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量下殺【新視界假期】極光冰島+巴黎血拚 8 天

※※備註：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冰與火的國度-冰島（水火交融的島國、一片純淨的土地、北大西洋第二大島）：
這片海角天涯的島嶼覆蓋著火山、冰河、溫泉、峽谷、間歇泉、地熱及瀑布。
傳說中看到極光會幸福一輩子，整個冰島都在極光帶上。追逐極光就到冰島吧！
行程特色：
冰島【冰島馬育種農場】~【互動教學 近看冰島馬優雅獨特的 Tölt 步伐】－
冰島馬是於 9-10 世紀被維京人帶到冰島的矮種馬，高約 132-142 厘米，毛皮是雙層的可以抵禦
寒冷的天氣。牠們的耐性很高，也很容易馴養。勇敢又溫馴的冰島馬在島上沒有天敵，是冰島人
生活最忠實的夥伴同時也是最適合初學者騎乘的馬匹，來到冰島不妨體驗騎在冰島馬背上領略在
地的絕美風光。
冰島法令嚴格禁止外來牲畜進口，哪怕只是冰島馬出國比賽，就再也不能回國了～因此冰島馬不
僅是島上唯一也是世界上最純的馬種。來到冰島看到不同類型毛色的馬，牠們都是培育了 1000 多
年的冰島馬！
Tölt 步伐：一般的馬只有三種步態（慢步、 快步、 馳騁），冰島馬多了另外兩種步伐溜蹄
（Tölt）和飛跑(skeið)，其中溜蹄（Tölt）是每隻冰島馬天生就會的步伐，模式和步行相同，可以
有慢行和快跑不同的速度變化。當冰島馬以溜蹄（Tölt）加速奔馳時 ，和一般馬匹不同，冰島馬
的馬背依然維持平穩不會劇烈晃動，速度不輸一般馬匹，姿態優雅卻具爆發性的速度力，成就了
冰島馬的獨特性。
冰島【藍色溫泉池】－BLUE LAGOON 享受在戶外１０℃的溫度下，浸泡溫泉之樂。
冰島【冰川健行】－更親近冰河地形，在冰河上跟隨嚮導的腳步近距離感受其變幻莫測的地形。
冰島【金環之旅】－參觀全世界火山地形最齊備的地區及親身體驗冰火同源之奇景。
巴黎【OUTLET】－人稱巴黎打折村，提供數十種名牌全年無休的折扣服務，享受購物樂趣。
不含行李搬運費。

本行程表出發日期：2019 年 03 月 05 日 (僅此一團)
預定航班

啟程地

目的地

航空公司

航班

第１天

台北

香港

國泰航空

CX531

20:15

22:15

2 小時 00 分

第2天

香港

巴黎

國泰航空

CX261

00:05

06:15

13 小時 10 分

第2天

巴黎

11:35

13:55

3 小時 20 分

第6天

雷克雅維克

巴黎

沃澳航空 WW442

06:00

10:15

3 小時 15 分

第7天

巴黎

香港

國泰航空

CX260

12:20

06:40+1

11 小時 35 分

第8天

香港

台北

國泰航空

CX474

08:05

09:45

1 小時 45 分

雷克雅維克 沃澳航空 WW443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表示入內參觀◎表示下車參觀【】表示特別安排；無符號註記之風景點表示行車經過

