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緯 66 度傳奇、陸地的盡頭、冰與火交會處、波羅的海女王 

歐陸最大冰河、挪威縮影觀景高山火車、世界最美公路【精靈．老鷹之路】 

北歐冰島、北角、挪威雙峽灣十七日精選遊（TG） 

 行程特色： 

 搭乘泰國航空經曼谷直飛北歐門戶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精心安排二趟飛機（赫爾新基/羅凡伊密、阿爾塔/奧斯陸）進出北角，讓您輕鬆高尚地欣賞日不落

奇景，免於夜臥火車的顛簸、勞累及一夜的失眠。 

 行程涵蓋卑爾根：給您完整的北歐不讓您有遺珠之憾並避免從卑爾根搭 9 小時的車到奧斯陸浪費

您寶貴時間。 

 巨匠用心精選，餐食選擇最多元：午．晚餐若為中式料理則為七菜一湯，若為西式料理儘量安排

自助餐及精心挑選之特色餐廳，讓您吃得好、吃得精緻。（若遇餐廳臨時休館或客滿則更改其他同

等級餐廳，敬請見諒。） 

    （1） 哥本哈根︰當地著名 BBQ 餐廳。  

    （2） 赫爾辛基︰特別安排當地知名時尚餐廳（價值 60 歐）。 

 挪威峽灣區精心安排【峽灣區首選五大飯店】 

巴里斯川德：KVIKNES HOTEL－食尚玩家推薦飯店，飯店名列挪威峽灣區五大飯店，為峽灣區貴

族旅館，挑高的用餐大廳及休憩沙龍讓您猶如貴族般愜意就著峽灣美景享用美食。 

或 羅恩：ALEXANDRA－此飯店名列挪威峽灣區五大飯店，更有勝者其晚餐豐盛誘人，喜愛美食

的您豈能錯過。 

 行程安排順暢－以繞圈的方式暢遊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絕不重覆，浪費時間。 

 哥本哈根：安排參觀佛萊德瑞克斯古堡。 

 挪威峽灣： 

（1）搭乘遊船觀賞挪威最大的峽灣－索格納峽灣及最美的峽灣－蓋倫格峽灣讓您無遺珠之憾。 

（2）搭乘登山火車，觀賞挪威的山、河、森林、瀑布、冰洞之美。 

（3）安排搭乘登山小車（Troll Car）上山，體會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最大的冰河之壯麗。 

 前往北極圈內造訪聖誕老人村，並可獲贈北極圈証書。 

 登上歐洲最北端之北角，俯瞰北極海之浩瀚，並獲贈北角証書。 

 斯德哥爾摩：參觀市政廳及瓦薩號戰艦博物館。 

 冰島（四天三夜）：（水火交融的島國、一片純淨的土地、北大西洋第二大島） 

（1）安排前往著名的藍色溫泉池－BLUE LAGOON 享受在戶外 10℃的溫度下，浸泡溫泉之樂。 

（2）安排深度冰島行前往觀賞西南海岸線壯闊景致。 

（3）行程特別前往傑古沙龍冰河湖搭乘水陸兩用船近距離觀賞冰河風光。 

（4）安排冰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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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最豪華的遊輪－SILJA（詩麗亞號）二人一室內艙，從斯德哥爾摩到赫爾新基，並在船上享用

豐富的北歐海盜式自助晚餐。 



出發日期：2019 年 6 月 4 日                       此行程不含行程內飯店之行李拖運費 

 
第 一 天 台北／曼谷 

今日集合桃園機場，搭機飛往斯德哥爾摩，途經曼谷轉機，由於時差關係，於機上過夜，迎接美好

的北歐洲之旅。 

餐 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供應 

住宿飯店：機上 

 
第 二 天 曼谷／斯德哥爾摩【北歐威尼斯美稱】 

上午前往搭機飛往瑞典的首都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的－斯德哥爾摩。此地被譽為世界最美的都市，由

