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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卑尔根、斯塔万格等峡湾周边的大城市都会有公共图书馆，大家
可以自由进入查阅当地的旅游书籍。

★ 在挪威，自来水是可以直饮的。来到了峡湾地区，有机会别忘了
尝一下这边几乎没有污染的冰川融水，口感很好，如果包装一下就
可以变成奢侈品卖了。

★ 峡湾地区有不少适宜海钓的地点，不妨带上钓具在徒步的间歇来
一试身手，而且不需要收费。如果是淡水湖泊，建议您先咨询当地
的旅游咨询中心或是户外用品店是否需要购买钓鱼卡。

★ 挪威及整个北欧地区以高物价出名，2010年的数据显示挪威的
食物价格比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接近一半。不过大家可以预订
带厨房的住宿，方便自己做吃的。

★ 如果对当地交通行程表有疑问，可以用手机可以直拨177询问大
巴、渡轮等信息，拨通后选择对应地区的号码，很实用！

★ 网上预订或者现场购票时注意学生、老人在很多地方有优惠，通
常也有来回交通的套票(return tickets)，比如卑尔根机场大巴、部
分长途大巴和渡轮。请大家带好相关证件。

★ 请确认各个地方的公共交通时间表(分夏季和冬季时间表)，如果
是挪威的法定节假日，特别是复活节和圣诞节期间。如果计划圣诞
节期间来峡湾玩，一定要事先查好交通路线，因为是旅游淡季再加
上公众假期，很多线路会暂停。

★ 每年的5-7月，挪威各地有很多音乐节和展览，大家可以到各地的
游客中心网站查找当月的文化活动。

★ 北欧总体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但还是建议女生门不要晚上独自在
外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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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语言帮助
挪威的官方语言是挪威语(Norwegian)，但是英语的普及率很高。

挪威语官方书写体分为Bokmål和Nynorsk。有85％-90％的人口使

用Bokmål。在北部地区，有少数人会讲萨米语(Sami)。挪威语字母

比英语多出å，ø，æ三个字母。 

★ 常用会话
Ja - 是                                      Nei - 不是

Takk - 谢谢！                          Vær så god - 不客气

Hallo - 你好                               Ha det - 再见

Hvor mye ? - 多少钱？               Hvor er ⋯? - ⋯在哪里？

WHva er det? - 这是什么？         Hjelp！- 救命！

Jeg er syk! - 我病了！

Ring en lege! /Ring politiet! - 打电话给医生／警察局！

★ 文字标识

Tog - 火车                                 Kirke - 教堂

Flyplass - 机场                           Toalett - 厕所

Sykehus - 医院                          Åpen - 开放

Butikk - 商店                             Stengt - 关闭

峡湾速写
插座：    电压：230V 频率：50Hz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挪威的海岸线是如何曲折复杂，也很
难不为这里的宁静、壮美而陶醉。在挪威的民间故事中，这些峡湾
是由山妖或其他巨人修建的。在峡湾壮美的山峰、冰川、瀑布、悬
崖中，也有亲近大自然的港口城市，宁静的小镇和果园。你可以乘
坐大巴和渡轮到著名的观景台上俯瞰峡湾，或者尝试一下步道石、
奇迹石等著名的徒步路线，也可以乘坐邮轮舒服地在峡湾中航行，
当然最方便的当然还是自己驾车去体会峡湾地区险峻的公路。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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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包含了旅行者最常去的四个峡湾：在著名的步道石和奇迹
        石上俯瞰几百米深渊的吕瑟峡湾(Lysefjord)；遍布果园的哈
当厄尔峡湾(Hardangerfjord)；交通最便利，拥有高山铁路和冰川
的松恩峡湾(Sognefjord)；以及瀑布和壮美群山环绕的盖朗厄尔峡
湾(Geirangerfjord)。

挪威峡湾地区的交通方式是网状的，每个峡湾都有5-6个主要城镇，
峡湾横跨3个省，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巴、渡轮公司，再加上火车和
游轮，就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设计合适的线路吧。如果您有点野，喜
欢户外徒步，峡湾附近广阔的山地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 Tips：峡湾户外
挪威西部雨水充沛，风大，天气多变。因为风向多变的原因，雨水
是不定向的，特别是在山区，打了伞还是会被淋湿。大家注意要准
备好防风防水的冲锋衣和裤子，如果去爬山的话最好带双鞋底比较
硬，防水防滑的登山鞋(goretex)，也别忘了带上太阳镜可以防止紫
外线对眼睛的伤害。

大多数的徒步线路都有明确的标示，相关的地图可以在官方旅游网
站，旅馆，当地旅游咨询中心(Tourist information)或者挪威徒步
协会网站(www.turistforeningen.no)或者其咨询中心找到。挪威有
很多露营地，可以自备帐篷露营或者租用木屋。根据当地法规，您
可以在任何开阔地区(除了耕地和路边停车场)搭帐篷露营，但必须和
最近的房屋或木屋保持最少150米的距离。如果打算长途徒步或者
去比较偏远的地方，建议带上干粮和水，因为山区可能买不到食
物。另外，和北欧大部分地区一样，周日这里的商店都是关门的，
除了小部分超市(如Joker，Bunnpris)和便利店(如7-eleven)。依据
自己的身体条件和爬山经验设计路线，最好结伴同行。

大家安排行程的时候尽量不要安排的太满，一是因为当地的交通不是
很频繁，如果赶不上一班车的话可能会把整个计划打乱；二是因为来
峡湾主要是见证大自然的奇妙，很多地方需要徒步去发现，探索不像
去人文历史比较丰富的地区那么集中。慢，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由于峡湾地区景点分散，交通链接方式更是因大家的目的地和时
间而定。如果时间比较紧，建议参考 www.fjordtours.com或者
www.fjordnorway.no提供的线路走。

★ Tips：峡湾是怎样形成的
峡湾是由于冰川移动而形成的独特地形。在一万多年前的末次冰
期，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被厚厚的冰原覆盖，冰原边缘的冰川从
高处向下滑动，将山壁磨蚀，形成峡谷。随着时间的推移，冰川开
始融化，海平面上升，这些峡谷被海水倒灌后，就形成了峡湾。在
整个挪威的西部沿海，可以看到很多陡峭的山壁中细长的峡湾。峡
湾的英文fjord这个词就是从挪威语中来的。