第一天 台北／香港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冰島，夜宿機上。

餐
食：
早餐－敬請自理
住宿：夜宿機上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機上套餐

第二天 香港／巴黎／雷克雅維克【藍色溫泉池】

今日抵達冰島（浮在極北地區的火山與冰河之國）。持續活動的火山、崩落的冰河以及魔幻的極光
等，都是冰島自然環境的魅力。9 世紀後半維京人所發現的神秘大自然，至今仍無法改變。首都－雷克
雅維克居民家中的暖氣、熱水都是利用地熱來供給，因此成為無煙環境的環保都市。抵達後安排前往著
名的★藍色溫泉池－BLUE LAGOON，位於雷克雅未克西北七十公里處，是為了利用雷克雅未克半
島西南郊的地熱資源而形成的人造鹹水湖，史瓦特森吉（Svartsengi）發電廠從地面深處鑽孔取地熱水。
由於離海近，海水滲透到地下水中，因而地熱水 65%是鹹水，35%是淡水，礦物質非常豐富，不適合直
接用來集中供熱，因此先將地熱水鹹淡分離。分離後的淡水用於城市的集中供熱，而剩餘的地熱水溫度
還有攝氏 70 度左右，含鹽量和海水相當，被排放到周圍被熔岩包圍的低窪地，而其中高含量的白色二
氧化矽泥、其他礦物質和藍綠色的藻類，在湖底形成了鬆軟的自然沉澱物，形成了獨一無二的藍色溫泉
湖。您可在此享受在戶外１０℃的溫度下，浸泡溫泉之樂。
【貼心門票安排】：藍色溫泉池(現場會提供浴巾，請貴賓們自行攜帶泳裝，感謝您)。
【主題欣賞】：
 冰島（浮在極北地區的火山與冰河之國）：持續活動的火山、崩落的冰河以及魔幻的極光等，都是
冰島自然環境的魅力。9 世紀後半維京人所發現的神秘大自然，至今仍無法改變。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飯店：REYKJAVIK LIGHTS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雷克雅維克－塞里雅蘭瀑布、史可加瀑布－史塔夫塔山國家公園區域
今早往冰島南部前進首先前往位於斯科加爾以西不
遠處的塞里雅蘭河上的◎塞里雅蘭瀑布(牧羊瀑布)，為冰
島最漂亮的瀑布之一，瀑布高約 60 公尺，從懸崖斷層上
傾瀉而下，與荒原相映成趣。可走到瀑布背後的岩洞，由
裡向外望別有一番景緻。續往◎史可加瀑布(樹林瀑布): 瀑
布落差 60 多公尺，寬近 25 公尺，水量豐富。樹林瀑布
在陽光的照射下，腰間會掛起一道絢麗多姿的彩虹，傳說
瀑布下藏有裝滿寶藏的箱子，聞訊而來的海盜一不小心把
箱子裏的財寶滑落在瀑布之中，最後只得到了裝寶藏箱子
的提手，該提手現在依然保存在附近的古民居博物館中。
**冰島在地精緻旅館(冰島當地除首都雷克雅維克以外，其他城鎮最優質住宿皆為「Small Elegant Hotel
精緻旅館」等級，雖不比連鎖大飯店規模，但小巧典雅的居住環境、親切的接待服務，結合溫馨舒適的
氛圍，深獲旅人青睞。)而在此觀賞極光之季節特地安排較無光害的冰島西南區域住宿讓您能更有機會見
到極光。

※※備註：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下車參觀】：塞里雅蘭瀑布、史可加瀑布。
【主題欣賞】：
 極光（Aurora）：在高緯度（北極和南極）的天空中，帶電的高能粒子和高層大氣中的原子碰撞
造成的發光現象。帶電粒子來自磁層和太陽風，它們被地球的磁場帶進大氣層。大多數的極光發
生在所謂的「極光帶」，在觀察上，這是在所有的經度上距離地磁極 10°至 20°，緯度寬約 3°至
6°的帶狀區域。地球只有兩極附近的區域能看到極光，南北半球各有一個極光帶。北極光的稱呼
由來，是因為基本要在極北國家才能看得到北極光，低於北緯 60°的地區很少出現極光現象。北
半球除了冰島外，挪威、瑞典、格陵蘭、芬蘭、加拿大、阿拉斯加也是常能看極光的區域。 值得
一提的是，冰島整個國家都在極光帶上，因此全國上下任何地方都有看到北極光的機會。極光現
象全年都有機會發生，但因為不及日光明亮所以極光只有在晴朗無雲的夜空中才能看到。在冰島
最適合看極光的季節是 10 月到 3 月，但從 8 月底到 4 月底，都有機會看到極光。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羊排風味餐
住宿飯店：HOTEL SKAFTAFELL 或同級

第四天 史塔夫塔山國家公園區域【安排冰河健行】-傑古沙龍冰河胡－冰島西南區域
維克小鎮-VIK，整個小鎮人口不超過 600 人，在小鎮後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最著名的是黑沙灘，
神秘的黑色沙灘，在陽光的照射下，黑得通透自然，
可海水卻依然清澈無比，此處被世界知名的攝影雜
誌，多次作為封面；於 1991 年美國雜誌列為世界 10
大美麗沙灘之一在此觀賞海邊岩石-象吸水，此地是
最佳看海蝕崖、海蝕洞及海蝕柱的地方。今日獨家於
此區域展開★冰河健行。冰島的冰河健行活動主要是
在瓦特那國家公園區域裡的兩支延伸冰河上活動，
此行程能讓遊客能更親近冰河地形。在嚮導的帶領
下首先搭乘接駁車前往冰河外緣健行到冰河的前緣
展開冰河健行，在冰河上跟隨嚮導的腳步近距離感
受其變幻莫測的地形，將會是您最難忘的體驗！
**冰河健行活動有提供之安全裝備:冰爪、安全帽等。參加健行活動建議準備自己的防水外套及登山鞋或
防水的鞋子，雖然活動的區域是在冰河上，但屬於動態行程因此可穿著機能性防水的服裝避免太厚重。
**若因氣候因素基於安全理由無法冰河健行且無做其他替代活動則每人退費 40 歐元，敬請見諒。
**請於出發前 15 天確認是否參加冰河健行，不參加者可退費 40 歐元，若於出發前 15 天內臨時決定不
參加冰河健行則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貼心門票安排】：冰河健行。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住宿飯店：Hotel SELLFOSS 或同級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