２萬４千多個島嶼組成的阿基貝拉哥群島最深處，位於波羅的海和馬拉爾湖之間，是一個美麗的水上都

市，有北歐威尼斯之稱，加上城市設計完全配合自然景觀，因此與大自然有融和一體的感覺，建於十三

世紀後來幾經戰火摧毀，十九世紀後期開始重新整頓以不破壞自然景觀為原則，同時為使交通更便利又

增設許多橋樑，此地又以諾貝爾頒獎典禮舉辦地而聞名，加上許多國際性的會議在此舉行，使其成為一

座國際性的大都市，也是北歐最大、最熱鬧的城市。下午展開市區觀光，參觀十七世紀的瓦薩號戰艦博

館、古色古香的舊市街、王宮等。 

 

參考航班 城 市 參 考 班 機 時      間 

第 一 天 台北／曼谷 泰國航空 TG635 20：05-22：50 （飛行 3 小時 45 分） 

第 二 天 曼谷／斯德哥爾摩 泰國航空 TG960 01：10-07：00 （飛行 10 小時 50 分） 

第 四 天 赫爾辛基／羅凡伊密 芬蘭航空 AY439 20：25-21：40 （飛行 1 小時 15 分） 

第 七 天 阿爾塔／奧斯陸 北歐航空 SK4545 14：40-16：35 （飛行 1 小時 55 分） 

第十二天 卑爾根／雷克雅未克 冰島航空 FI338 15：40-16：05 （飛行 2 小時 25 分） 

第十五天 雷克雅未克／哥本哈根 冰島航空 FI306 07：35-12：30 （飛行 3 小時） 

第十六天 哥本哈根／曼谷 泰國航空 TG951 14：25-06：00+1（飛行 10 小時 30 分） 

第十七天 曼谷／台北 泰國航空 TG634 07：10-11：50 （飛行 3 小時 40 分） 



【下車參觀】：王宮外貌、中古世紀老街、古色古香舊市街。 

【貼心門票安排】：瓦薩號戰艦博物館。 

【主題欣賞】： 

☆瓦薩號戰艦博物館：1628 年 8 月 10 日波羅的海中最大戰鑑舉行處女首航，沒想到只前進數百公尺

便沉沒了。因為這附近的海水鹽份低，利於戰鑑的保存，因此保存狀態良好。 

餐  食： 早餐－機上供應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北歐風味餐 

住宿飯店：QUALITY HOTEL、SCANDIC HOTEL 或同級 

 
第 三 天  斯德哥爾摩【皇后島、世界遺產】～詩麗亞豪華郵輪之旅～赫爾新基 

芬蘭比瑞典快 1 小時 
今日接續市區觀光，上午前往位於斯德哥爾摩近郊 LOVON 島上的 DROTTINGHOLM 皇宮花園，

而 DROTTINGHOLM 在瑞典文裏的意思就是「皇后島」。其於 1991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皇宮幾百年來