请记得爱护自然，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用品。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推荐路线
★ 走马观花线路
如果时间有限，可以参考挪威缩影(Norway in a nutsell)的行程，从奥斯

陆出发坐火车到米达尔(Myrdal)，换乘弗洛姆高山火车(Flåmsbana)看艾

于兰峡湾山谷，到达弗洛姆(Flåm)后坐观光游轮欣赏松恩峡湾的分支

——纳柔依峡湾(Nærøyfjord)。然后从古德旺根(Gudvangen)坐大巴到

沃斯(Voss)，再坐火车到达卑尔根。也可以从卑尔根反过来走。这段行
程可以1天内完成，也可以分开2,3天玩，在弗洛姆或者其他小镇小憩。
大家可以在奥斯陆或卑尔根的游客中心买交通套票，也可以分段买票。

★ 户外线路
如果想用1周的时间深度游览峡湾，建议坐飞机到卑尔根或者斯塔万
格，选2-3个峡湾(比如松恩＋吕瑟峡湾)，交通住宿相对方便，在喜
欢的小镇租辆自行车，或者登上布道石寻找刺激。

★ 自驾线路
如果想花1-2周，在当地租车随心所欲畅游峡湾，建议以斯塔万格或
者特隆赫姆(Trondheim)作为起点，从南到北或者从北到南，沿着
几条国家旅游线路开上雪山之颠，在峡谷中穿行。建议带上渔具和
烧烤架。

★ 邮轮线路
如果您想在玩得轻松的前提下饱览峡湾美景，可以参考海达路德豪
华游轮线路一路由南向北直达欧洲大陆最北角或者乘坐中间的一
段，比如夏季从卑尔根到盖朗厄尔。

★ Tips：国家风景线

挪威交通局为游客们设计了18条国家风景线，其中半

数都在峡湾地区。这些线路可能不是到达预计目的地

的最快线路，但每一条线路都有其独特之处，大家不

妨沿着这些风景线走一段，绝对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
惊喜，领略到挪威大自然最美的一面。

www.turistveg.no

实用信息
★ 电话 

挪威当地的电信公司主要有Netcom/Chess、Telenor/djuice。大

部分的超市、便利店和加油站都可以买到预付费手机卡，里面包含

话费。以ChessKontant Global为例，手机卡为100克朗，内含50

克朗资费。挪威境内通话资费为接通费1克朗加通话费每分钟0.9克
朗。短信0.4克朗，3G漫游每兆流量5克朗(每天20克朗封顶)。买卡

的地方都可以充值。在峡湾的大部分地区手机信号都比较强，通话

没有问题，但是3G网络可能比较差。

★ 网络

一般旅馆和青年旅舍内都有wifi，较大的咖啡店、公共图书馆也都有

免费上网，但可能需要索取密码。

★ 货币帮助 
挪威不属于欧盟(虽然属于申根区)，使用挪威克朗(kr)，换算人民币
大约1克朗＝1.05-1.10人民币。建议在forex或者银行用欧元或者
美元换汇。一般来说forex汇率比较划算，在奥斯陆和卑尔根市中心
都有。大部分的超市或商店不接受欧元现金。挪威没有支持银联卡
的ATM机，大部分的商店不可以使用国内银联。除了小店和小摊，
都可以使用visa、master等信用卡。

★ 邮局  
如果想寄信或者名信片，可以到邮局、游客中心或者超市找邮局的
柜台购买信封、邮票。寄明信片到中国费用为14克朗。

http://www.turistforeningen.no/
http://www.turistforeningen.no/
http://www.fjordtours.com
http://www.fjordtours.com
http://www.fjordnorway.no
http://www.fjordnorway.no
http://www.norwaynutshell.com/
http://www.norwaynutshell.com/
http://www.turistveg.no
http://www.turistveg.no


P 3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来挪威西海岸的旅游旺季是6月到9月。从6月开始气温开始升高，

日照时间变长，植被开始茂盛，大部分高山公路的积雪也已经融

化。进入9月之后，降雨量开始加大，气温开始下降。10月以后可

能会下雪，白天很短。挪威的昼夜温差比较大，也取决于风的大
小，通常夏天白天最热可达30摄氏度，晚上可能降到10度左右。

★ 节日

挪威国庆节 Constitution Day  

5月17日是挪威举国欢庆的大日子。在奥斯陆和卑尔根的市中心都有

大规模的游行，非常热闹。挪威人都会穿上属于自己的传统服饰上街

观看游行。小朋友们会代表自己的学校，敲锣打鼓参加游行，大学的

各个院系，只要是非盈利性组织都可以申请加入游行队伍中。游行一
般从早上8点多就陆续开始了，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结束。

甜樱桃节(Morellfestivalen)，洛夫特胡斯(lofthus) 

7月26-29日，在每年7月的左右一个周末，在洛夫特胡斯都会由当地

的果农和居民一共组织甜樱桃节，距今已经有17年的历史了，为的是

纪念从18世纪初在当地开始种植樱桃的传统。

www.morellfestivalen.no

卑尔根食品节 Bergen Food Festival ，卑尔根 

9月7-9日，卑尔根食品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9年，为的是维系

卑尔根作为农产品集散地的传统。从2002年开始，食品节从原来的
一年延长到三天，大家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峡湾地区各式各样的土特

产，从新鲜的水果到浆果、果酒、海鲜、腊肉等。大部分的产品都

是来自附近的小作坊，所以既新鲜又有峡湾特色。地点在卑尔根的

地标，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里根(Bryggen)木屋前。

交通 
★ 飞机
进出挪威西海岸，最方便最主要的国际机场，是卑尔根的弗莱斯兰
机场(Bergen Airport, Flesland)和斯塔万格苏拉机场(Stavanger 
Airport, Sola)。从中国目前没有直达挪威的航班，不过北欧航空
(SAS)有从北京、上海、香港经哥本哈根到卑尔根的航班。其他航空
公司如汉莎航空、荷兰皇家航空、芬兰航空、国航也都有转机到卑
尔根的航线。欧洲境内和挪威国内航班可以查询北欧航空公司、挪

