程需4小时30分钟

�卑尔根←→（6小时）→斯塔万格（20小时）←→纽卡斯尔

每周运行2船次，航程需26小时

�往返斯德哥尔摩的航线

维京号游轮/希利亚号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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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ikingline.se http://www.silja.com/

�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

每日运行，航程需10小时

�斯德哥尔摩←→马里哈姆森←→图尔库

每日运行（仅昼航经马里哈姆森），航程需10小时

�从哥本哈根往返于奥斯陆的航线

每日运行，航程需16小时

�挪威沿岸航线

海达路德游轮 (Hurtigruten)

http://www.hurtigruten.com/

沿挪威西海岸，往南达卑尔根，往北抵希尔克内斯的“世界最美的船之旅”，中途停靠35站，往

返航程需12天。

�卑尔根←→希尔克内斯 每日运行

�特罗姆瑟←→哈默弗斯特 航程需14小时

   

4、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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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铁路线贯穿挪威全境，总长超过3000公里，沿线共有775座隧道和3000余座铁路桥。多条线路途径

景致多变的乡村，您可以欣赏到城郊、群山、湖泊和峡湾的全景。

最为著名的当数位于“挪威屋脊”－哈当厄高原（Hardangervidda）上的卑尔根铁路，连接奥斯陆

(Oslo)和卑尔根(Bergen)。

其它风景独特的铁路线有奥斯陆通往特隆赫姆的多夫勒铁路（Dovrebanen），及其支线——杜姆

奥斯通往峡湾旁高原小镇翁达尔斯内斯的饶玛铁路（Raumabanen）。

如果您想乘火车欣赏不同的风景、体验炫目的阳光或观看午夜太阳和北极光，那就沿着连接特隆

赫姆(Trondheim)和博得的北方铁路线一路往北。

组合之旅

组合之旅是集合了火车、巴士和渡轮的往返游，经济实惠。组合之旅中最热门的当数全年开放的

挪威缩影�一日游，涵盖了挪威峡湾、群山和峡谷等美景的精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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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折扣

多种优惠和折扣方案使您的铁路之旅舒适又实惠。一些地区的火车提供单程最低票价199克朗，不

论您的旅途长短，只要还有最低折扣的座位就能享受最低票价。挪威国铁所经营的列车折扣票数

量有限。最低价格的车票可以从网上和售票机处购得，并且必须至少提前一天购买。

对于将在挪威全国旅行的游客来说，购买InterRail和Eurail卡是十分划算的。在挪威，本地列车或

车站内均严禁吸烟。

挪威国铁NSB

网址：http://www.nsb.no

电话：+47 81 50 08 88

预定需提前3个月。67岁以上、10人以上的团队可打折。还可使用叫“那托利耶”的周游券—一种

可以乘奥斯陆的火车、松恩峡湾的弗洛姆铁路、渡轮和巴士的组合券。

                                             97 / 109



�������

挪威：万岛之国
  

九、行程推荐

   

1、挪威4日精华游

线路设计：奥斯陆 卑尔根 松恩峡湾

D1：清晨前往维格兰雕刻公园，反映人生百态的雕塑公园是奥斯陆的象征。之后游览奥斯陆市政

厅，它的历史很是曲折。之后前往挪威王宫，每日13：30，王宫前的卫兵换岗仪式非常值得一看

。之后游览挪威海盗船博物馆，了解挪威的海盗史。

D2：清晨游览诺贝尔和平中心，之后游览奥斯陆国家剧院。午后前往卑尔根。

D3：清早去游览卑尔根最古老的建筑玛利亚教堂，之后前往汉萨同盟博物馆。中午在热闹的鱼市

场解决午餐。午后前往卑尔根水族馆在这座欧洲最现代化的水族馆欣赏各式各样、鲜艳夺目的海

水鱼及海豹。

D4：开始松恩峡湾之旅。

   

2、挪威9日体验游

线路设计：奥斯陆 克里斯蒂安桑 斯塔万格 卑尔根 松恩峡湾 奥勒松 特隆赫姆 特罗姆瑟 

D1：清晨前往维格兰雕刻公园，反映人生百态的雕塑公园是奥斯陆的象征。之后游览奥斯陆市政

厅，它的历史很是曲折。之后前往挪威王宫，每日13：30，王宫前的卫兵换岗仪式非常值得一看

。之后游览挪威海盗船博物馆，了解挪威的海盗史。

D2：清晨游览诺贝尔和平中心，之后游览奥斯陆国家剧院。午后前往克里斯蒂安桑。

D3：早上去游览chri-stianshol城堡，在城墙上眺望海滩。之后游览克里斯蒂安桑最精美的教堂。下

午去克里斯蒂安桑主题乐园，痛快释放。晚上动身前往斯塔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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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早上前往挪威石油博物馆，这是一座艺术气息十足的博物馆。之后前往斯塔万格博物馆，馆