都是瑞典皇室的居所，乳白色的法式建築倒映水中，十分優雅細緻，宮殿配上庭園調和成一幅景，美不

勝收。續往市政廳等。傍晚搭乘豪華遊輪前往芬蘭的首－赫爾新基，夜宿遊輪上（二人一室內艙），晚餐

享用豐盛的北歐自助式海盜大餐，讓您大快朵頤。 

【下車參觀】：DROTTINGHOLM 皇宮花園。 

【貼心門票安排】：市政廳。 

【主題欣賞】： 

☆市政廳：位於騎士灣旁，以堅固的紅磚所建造的市政廳，為斯德哥爾摩自由、自治、正義的象徵，

基本上是民族浪漫風格，外觀為義大利文藝復興樣式。眾所周知大型藍廳為 12 月 10 日諾貝爾獎頒獎

儀式後的例行晚宴會場。 

☆詩麗亞遊輪（波羅的海的女王）－1990 年建造的巨大郵輪，進水量 5 萬 8 千 4 百噸，全長 203 公

尺，內有各種商店、餐廳、酒吧、咖啡廳、24 小時開放、泳池、賭場等設施。 

餐  食： 早餐－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北歐海盜式自助餐 

住宿飯店：SILJA LINE CRUISE （二人一室內艙，若改住外艙每人加價 NTD：2000 元） 

 
第 四 天 赫爾新基【波羅的海之女、綠地與千湖之國－芬蘭】HELSINKI／羅凡伊密 

赫爾新基位於波羅的海東部，享有「波羅的海之女」、「北歐的白雪城市」。市區整體舒適、綠地及公

園約佔市區面積的 30%以上，複雜的海岸線所孕育的天然景致極為美麗，也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此地之美在於巧妙運用自然環境之都市建築，最引人注意

是深受俄羅斯影響的古建築，十六世紀由瑞典王格斯達夫

所建，十八世紀時已成為當時重要的海上交通要衝，1812

年帝俄統治時代也是此地古建築之所以洋溢俄國風味的

原因，1917 年俄國革命爆發芬蘭得以獨立，1952 年主辦

奧林匹克運動會。展開市區觀光，港區露天市場、議會廣

場、俄式希臘東正教教堂及利用一塊岩石開鑿而成的岩石

教堂以及西貝流士公園..等等。之後搭機前往芬蘭北部名

城、拉普蘭首府－羅凡伊密（位於北緯 66.5 度的極圈線），

是世界上唯一設在北極圈上的省會。 

【下車參觀】：露天市場、議會廣場、俄式希臘東正教教堂、西貝流士公園。 

【貼心門票安排】：岩石教堂。 

【主題欣賞】： 

☆岩石教堂：從天然岩石中挖建而成新型基督教教堂。從外觀看就像一個停在大理石上的飛碟，門口上

方有個小小的銅製十字架。 

☆西貝流士公園：為紀念芬蘭最著名的音樂家西貝流士。1899 年所創作的『芬蘭頌』寫出芬蘭的悲苦

命運和對未來的憧憬，幾乎成為當時的國歌。紀念碑一是西貝流士的鐵鑄頭像，另一則是龐大的管風琴。  

餐食： 早餐－遊輪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赫爾新基時尚餐廳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飯店：SANTA HOTEL、RANTASIPI POHJANHOVI HOTEL、SCANDIC HOTEL 或同級 



第 五 天  羅凡伊密【北極圈聖誕老人村】－290km－伊瓦洛 

今日前往造訪聖誕老人故鄉－聖誕老人村，在此您可跨足北極圈線留影紀念並取得一紙進入北極圈

證書留下永恆的紀念，並可購買各式聖誕卡片蓋上聖誕老人專屬郵戳寄給親友。隨後往北方拉普蘭區域

前進，沿途行駛在湖泊，丘林交錯的美景當中，享受恬靜，悠閒的北極地景緻，夜宿於芬蘭北部大城－

伊瓦洛。 

【貼心門票安排】：聖誕老人村。 

【主題欣賞】： 

☆聖誕老人村：聖誕老公公就住北極圈上的聖誕老人村，一進村子最醒目的便是地上的北緯 66.5 度的

極圈線。室內滿是聖誕節、聖誕老人的紀念品和物件。也可和聖誕老人一起拍照（須自己付費），有一

專屬的郵局，您可挑選明信片寄回給自己家人，信上獨一無二的聖誕老人郵戳，很有紀念價值。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北歐風味餐 

住宿飯店：IVALO HOTEL、SANTA'S HOTEL TUNTURI 或同級 

 
第 六 天 伊瓦洛 IVALO【拉普蘭地區】－37km－伊納莉湖－薩米文化村－355km－

北角 NORDKAPP【歐洲最北部的海角、北緯 71 度 10.21 分】 
今日專車經芬蘭第二大湖伊納莉湖往挪威北角方向前進，沿途湖光山色、秀麗風光，將一一呈現在