威航空公司(Norwegian Air Shuttle)和Widerøe航空公司。峡湾地

区的主要机场有：

✈ 卑尔根弗莱斯兰机场 Bergen Airport, Flesland，BGO
机场位于卑尔根的西南边，距离市中心19公里。往返市中心(巴士
站，SAS等酒店)的机场巴士最早一班3:50，最晚一班取决于最后一
班航班，至少半小时一班(每人单程95克朗，往返150克朗)，行程
大约25分钟。坐的士的话大约330克朗。另外还有班船去往
Austevoll 、Sunnhordaland、Stavanger等地。
www.avinor.no/en/airport

✈ 斯塔万格苏拉机场 Stavanger Airport, Sola，SVG

机场位于斯塔万格南边14公里。往返市中心(Fiskepiren码头，SAS
等酒店)的机场巴士至少半小时一班(每人单程100克朗，往返150克

朗)，行程大约半小时。打车的话大约400克朗。
www.avinor.no/en/stavanger

✈ 海于格松机场 Haugesund Airport, Karmøy，HAU
机场位于海于格松南边13公里，廉航瑞安航空(Ryanair)经营着到这
里的几条航线。至少半小时有一班大巴(70克朗)开往市中心，另外
瑞安的每趟航班还会有一班大巴(90克朗)，打车约260克朗。
www.avinor.no/en/airport/haugesund

★ Tips：挪威常用的航空公司

www.sas.no 北欧航空公司

www.norwegian.no 挪威航空公司

www.wideroe.no Widerøe航空公司

www.lufthansa.com 汉莎航空

www.klm.com 荷兰皇家航空
www.finnair.com 芬兰航空

www.ryanair.com 瑞安航空，海于格松(Haugesund)机场

www.dat.dk 丹麦航空

★ 火车

峡湾地区的几条铁路都拥有优美的风景。著名的卑尔根铁路

(Bergensbanen)，从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到卑尔根横穿哈当厄高

原(Hardangervidda)，被公认为世界最美，最令人激动的铁路。它

穿过常年被积雪覆盖的芬瑟(Finse) ，最高海拔1222米，全程长479

公里，行驶时间约6 . 5个小时。另外还有弗洛姆高山火车

(Flåmsbana，www.flaamsbana.no)，可以从米达尔(Myrdal)换乘

前往位于松恩峡湾的分支艾于兰峡湾(Aurlandfjord)中心地区的弗洛
姆。如果从奥斯陆出发，想陆续纵向游玩多个峡湾，也可以选择坐火

车到斯塔万格或者特隆赫姆(Trondheim)作为峡湾游的起点或终点。

除了以上两条铁路，还有饶玛铁路(Raumabanen)，在盖朗厄尔峡湾

附近，以梦幻饶玛河(River Rauma)命名，来往于Åndalsnes与

Dombås之间，再延伸至奥斯陆。火车票价参阅挪威国铁官网

(www.nsb.no)，可能订到199克朗的折扣票，也可以使用欧铁通票

InterRail和Eurail卡。和欧洲大部分火车站一样，挪威各大城市的火

车站和巴士站也都在市中心，到机场和港口都有直达公共交通。

★ 大巴接驳渡轮 
由于西部海岸线非常曲折，各个峡湾之间没有铁路相通，所以最便

捷、经济的方式就是乘坐大巴(接驳渡轮)了。许多客运线路间都可以

互相转乘，巴士也经常和渡轮连接。和大巴接驳的都是汽车轮渡，

比较频繁(通常15分钟-2小时每班次)。虽然长途客车网络较为发

达，但是一些偏远地区可能每天只有少数班次接驳，所以要事先查
好时间表。多数巴士公司都提供学生、小孩、老人和团体折扣。

www.kystbussen.no 卑尔根来往斯塔万格大巴

www.nettbuss.no 卑尔根来往斯塔万格大巴, 有wifi

www.nor-way.no Nor-Way，挪威最大长途客运巴士公司

★ 快艇和邮轮
在岛屿、峡湾之间穿梭除了接驳汽车的轮渡，还有观光快艇(每天1-4
班次)和海达路德豪华邮轮(Hurtigruten)，沿途经停各个小镇。海达
路德游轮(Hurtigruten, www.hurtigruten.com)有悠久的历史，始

http://www.morellfestivalen.no
http://www.morellfestivalen.no
http://www.avinor.no/en/airport/bergen
http://www.avinor.no/en/airport/bergen
http://www.avinor.no/en/stavanger
http://www.avinor.no/en/stavang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ugesund_Airport,_Karm%C3%B8y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ugesund_Airport,_Karm%C3%B8y
http://www.sas.no/
http://www.sas.no/
http://www.norwegian.no/
http://www.norwegian.no/
http://www.wideroe.no/
http://www.wideroe.no/
http://www.lufthansa.com/
http://www.lufthansa.com/
http://www.klm.com/
http://www.klm.com/
http://www.finnair.com/
http://www.finnair.com/
http://www.ryanair.com/
http://www.ryanair.com/
http://www.dat.dk/
http://www.dat.dk/
http://www.flaamsbana.no
http://www.flaamsbana.no
http://www.nsb.no/
http://www.nsb.no/
http://www.kystbussen.no/
http://www.kystbussen.no/
http://www.nettbuss.no/
http://www.nettbuss.no/
http://www.nor-way.no/
http://www.nor-way.no/
http://www.hurtigruten.com
http://www.hurtigruten.com


P 4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于1893年，从卑尔根经过奥勒松(Ålesund)直达盖朗厄尔峡

           湾(仅夏季停靠), 或继续北上抵达北极圈内的希尔克内斯
(Kirkenes)，从南到北共11天，停靠点缀挪威西海岸的35个港口，每晚
一班从卑尔根出发。由于线路错综复杂，建议下载挪威峡湾官方手册
(www.fjordnorway.com)或者参照各营运公司的网站：
www.fjord1.no 盖朗厄尔峡湾、松恩峡湾地区交通
www.tide.no 松恩、哈当厄尔峡湾地区交通
www.rodne.no 吕瑟、哈当厄尔峡湾快艇

www.norled.no 哈当厄尔和吕瑟峡湾渡轮 

★ 自驾
自驾是体验挪威风土人情最随兴的方式。驾车盘旋在依山傍海的山
间，想停就停。所有的机场和城市都有租车服务。你可以通过租车公
司的网站(如avis www.avis.com，Hertz www.hertz.no)在线订车，
记得租车之前请要先确认是否认可中国驾照及翻译公证。