内有一流的展品展示充满了动物标本和当地历史。午后前往花岛，花岛有很多的棕榈树和其它奇

异的植物，鲜花盛开明艳动人。之后前往卑尔根。

D5：清早去游览卑尔根最古老的建筑玛利亚教堂，之后前往汉萨同盟博物馆。中午在热闹的鱼市

场解决午餐。午后前往卑尔根水族馆在这座欧洲最现代化的水族馆欣赏各式各样、鲜艳夺目的海

水鱼及海豹。

D6：开始松恩峡湾之旅，之后前往奥勒松。

D7：伴着和煦的阳光参观创意十足的新艺术中心。之后游览展示了奥勒松当地风情的奥勒松博物

馆。之后游览奥勒松水族馆，欣赏北欧鱼类。午后前往特隆赫姆。

D8：上午参观特隆赫姆博物馆了解这里的历史，之后游览装饰艺术博物馆了解精美的当代工艺品

。午后游览NIDAROS 大教堂，教堂最古老的侧楼可以追溯到12世纪。下午前往特罗姆瑟

D9：清晨首先游览特罗姆瑟博物馆，了解拉普兰文化。之后游览一座设计大胆的博物馆北极Polari

a。午后游览特罗姆瑟战争博物馆和Mack酿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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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注意事项

1、如有紧急情况，请拨打

火警110

报警112

手机报警911

救护车113

外海紧急情况120

2、挪威禁止向18岁以下的人出售啤酒和葡萄酒，禁止向20岁以下的人出售白酒。

此外：您可以免关税购买如下酒精类饮料，总量不得超过6000挪威克朗：每单位容积酒精度在22

％－60％（含）之间的酒类1升和每单位容积酒精度在2。5％－22％（含）之间的酒类1。5升；或

者每单位容积酒精度在2。5％－22％（含）之间的酒类3升。以及2升酒精度大于2。5%的啤酒，或

者2升每单位容积酒精度在2。5％－4。7％（含）之间的其它酒类。这意味着假设您不购买任何酒

精类饮料，您就可以购买5升啤酒。只有20岁以上的人才能携带酒精度大于22％的酒类入境。

3、禁止在公共建筑和其他公共场所吸烟

办公室和其他工作区域禁止吸烟，包括：酒店、酒吧、餐厅和食品饮料供应处。

飞机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严禁吸烟。

挪威禁止向18岁以下的人出售烟草。

您可以免关税和消费税携带200支香烟、250克其他烟草产品和200张卷烟纸，限额6000挪威克朗。

4、在挪威实行夏令时的夏季，您要将钟表拨快一小时，在游览时要注意时间变化。在挪威“DST

”即夏令时，通常从三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持续到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5、挪威妇女地位很高，要尊重女士。挪威女士抽烟是正常现象，切不可对此评头论足。男士在街

头带小孩，也不要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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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挪威不劝酒，因此不必对挪威人强行劝酒。

7、挪威人时间观念很强，赴约和参加活动一定要按时到达，不能按时到达，要提前打电话通知，

到后要道歉。

8、挪威同性恋结婚是受法律保护，挪威未婚同居等现象也很普遍，对这些行为不必妄加评价。

9、出行服装，旅行者需根据季节准备相应服装。冬季需准备厚羽绒服以外，还要带手套、围巾等

防寒用品。春秋季早晚冷，也要带毛衣、夹克衫和轻便风衣等服装。任何季节，雨衣是必不可少

的。结实而适于走路的鞋是必需的。

10、邮局�电话

一般从饭店打电话，因需付手续费，所以较贵。可以用大厅设置的公用电话，也可到报刊亭、香

烟摊购买电话磁卡。

11、驾驶

租车自驾需要携带国际驾照。

有的租车公司规定23 岁（或25岁）以下者不能租车。

12、电器

斯堪的纳维亚的电流是220V/A C/50C，插头多为两孔圆柱形。

电源插座有所不同，故最好带多用插头。各大城市的大饭店的房间内均有连接互联网的专用插口

，连接简单。但最好动身前进行确认为宜。

13、小费

在饭店，通常服务费中已包含小费，故不必再付在餐馆就餐费用中已包含服务费但一般仍加收7-1

0%的费用。

乘坐出租车时，如果车费为64Kr付给70 Kr时，剩余的金额多被作为小费。

14、习俗

挪威人非常喜欢握手。无论何时，当陌生人相会，总要握手及互道姓名。同样地，当以后遇见了

不怎么熟的人，你也得在招呼时及道别时握手。

15、营业时间

邮局营业时间：星期一～星期五上午08：00～下午05：30 星期六上午08：00～下午01：00

银行营业时间：星期一～星期五上午09：30～下午04：00 星期六、星期日、假日休息。

商店营业时间：一般营业时间为9:00-16:00，但周四到7:00，周六则到14:00。要留意许多博物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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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间相当短，通常只从11:00-15:00，参观行程不得不赶些。周日大部份商店包括面包店、杂货