您眼前。途中並安排參觀薩米文化村，於村內可參

觀北極圈內的原住民－薩米人傳統部落、生活習

性、圈養馴鹿及居家帳篷、土屋等。隨後專車前往

北角，這塊宏偉的海岬是英國人命名的。為歐洲最

北部的海角。晚間探訪西方人士終身嚮往的勝地也

是此行的最高潮－北角大廳，在此可目睹太陽落不

下海平面的白夜奇景（每年永晝期間為五月初至八

月中旬，欲欣賞午夜太陽請把握這段期間），俯瞰

浩瀚的北極海風光並可於大廳內的電影院觀賞一

部北角風景介紹的十五分鐘 I- MAX 電影。而北角

證書之獲得更是此行另一張榮耀的證明。 



【貼心門票安排】：薩米文化村、北角大廳、北角証書。 

【主題欣賞】： 

☆歐洲最北之地拉普蘭地區（世界遺產）：以挪威、瑞典、芬蘭北部地區為主。位於北極圈內，成為永

久凍土。此區可看到兩極化的自然現象，永晝及永夜，當地居民是薩米人，馴鹿是重要的家畜，維持

游牧生活。 

☆北角大廳：欣賞午夜太陽的最佳地點。觀光旅客絡繹不絕，大廳內最有名的是郵局，這裏可發行北

角證書，是您踏上歐洲最北端、目賭日不落的最佳證明。『地球上的兒童們』是從世界各地參賽作品之

中挑選出來的七個優勝作品，祈求世界的友好及幸福。 

☆日不落自然奇景：每年 5 月~7 月底期間，於挪威北角可欣賞到太陽於海平面上短暫消失又升起的

「日不落奇景」，此種奇景唯有在極北的地區可以看見，因為地球傾斜的關係，太陽從不落下地平線，

而在地平線上水平運行，令人永生難忘。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北歐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北歐風味餐 

住宿飯店：SCANDIC HOTEL（BEDBANK）或同級 

 
第 七 天 北角－206km－阿爾塔 ALTA／奧斯陸 OSLO【挪威首都】 

上午前往挪威北邊的小鎮－阿爾塔，人口一萬多人，二次大戰後整個城市重建，位於北極圈內，四

周為凍原帶及峽灣的小鎮。於此搭機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位於峽灣最內部的地方，於 1299 年成為挪

威首都，此市區採文藝復興式建築，為國內最多人口居住的城市。抵達後前往參觀荷曼科倫滑雪跳台。 

【下車參觀】：荷曼科倫滑雪跳台。 

【主題欣賞】： 

☆荷曼科倫滑雪跳台：曾為 1952 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場的荷曼科倫滑雪跳台亦主辦了多屆的世界

滑雪錦標賽，於 2010 年為了隔年將主辦的世界滑雪錦標賽進行全面更建為全新的懸臂式鋼結構滑雪

台。在高約 60 公尺處的觀景台，可以觀賞奧斯陸和周圍鄉村的風景。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西式套餐或發餐費 15 歐元 晚餐－北歐風味餐 