★ Tips：峡湾地区交通网站
www.fjord1.no  盖朗厄尔峡湾，松恩峡湾地区交通
www.177mr.no  盖朗厄尔峡湾地区交通
www.tide.no  松恩，哈当厄尔峡湾地区交通
www.ruteinfo.net  松恩峡湾地区交通
www.skyss.no  哈当厄尔峡湾地区交通
www.kolumbus.no  吕瑟峡湾地区交通
www.fjordnorway.com  挪威峡湾
www.fjordtours.no  峡湾地区的旅游路线

餐饮 
由于挪威是出了名的高物价，而且除了松恩峡湾各大小镇之外，其

他地区的餐馆都比较分散，比较建议大家事先在超市买好食物。在

一般的本地餐馆一份午餐三明治大约70-90克朗，主餐200-250克

朗。在挪威的大部分渡轮上都有卖华夫饼(Wa f f e l )和松饼

(Pancake)，加上果酱和酸奶油(Sour cream)也很美味。如果在城
市，您可以尝试土耳其和中东地区移民开的肉卷(Kebab)，性价比挺

高。在傍晚海边的特色餐厅吹吹海风，吃顿地道的三文鱼(salmon/

laks)、鳕鱼(cod/torsk)、海平鲉(red fish/Uer)、比目鱼(halibut/

kveite)或者吕瑟峡湾地区特产的羊肉和北挪威的驯鹿肉(Reindeer)，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北欧烹调很讲究食材的新鲜，再加上得天独厚的

渔业资源和夏天的长日照让旅游季节充满了美食的诱惑。

挪威特产羊乳酪(Brown cheese/Brunost)、沙丁鱼罐头(King Oscar 

sardines)都可以在超市买到。如果想了解下当地的海鲜特产，不要错

过卑尔根码头附近的鱼市(fisktorget)。如果你还是比较习惯中餐，可
能就会比较无奈了，即使相比欧洲其他地方也比较难找。挪威的中餐

馆基本集中在各个大城市，在峡湾地区比较少, 价格约100-150克朗。

住宿 
在卑尔根和斯塔万格等大城市，推荐大家住交通比较便利，靠近市

中心的旅馆或者青年旅舍，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浪费在交通上的时

间，同时博物馆、超市、餐馆等也集中在周边，便于出行。大家可
以在www.booking.com , www.hihostels.no等网站上预订。由于

挪威的旅馆季节性比较强，所以数量不是很多，而且价格比较贵

(800-1200克朗双人间/晚)。大家最好尽早预定。

购物 
挪威的打折季一般从6月底开始到7月中旬，冬季打折从1月到2月。

在挪威并不适合购买LV等时尚奢侈品，但是对于热衷户外运动的挪

威人来说，随处可见户外装备中的北欧本土奢侈品牌，例如
Haglofs、 Bergans、Hilleberg、Fjvall Raven、Peak performance、

Norrona等。虽然相比北欧其他国家，挪威的设计品牌不那么出名，

但在卑尔根或者斯塔万格市中心四处逛逛，总能淘到让您爱不释手

的餐具和饰品。另外，驯鹿皮、鱼油、烟熏三文鱼都是很不错的送

赠亲友的礼品。

★ 购物退税
如果你不住在挪威，您有权在离开挪威境内时要求退还附加税

(VAT)。最低退税商品价格根据您的居住地而定，如果是北欧外地区

的话是250克朗，北欧其他国家是1000克朗。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大部分商店可以开具退税单。离境时可以在机场办理退税。

吕瑟峡湾 Lysefjord 
吕瑟峡湾的出名皆因那块耸立在海平面604米高悬崖的布道石

(Preikstolen)。峡湾全长42公里，以两岸高耸，笔直的山壁，奇石

和茂盛的植被闻名。居高临下看峡湾才能真正领略它令人窒息的

美，再加上这垂直的落差，让这块石头被称为挪威峡湾的地标，同

时也是挪威最受喜爱的户外徒步目的地之一。除了布道石，附近谢
拉格山(Kjerag)的奇迹石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挑战自己的必经之

地。除了户外运动，当地的石油文化、美食文化在挪威都是独树一

帜的。推荐天数：2-3天

★ Tips：不容错过

登山爱好者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不要错过站在布道石和奇迹石体

验峡湾的绝妙机会。如果您比较喜欢舒适地游览峡湾，也可以坐游

轮从斯塔万格出发，观赏吕瑟峡湾两岸群山和奇石(查询和预订：

www.norled.no，www.rodne.no)。

★ 游客中心Tourist information

吕瑟峡湾所在的罗加兰郡(Rogaland)旅游咨询网站：

www.regionstavanger.com  (斯塔万格及附近)

www.ryfylke.com  (斯塔万格附近的ryfylke地区)

www.nordsjovegen.no (几条旅游线路，可以追寻维京人的遗迹，

品位挪威小镇的独特风情)

www.fiskepirterminalen.com (斯塔万格出发渡轮)