第五天 冰島西南區域－【冰島馬育種農場+金環之旅+市區觀光】－雷克雅維克
今日首先前往專業的冰島馬育種農場，瞭解在冰島獨有的純種冰島馬生長環境，瞭解冰島馬的繁殖
過程，甚至可近看冰島馬優雅獨特的 Tölt 步伐－冰島馬是於 9-10 世紀被維京人帶到冰島的矮種馬，高
約 132-142 厘米，毛皮是雙層的可以抵禦寒冷的天氣。牠們的耐性很高，也很容易馴養。勇敢又溫馴的
冰島馬在島上沒有天敵，是冰島人生活最忠實的夥伴同時也是最適合初學者騎乘的馬匹，來到冰島不妨
體驗騎在冰島馬背上領略在地的絕美風光。冰島法令嚴格禁止外來牲畜進口，哪怕只是冰島馬出國比賽，
就再也不能回國了～因此冰島馬不僅是島上唯一也是世界上最純的馬種。來到冰島看到不同類型毛色的
馬，牠們都是培育了 1000 多年的冰島馬！接著展開最受歡迎的“金環風景線之旅”，你可欣賞冰島奇
特的地形－冰火交融的島國，全島約有 200 座火山，是世界上火山活動最頻繁的區域之一，且以擁有巨
大冰河著稱，景色讓您心曠神怡，沿途欣賞火山地形、湖泊、草原等特殊景觀，參觀著名的國會斷崖、
黃金瀑布、蓋歇爾間歇噴泉，結束金環之旅，您即可瞭解形成整個冰島獨特地形的狀況。之後返回雷克
雅未克市區，隨後前往市區遊覽由著名藝術家 Jon Gunnar Arnason 在海濱打造狀似◎維京船的 Sun
Voyager 鋼雕以及 2011 年 5 月 4 日開幕的◎Harpa 音樂會議中心、托寧湖及周圍的◎市政廳、國會樓
以及◎霍爾格林大教堂。大教堂於 1986 年完工，高 74.5 公尺佇立於山丘上，其獨特的建築曲線，為該
市著名地標建築。

※※備註：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下車參觀】：國會斷崖、黃金瀑布、間歇泉、Harpa 音樂會議中心、霍爾格林教堂、市政廳。
【貼心門票安排】：冰島馬育種農場。
【主題欣賞】：
 金環之旅（Golden Circle）：位於雷克雅未克（Reykjavik）東北方的三大熱門風景區-位於歐亞
板塊及美洲板塊交接處同時也是古議會舊址的國會斷崖、氣勢磅礡的黃金瀑布、火山地形造就的蓋
歇爾間歇噴泉所組成的金環風景線之旅；充分感受冰島獨特地貌。
 Harpa 音樂會議中心：2011 年 5 月 4 日開幕的 Harpa 音樂會議中心其建築結構與雪梨歌劇院、
紐約林肯中心和倫敦的巴比肯中心齊名，列為世界最好的表演藝術建築之一。由丹麥名家 Henning
Larsen 建築師事務所與冰島 Batteriid 建築師事務所以及冰島知名藝術家 Olafur Eliasson 聯手合
作，經歷了冰島經濟風暴，在港口的舊貨櫃倉儲區，建造出冰島指標性的 Harpa 音樂會議中心。
初步規畫時，Harpa 就被定位成一個多功能的活動中心；除了音樂廳的演藝空間，另有其他平面、
立體藝術品展出的動線，以及可容納不同人數規模的大小會議中心。位於水岸旁的 Harpa 音樂會
議中心，坐擁冰島充滿靈性之美的優雅景色，充滿現代感的蜂巢格紋外觀，一片一片鑲上的強化玻
璃由於細微的角度差異，在自然天色更迭之下，呈現截然不同的光影變化。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飯店： REYKJAVIK LIGHTS HOTEL、PARK INN KEFLAVIK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雷克雅維克／巴黎－【La Vallee Village Outlet】－巴黎
今日飛抵巴黎後，專車前往位於
巴 黎 郊 區 的 一 個 SHOPPING
OUTLET,也有人稱呼它是巴黎打折
村。這個 outlet 的商店品牌以高階品
牌 為 主 , 如 Longchamp, Aigle,
Tommy Hilfiger, Burberry, Armani,
Timberland, Coach, Calvin Klein,
Comptoir des cotonniers, TOD's,
Guess, Boss, Jimy Choo, Kenzo 等
等。提供數十種名牌全年無休的折扣
服務，整個購物中心規劃成歐洲小城
的模樣，每個品牌都有屬於自己的獨
立空間，讓消費者擁有舒適而寬敞的
購物空間。
Outlet 品牌網址連結請參考： http://www.lavalleevillage.com/en/brands/brands
備註：如遇 LAVALLEEVILLAGE OUTLET 休息則改往 ONE NATION OUTLET。
【下 車 參 觀 】SHOPPING OUTLET。
早餐：飯店早餐或餐盒
午餐： 逛街購物 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MERCURE VELIZY 或 GOLDEN TULIP CDG 或 BEST WESTERN HOTEL CDG 或 Holiday Inn
CDG 或 MARRIOTT HOTEL ST DENIS 或同級

第七天 巴黎／香港
再美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後，此次冰島、巴黎之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
相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第 八 天 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冰島+巴黎８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