店及许多的餐厅，都休业。

16、免税 / 退税 / 机场税：大部份货品及服务的定价中已经包含20%的商品加值税(VAT)，出租车

则有含税及不含税两种报价。若在同一家店里购物价值满308克郎，而且店家贴有“Tax Free for To

urist”的标示你可获退商品加值税，其扣除服务费后，约可退回总价的10-17%。凭着护照，店家

必须为你开立“免税购物单”(Tax-Free Shopping

Cheque)，离境挪威便可凭此单据、连同购得物品，向海关办理退税。

17禁忌

挪威的风俗习惯很有些奇特之处。在挪威最流行的是红色，女孩的大衣、儿童的滑雪衫或是男人

毡帽的镶边全是红色。

挪威人的饮食大都很简单，圣诞节的圣诞晚餐吃烤饼。平常日子多喜吃海鲜品、肉肠、熏鱼、酸

菜及各种乳制品。

挪威人有一种奇特的礼节，即人与人谈话时要保持固定的距离。认为谈话双方相距1.2米左右是最

佳的合乎习惯的距离。否则超越或不足该国人的习惯距离都要被看作是不礼貌的举动，会使谈话

气氛冲淡或出现不愉快的拘谨。

守时是挪威人的特殊习俗，不守时不但失礼，还视为不守信用，万一因某种原因不能守时，应先

打电话，说明原因，取得谅解。

挪威忌讳“13”和星期五，故不要谈“13”和星期五的话和事。室内不要戴帽子，也是挪威的习

俗。不要惊吓河鸟，因河鸟是挪威的国鸟。挪威人民非常爱这种鸟，政府规定不准捕捉或损害河

鸟。

若第一次拜访或应邀出席家宴，客人如能带去一束花或糖果作为礼物送给女主人，那将是非常受

欢迎的。在吃饭期间，客人应向主人祝酒，但这只限于客人在6位以下的时候，如果超过6位，就

不可以向女主人祝酒，因为如果客人都向女主人祝酒，无疑会使她喝醉。散席时，务必向女主人

正式道歉。

18、攻略中所提到的时间和价格仅供参考，均以实际情况稳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挪威王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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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挪威王国大使馆

http://www.chinese-embassy.no/chn/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30（节假日除外）

地址：Holmenveien 5， Vinderen，Oslo

电话：0047-22490570（14:00-16:00）

紧急领事保护电话：0047-93066621

传真：22920677

电子邮件：VISA@CHINESE-EMBASSY.NO CONSULAR@CHINESE-EMBASSY.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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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挪威旅行关键词

书籍

《阳光不锈:不再陌生的挪威》 

 

挪威，大自然的赋予。险峻的瀑布悬挂在巍峨的山峦之间，深蓝色的海水，映照着蔚蓝的天空。

乘坐观光列车行驶在世界上最陡峭的弗洛姆铁路，越了冰河与海水侵蚀出的美丽牡观的挪威峡湾

，映入眼帘的，全是绝美的壮丽河山，碧海蓝天。那种壮阔的震撼，直抵灵魂。在挪威，可以为

神奇的北极光而陶醉，也可以为壮丽的峡湾而落泪。除了感动于自然，还可以游走在博物馆和美

术馆中，在挪威悠久而浓郁的绘画，雕刻和戏剧等文化气息中，进行一次艺术熏陶，肃立在古斯

堵夫�维格兰、亨利克�易卜生的雕像前，进行一次对大师的顶礼膜拜。用一个朋友的话说：“

挪威，美得让人想哭”。

《峡湾之国: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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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湾之国:挪威》取名为《峡湾之国——挪威》，是因为在挪威众多秀丽的自然景观中，峡湾最

具有挪威特色，也最具有代表性。挪威峡湾以其气势磅礴和多姿多彩而闻名于世，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峡湾是挪威人的骄傲和自豪，被视为挪威的灵魂。

音乐

《Burning》 

                                           105 / 109



�������

挪威：万岛之国

Burning，挪威歌手Maria Arredondo (玛丽亚�亚瑞唐多)的专辑名、同名歌曲，一张相当好听的英

文女声专辑，有一种令人如痴如醉的浪漫气氛，更带着些许哀伤之感。

《Norwegian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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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20世纪60年代的The

Beatles（甲壳虫乐队，或译为披头士），唱出了名闻世界的歌曲《Norwegian Wood》，清脆的旋

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一首悲欢的青春恋曲，多愁善感，柔情似水，如激弦，如幽曲，纯而

又纯的青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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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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