斯塔万格游客中心

地址：Domkirkeplassen 3, Stavanger. 
开放时间：6月-8月，每天：9：00-20：00；9月-5月，周一到周

五：9：00-16：00, 周六：9：00-14：00

电话：＋4751859200, 51859202

除了旅馆之外，峡湾地区的小镇有很多木屋(Cabin/Hytte)、营地木

屋(Camping site cabin/hytte)、民宿(Guesthouse/Gjesthus)可

以过夜。它们通常比旅馆要便宜不少，200-300每人/晚，性价比

高，可供2-8人同住，大部分带厨房，设施齐全，床单可租也可自

带。大家可以通过当地旅游咨询中心的网站查找。

http://www.fjordnorway.com
http://www.fjordnorway.com
http://www.fjord1.no/
http://www.fjord1.no/
http://www.tide.no/
http://www.tide.no/
http://www.rodne.no/
http://www.rodne.no/
http://www.norled.no/
http://www.norled.no/
http://www.avis.com
http://www.avis.com
http://www.hertz.no
http://www.hertz.no
http://www.fjord1.no/
http://www.fjord1.no/
http://www.177mr.no/
http://www.177mr.no/
http://www.tide.no/
http://www.tide.no/
http://www.ruteinfo.net/
http://www.ruteinfo.net/
http://www.skyss.no/
http://www.skyss.no/
http://www.kolumbus.no/
http://www.kolumbus.no/
http://www.fjordnorway.com/
http://www.fjordnorway.com/
http://www.fjordtous.no/
http://www.fjordtou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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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ing.no
http://www.hihostels.no/
http://www.hihostels.no/
http://www.norled.no/
http://www.norled.no/
http://www.rodne.no
http://www.rodne.no
http://www.regionstavanger.com/
http://www.regionstavanger.com/
http://www.ryfylke.com/
http://www.ryfylke.com/
http://www.nordsjovegen.no/
http://www.nordsjovegen.no/
http://www.fiskepirterminalen.com/
http://www.fiskepirterminalen.com/


P 5 放慢你的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不要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 景点
          挪威石油博物馆 Norwegian Petroleum Museum 

见地图A标识 
博物馆位于斯塔万格(Stavanger)海港。斯塔万格是挪威第四大城
市，西部的石油重镇。飞机和大巴都可以到达斯塔万格(参见交通章
节)。在挪威石油博物馆可以了解石油形成，探测和开采等科普知
识。丰富的多媒体演示和电影放映很值得去看。
地址：Kjeringholmen (码头旁边)。
开放时间：6月1日-8月31日10:00-19:00，9月1日-次年5月31日
周一到周六10:00-16:00，周日10:00-18:00。
门票：80克朗。
电话： ＋4751939300 
www.norskolje.museum.no

布道石 Preikstolen 见地图A标识 
布道石是吕瑟峡湾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是一块凌空604米的巨大岩
石，从接连的山脊突出30多米，相当壮观。每年有几十万游客慕名
前往。这块岩石也是俯瞰吕瑟峡湾，领略峡湾之美的最佳地点之一。
岩石平面的面积约600平方米。通往布道石的登山径全长3.8公里，
从起点开始有大约330米的上坡。沿途都有红色T字标记。从起点来
回大概4-5小时，中等强度。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但由于山上会有积雪，建议大家在5月到10月
之间前往。
交通：除了自驾前往，也可以在夏季从斯塔万格码头(Fiskepiren 
Ferry Terminal)乘坐去陶(Tau)的游轮(5月21日-9月14日，周一到
周五08:30，09:00，10:00，13:30，15:00，18:30；4月14日-9
月30日，周六08:00，09:30，14:00，15:30，18:30，周日
08:00，09:00，09:30，13:30，15:00，18:30)，然后接驳大巴
到登山径起点布道石山地旅舍(Preikstolen Mountain Lodge), 见地

图A标识 单程1个半小时左右，约130克朗。建议可以在旅舍住宿
一晚(约300克朗每人每晚，包早餐)，次日用完早餐再去爬布道石。

谢拉格山与奇迹石 Kjerag & Kjeragbolten 
见地图A标识 
谢拉格山虽然没有布道石出名，但在登山爱好者的心中仍是徒步圣
地。它笔直地竖立在吕瑟峡湾深处，最高海拔1020米。从山腰的停

哈当厄尔峡湾 Hardangerfjord 
哈当厄尔以挪威的果园著称。在这里，峡湾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北欧
海拔最高的哈当厄尔高原(Hardangersvidda)重叠在一起。它的美
不仅仅在于峡湾，还有山谷、瀑布、冰川、果园相互呼应。春天的
哈当厄尔可以说是挪威这个季节最美的地方，漫山开花的果树(苹
果、李子、樱桃)充满了生机。由于这里独特的气候特别适合果树的
生长，从13世纪开始至今苹果树的种植和苹果酒的生产是哈当厄尔
的一大特色，一定不能错过！每年的7-10月更是可以品尝从果农那
直接购买新鲜的水果。从卑尔根出发，您可以在于尔维克(Ulvik)、
埃德峡湾(Eidfjord)、乌托内(Utne)、罗森达尔(Rosendal)、奥达
(Odda)驻足，享受这份弥漫着果香的宁静。推荐天数：2-3天

车场(Øygardstøl，意为鹰巢 见地图A标识 )出发，登山径单程全

长6公里，从起点开始有600米的落差。登山径和布道石一样，沿途
都有红色T字标志。前半段需要借助铁锁攀爬，强度比较大，来回大
概5-6小时。谢拉格伯顿石(Kjeragbolten)也被称为奇迹石，是悬空
于峡湾1000米，夹在两块巨岩裂缝中的一块直径约2米的石头。勇
于挑战自己的人们可以站在石头上，很是刺激。
开放时间：由于登山径大部分被积雪覆盖，要到6月才能逐渐显露。
建议大家在6月-9月前往。
交通：从6月23日-9月2日，从斯塔万格码头(Fiskepiren)坐7:30的
大巴，经过风景秀丽的西达尔山地(Sirdal)，10点左右到达谢拉格
登山径的起点。大巴会经停一家精致的蜡烛店，大家可以购买餐
具、装饰品和其他纪念品。爬完山后，大巴会在16:45从起点停车
场出发回斯塔万格，19:15到达。大巴由Tide Re iser营运
(www.tidereiser.com)，来回票价为490克朗。如果是自驾的话，
从6月23号-9月2号期间可以从斯塔万格出发先开到劳维克
(Lau v v i k )再坐汽车渡轮10 : 00出发，11 : 30到吕瑟伯顿
(Lysebotn)，再开到山腰的停车场。预计5-6小时爬完后赶18:00
的渡轮，20:30到劳维克，再回斯塔万格。船票最好提前预定，以
防船上没有车位，预订网站：www.norled.no。如果想多储备点体
力，也可以在吕瑟伯顿住下(如Kjerag Lysebotn Camping 
Resort, +47994 995 99), 第二天再爬谢拉格山。

作者推荐

作者推荐

http://www.norskolje.museum.no/
http://www.norskolje.museum.no/
http://www.tidereiser.com/
http://www.tidereiser.com/
http://www.norled.no
http://www.norled.no


P 6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哈当厄尔峡湾所在的霍达兰郡(Hordaland)旅游咨询网站：

www.hardangerfjord.com(有关哈当厄尔峡湾)

www.visitvoss.no (Voss的旅游网站)

www.visitsunnhordaland.no(哈当厄尔峡湾南面的Sunnhordland)) 
www.visitnordhordland.no (哈当厄尔峡湾北面的nordhordland)

卑尔根游客中心

地址：Strandkaien 3, Bergen

开放时间：6月-8月8:30-22:00；5月及9月9:00-20:00；其他月份

周一到周六9:00-16:00。

电话：＋4755552000

www.visitbergen.com

★ 景点

果园

哈当厄尔峡湾最吸引人的除了峡湾的风景之外就是当地特产的水果

了。在13号、550号公路沿线有很多小果园。几百年来，当地的人

都以种植果树为生至今。拜访于尔维克、洛夫特胡斯(lofthus)任一果

园品尝樱桃、苹果、梨、李子和苹果酒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通常草莓
和樱桃在7月初开始就可以买到，李子和苹果要等到8月、9月才有。

交通：可以坐Norled的渡轮或者skyss公司的大巴前往乌托内、于

尔维克、洛夫特胡斯、埃德峡湾的果园。

沃尔令斯大瀑布 Vøringsfossen 见地图B标识 
沃尔令斯大瀑布是挪威最著名的瀑布之一，高约182米，垂直落差

达145米。瀑布位于毛博谷(Måbødalen)，距离埃德峡湾(Øvre 
Eidfjord)大约18公里。大多数游客选择从顶端或者底端观赏瀑布。

很多瀑布的明信片都是在Fossli旅馆附近取景的，在这可以看到瀑布

以及附近峡谷的全景。

交通：只能自驾前往。

福尔格冰川 Folgefonna Glacier 见地图B标识 

福尔格冰川是挪威大陆第三大冰川，您可以到夏季滑雪中心滑雪或

者参加冰川观光团在专业指导下体验踏上蓝色的冰川。可以在于达

尔、奥达的游客咨询中心咨询关于冰川徒步等活动。

电话：+47 95117792

www.folgefonni-breforarlag.no

恶魔之舌 Trolltunga 见地图B标识 

恶魔之舌是一块凌空横在海平面上1000多米的巨大岩石，被称为哈

当厄尔的布道石，气势磅礴。从图斯达尔(Tyssedal)出发来回恶魔

的舌头需要10小时左右，适合徒步爱好者前往。

交通：可乘大巴前往图斯达尔(Tyssedal)，班次在www.skyss.no查

询。除此以外只能自驾前往。

罗森达尔伯爵庄园 Rosendal Barony 见地图B标识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小的“宫殿”，在挪威独一无二。现在以其文

艺复兴的建筑风格和公园中的玫瑰园闻名，周围的瀑布，花园，峡

湾，被积雪覆盖的高山构成了一幅幅绝美的山水画卷。

交通：从卑尔根可以坐船直达罗森达尔，单程2小时，可以当天来

松恩峡湾 Sognefjord 
松恩峡湾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峡湾，全长204米，最深处达1308米，
峡湾边上的山峰最高达2405米。松恩峡湾是挪威四大峡湾中交通最
便利的一个。无论是从奥斯陆(Oslo)还是卑尔根(Bergen)出发，方
便的火车、渡轮、大巴的接驳让松恩峡湾成为领略挪威峡湾最便捷

的去处。惊险陡峭的弗洛姆(Flåm)高山铁路，莱达尔(Lærdal)小
镇，被称为艺术家小镇的艾于兰(Aurland)，被世界遗产组织

(UNESCO)收录的作为松恩峡湾分支的纳柔依峡湾(Nærøyfjord)都
是松恩峡湾的精髓所在。推荐天数：2-3天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松恩峡湾所在的松恩-菲尤拉讷郡(Sogn og Fjordane)旅游咨询网
站：www.fjordkysten.no  (峡湾西部海岸的fjordkysten)
www.sognefjord.no  (松恩峡湾旅游信息)

www.alr.no  (Flåm周边地区旅游咨询)

www.ruteinfo.net/en  (郡内交通信息)

www.norwaynutshell.com  (挪威缩影，提供Flåm为中心的几条旅

游线路)

弗洛姆游客中心

地址：5742 Flåm(渡轮码头旁)

开放时间：6月-8月每天：8:30-20:00；9月每天8:30-16:00
电话：＋4757632106
www.sognefjord.no

★ 景点

弗洛姆高山铁路 Flåmsbana 见地图B标识 
世界上最美，最陡峭的高山铁路之一，从865米海拔的米达尔

(Myrdal)山区直下到艾于兰峡湾的深处——弗洛姆，全长20公里。

这段铁路的80％路段建在55％坡度的山坡上。始建于1923年，历

时20年完成，被称为挪威最伟大的工程奇迹。在火车上欣赏山谷、

瀑布、悬崖、雪山构成的这一幅幅风景画绝对会是您峡湾之旅最难忘

的经历之一。火车单程55分钟(260克朗)，来回米达尔 2小时(360
克朗)，全年营运。在弗洛姆站旁边的火车博物馆里，可以了解到更

多关于这段铁路建造的历史。

www.flaamsbana.no 

纳柔衣峡湾 Nærøyfjord 见地图B标识 
松恩峡湾最美丽的分支，世界自然遗产。沿途有许多高山，水面最

窄处只有300米。

交通：可以乘坐从卑尔根来往弗洛姆的快艇游览松恩峡湾全貌。在

旺季5月1日-9月30日每天有3-4趟渡轮来回弗洛姆和古德旺根

(Gudvangen)之间，全程2小时左右，255克朗。在全年其他时间

每天一趟(www.fjord1.no)。渡轮途中经停艾于兰(Aurland)小镇。

回，班次查询：www.rodne.no

开放时间和门票：庄园内有各处景点、花园和教堂，有不同的

Guided Tour，各景点门票500-100克朗。

详情见官网：www.baroniet.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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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盖朗厄尔峡湾 Geirangerfjord
很多挪威人都认同它是挪威西部峡湾中最壮美的一个。它被被列入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环绕着白雪覆盖的高耸群山，在两岸秀丽的

瀑布衬托下就像面纱遮盖着的新娘。游览盖朗厄尔峡湾的方式很

多，既可以坐豪华邮轮，把它作为挪威西海岸旅行的一部分，也可

以沿着63国道自驾于挪威著名的精灵之路(Trollstigen)，以及位于

盖朗厄尔和埃兹达尔(Eidsdal)之间的老鹰之路(Ørnevegen)。推荐
天数：3-4天

          莱达尔 Lærdal 
        建造于18-19世纪，至今保存完整的唯美小镇，包含有161座
精美的木屋。从6月到8月从古德旺根有到莱达尔的汽车轮渡，每天3
趟，5月和9月每天一趟(www.fjord1.no)。乌尔内斯木制教堂
(Urnes Stave Church)位于莱达尔，挪威最古老的木制教堂，建于
12世纪，已被收入世界遗产名录。松恩峡湾地区有5座古老木制教
堂，波尔昆木制教堂(Borgund Stave Church)被保存的很完整，
也很值得一看。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到挪威野生三文鱼中心
(Norwegian Wild Salmon Cetre)，看野生的大西洋鲑和海鳟。
交通：从卑尔根或者其他峡湾小镇都有渡轮或者巴士到莱达尔，可以
在www.fjord1.no查询。
www.norsk-villakssenter.no

挪威野生三文鱼中心 Norwegian Wild Salmon Cetre

地址：6886 Lærdal
开放时间：5月15日-6月31日10:00-17:00；
               7月1日-8月15日10:00-18:00；
               8月15日-9月15日10:00-17:00，冬季不开放。
门票：75克朗。
www.norsk-villakssenter.no

挪威冰川博物馆 Norwegian Glacier Museum

位于松恩峡湾和维斯特达尔冰川之间的费扬兰(Fjærland)小镇，您可

以通过互动展览和电影了解一系列关于冰川形成和移动的知识。从巴
勒滩(Balestrand)出发有渡轮到费扬兰，也有到弗洛姆或者卑尔
根，也可以从莱达尔坐大巴到费扬兰(www.fjord1.no)。在附近游客
咨询中心可以预约到冰川博物馆和附近冰川的单日团。
开放时间：4、5、9、10月10:00-16:00；
               6-8月9:00-17:00；其余时间需预约。
门票：120克朗。
www.bremuseum.no

松恩山路 Sognefjellveien
峡湾与世隔绝的神秘，正因为峡湾周边群山的衬托。在松恩山路上你
可以见到壮观的山峰。公路雄踞于尤通黑门山(Jotunheimen)上，
穿行于松恩峡湾与居德布兰德斯谷(Gudbrandsdalen)之间。位于吕
斯特(Luster)和洛姆(Lom)之间的55号公路被称为松恩山路, 被评为
挪威国家旅游线路之一。尤通黑门山区有200多座高于2000米的山
峰，是北欧海拔最高的山区，其中有挪威两个最高峰：加尔赫峰

(Galdhøpiggen，2469米)和格利特峰(Glittertind，2464米)。大

家计划游览盖朗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可以选择这条路线衔接。
交通：在6月25日-9月2日，可以坐fjord1的大巴游览松恩山路
(Otta-Lom-Sogndal路线)。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盖朗厄尔峡湾所在的墨勒-鲁姆斯达尔郡旅游咨询网站:

www.visitalesund.com (Ålesund的旅游官网)

www.visitandalsnes.com (Åndalsnes的旅游官网)

盖朗厄尔游客中心

地址：6216 Geiranger

电话：＋47 70263099

www.visitgeirangerfjord.com

★ 景点

海达路德邮轮 Hurtigruten

乘坐邮轮可以体会盖朗厄尔峡湾令人窒息的美，看两岸的的瀑布直冲

地面，如著名的七姐妹瀑布(De Syv Søstrene), 求婚者瀑布

(Friaren)以及新娘的面纱瀑布(Brudesløret)见地图B标识 。从4

月16日到9月15日，可以坐海达路德豪华游轮(Hurtigruten)从奥勒

松(Ålesund)往返盖朗厄尔(Geiranger)，每天一班。具体行程如下：

9:30(奥勒松)-13:30(盖朗厄尔)-17:45(奥勒松)。单程约440克朗，

凭学生证可以5折。可以直接上船买票。

精灵之路与老鹰之路 Trollstigen & Ørnevegen 
由于西海岸线过于蜿蜒曲折，又被群山相隔，建造盘山公路就显得格

外艰难，当地人对公路和铁路有种特殊的情感。托罗尔斯蒂根山道

(T ro l l s t i g en )，意为精灵之路，指的是这条从翁达斯尼斯

(Åndalsnes)附近的索格桥(Sogge bru)，经过盖朗厄尔到内湖

(Langevatnet)的63号公路，全长106公里，是挪威最令人印象深刻

的旅游景点之一。公路环绕在群山之间，从海拔1600米到盖朗厄尔
峡湾的海平面，美景时刻刺激着您的神经。山间有一个个观景台，都

可以观赏到群山、峡湾、河道和建筑艺术的融合，每个发夹弯都有自

己的名字，以铭刻建造者的技艺。

老鹰之路(Ørnevegen) 见地图B标识 是位于盖朗厄尔和埃兹达尔

(Eidsdal)之间的63号公路，以接连11个发夹弯所闻名。这个霸气的

名字，是因为每年在公路开放之前几天，在发夹弯的最高点——老鹰

之翼(Ørnesvingen，620米)观景台附近经常有老鹰聚集。老鹰之路

常年开放，其余的精灵之路路段只在5月到10月通车。线路都不少很

有建筑特色的观景台(例如F l yda l s j u ve t , Ør nesv i ngen , 
Gudbrandsjuvet等)，是俯瞰峡湾的绝佳地点。在6月21号到8月31号

之间，大家可以乘坐Fjord1公司的大巴从奥勒松(Ålesund)，经过盖朗

厄尔小镇(Geiranger)到翁达斯尼斯。精灵之路很适合自驾前往，如果

不急着赶路，可以选择在山腰的民宿过夜，在车流过后独享这片宁静。

公路在5月中旬开放，到10月中旬关闭。在6月21日-8月31日也可以

从奥勒松坐Fjord1的大巴加游轮一日游盖朗厄尔峡湾(Ålesund-

Hellesylt-Geiranger-Sjøholt-Ålesund)，套票价格为580克朗。

达尔斯尼拔观景台 Dalsnibba 见地图B标识 
达尔斯尼拔观景台在精灵之路的南端，位于海平面1500米的山顶，
距离盖朗厄尔小镇21公里。从盖朗厄尔小镇出发沿着63号公路往南
(Stryn方向)开，到Djupvasshytta后沿着上山公路(收费100克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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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9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最近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安全
急救电话：113

匪警：112

火警：110

★ 治安 
挪威的治安非常好，但是在奥斯陆火车站、公园等混杂地区还是要
小心扒手、抢劫，晚上不要独自在外游荡。挪威的天气很多变，请
注意保暖，特别是晚上在山区野营，昼夜温差比较大。在夏天不要
在树林里或者草地上生火，可以在选择空旷的岩石上或者烧烤营地
里；带上太阳镜、防晒霜，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常备点感冒

           驾车，5公里)到山顶的达尔斯尼拔观景台。这段公路只在5月
           到9月间开放。这里可以提供绝佳的视角俯瞰整个峡湾和托罗
尔斯蒂根山道。
交通：在6月21日-8月31日，Fjord1有大巴从翁达斯尼斯沿着托罗
尔斯蒂根山道往返达尔斯尼拔观景台，每天2班。

★ 交通
飞机

离盖朗厄尔峡湾最近的机场是位于奥勒松的维格拉机场(Ålesund 
Lufthavn, Vigra, AES，www.avinor.no/lufthavn/alesund)。从挪
威境内每天有航班从斯塔万格、卑尔根、奥斯陆、特罗赫姆等大城市
来往奥勒松。也有少数国际航班直飞丹麦哥本哈根、英国伦敦。机场
巴士每25分钟一班，80克朗，打车约330克朗。

大巴
每天有大巴来往奥斯陆、特罗赫姆、卑尔根与奥勒松之间(www.nor-

way.no)。另外Fjord1公司也有营运当地巴士(Ålesund-Eidsdal-
Geiranger，每天3-4班，单程3-4小时；Ålesund-stranda-
Hellesylt，每天9-10班，单程2.5小时；Ålesund-Sjøholt-Valldal, 
每天5-6班，单程2小时)。从6月25日-8月31日也可以从奥勒松坐

Fjord1的大巴加游轮一日游盖朗厄尔峡湾(Ålesund-Hellesylt-
Geiranger-Sjøholt-Ålesund), 套票价格为580克朗。大巴会经过让

人心跳加速的老鹰之路(Ørnevegen)。

火车

如果从特罗赫姆或者奥斯陆过来，可以坐火车到多伯斯(Dombås)，

再换乘经过饶玛铁路(Raumabanen)到翁达斯尼斯(Åndalsnes)。饶

玛铁路(Raumabanen)沿着美丽的饶玛河谷而建，沿岸风景秀丽。如

果您想驻足，可以下火车再坐fjord1公司的大巴来往各个小镇。

邮轮
4月16日-9月15日，可以坐海达路德豪华邮轮(Hurtigruten)从奥勒

松(Ålesund)往返盖朗厄尔小镇(Geiranger)，每天一班。具体行程如

下：9:30(奥勒松)-13:15(盖朗厄尔)，13:30(盖朗厄尔)-18:00(奥勒

松)。单程约440克朗，凭学生证可以半价。可以直接上船买票。从6

月20日-8月20日，从瓦达尔(Valldal)有渡轮来往盖朗厄尔，每天2

班，大约2.5小时单程(fjord1)，230克朗。从6月1日-8月31日，从

赫勒西特(Hellesylt)到盖朗厄尔每天有8班渡轮，大约1小时单程，

150克朗。以上两条渡轮线路都可以载车。

药、消炎药、晕车药、驱蚊水等以备不时之需。冬天挪威大部分地
区都会被冰雪覆盖，日照很短，请做好保温防滑措施。请根据个人体
力状况选择爬山等户外活动线路，不要在准备不足或者没有专业向导
带领下尝试皮划艇、潜水、滑雪、冰川徒步等危险性较大的运动。不
要独自行动，最好结伴同行有个照应。租船出海请穿好救生衣，并注
意天气、风速等不确定因素。随身携带手机，记好紧急求救电话。

峡湾地区公路非常险峻，开车时要把车头灯打开，路况不熟的情况

下尽量避免黑夜驾驶，会车时不要打远光灯。开车请注意路段的限

速牌，也不要过慢妨碍后面车辆行驶。在视野不佳的山区弯道不要

超车，保持车距，注意倒三角让行标志。冬季（11月到4月）驾驶
要使用冬胎，出行前请先确认路段是否可能有积雪， 可以咨询当

地加油站。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挪威王国大使馆(奥斯陆)

地址：Holmenveien 5, Vinderen，Oslo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1:30(节假日除外)

电话：0047-21420880(语音咨询电话)，0047-22490570、
004722148908(14:00-16:00)

紧急领事保护电话：0047-93066621　

www.chinese-embassy.no

★ 医疗应急

挪威的医疗福利对于持有居留权的人来

说是免费，但对于游客会收取相关费

用。建议大家来之前一定要买好保险，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挪威，一般来说除非是在非常紧急有生命危

险的情况下是拨打113急救电话，生病或者受伤情况应当联系急救

中心(legevakt)，如有需要他们会帮忙联系当地医院。如果想买些非

处方药、保健品、口罩之类的可以去Apotek药店咨询。

卑尔根急救中心(Bergen Legevakt)

Vestre Strømkaien 19, 5008 Bergen(市中心)

电话：55568700

斯塔万格急救中心(Stavanger Legevakt)

 Armauer Hansensv 30, 4011 Stavanger

电话：51510202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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