住宿飯店：RADISSON BLU HOTEL、THON HOTEL 或同級  

 
第 八 天 奧斯陸 OSLO－里耳哈默 LILLEHAMMER（哈默 HAMMER） 

今日續參觀著名的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隨後前往北歐

海盜橫行時期，揚名於世的維京造船技藝將可在維京船博

物館一睹芳蹤。內部展示了三艘在奧斯陸峽灣附近出土的

維京船，可說是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維京文物。伴隨

出土的還包括精美的木雕及織品。這些木製品出土時已經

分解成碎片，但橡木本身並未腐化，科學家將其一片片拼

湊起來，並以科學方法加以保存起來。之後參觀市政廳、

國會大廈、奧斯陸大學等。之後來到 1994 年冬季奧運之

勝地及 2016 年冬季青年奧林匹克運動－里耳哈默。抵達

後前往冬運比賽會場滑雪高跳台。 

【下車參觀】：奧斯陸市政廳、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滑雪高跳台。 

【貼心門票安排】：維京船博物館。 

【主題欣賞】： 

☆奧斯陸市政廳：以諾貝爾獎和平獎的頒獎會場而聞名，每年 12 月 10 日舉行頒獎儀式。 

☆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受到奧斯陸市府的邀請，雕刻家維格蘭投入全部的心血來設計這公園，園內

共 212 座雕像，錯落於公園內，其中最有名的是『憤怒的小孩』。還有高 17 公尺的尖塔－人生塔

（1929－1943 年製作），成為地標之一。 

☆維京船博物館：館內展示三艘維京時期的船隻，分別為最大型的奧斯伯格號、哥卡斯塔號、杜納

號，另外還有當時使用的布匹、家具、生活用品..讓人一窺當時生活樣貌。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北歐風味餐 

住宿飯店：FIRST HOTEL、SCANDIC HOTEL 或同級 



第 九 天  里耳哈默（哈默）－精靈之路、老鷹公路－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 FJORD 
【最深、最美、最狹窄的峽灣】 

今日先前往「挪威最美公路蓋倫格總稱為黃金之路（ Golden Route ），一路從山腳下蜿蜒到山頂，

經全世界最曲折蜿蜒的峽灣山區景觀公路，

11個Z字型的彎路（有如北宜公路9彎18拐）

經過精靈之路旁的史提巨瀑布，景色之壯麗，

如置身風景畫中。四周斷崖絕壁的山谷，遠方

山頭覆蓋冰河，閃耀著銀白色的光輝。第一段

被稱為「精靈之路」與第二段被稱為「老鷹公

路」，穿越北地峽灣，這二段公路由挪威政府

耗費巨資歷經千辛萬苦建造完成的崖壁公

路，此公路順著峽灣盤繞著陡峭的山壁開鑿，

山勢險峻工程艱鉅，舉世難見，沿途的風光更

是令人難忘。夜宿蓋倫格峽灣區。 

 

**春季（3～6 月初）及秋季（9～10 月）峽灣區會因當地積雪狀況調整開放之路線尤其是精靈之路，

因此行走路線會依現況有所調整，敬請見諒!! 

【主題欣賞】： 

☆蓋倫格峽灣：是孫諾維斯峽灣的分支，延長為 S 型，全長約 20KM，約 1 小時的山崖絕壁觀賞之旅，

挪威文學家比昂松提到「蓋倫格不需要牧師，因她會說神的語言」，所以是個具有神聖感的觀光景點。 

餐食： 早餐－飯店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飯店：GEIRANGER HOTEL 或 LOENFJORD 或同級 

 
第 十 天 蓋倫格峽灣－108km－布莉克斯達 BRIKSDAL【約斯達冰河】－巴里斯川德

BALESTRAND 或 羅恩 LOEN【特別安排峽灣區五大飯店】 
早餐後特別安排搭乘觀光遊船，徜徉於蓋倫格峽灣。您可觀賞峽灣的壯麗，沿途有覆蓋著冰河的山

巔及名為新娘頭紗的瀑布，七個瀑布並排、傾洩而下的七姊妹瀑布，勇士臉型的岩石等景點，您可待在

甲板上，欣賞大自然的奇景並有機會以手餵食

海鷗。續前往布莉克斯達，抵達後特別安排搭

乘登山小車悠遊登上接近歐洲大陸最大之冰

河－約斯特達恩冰河前緣之處，約斯特達恩冰

河全長 212 公里，總面積大約 487 平方公里，

在此您可見證氣候暖化帶來的變化。晚上特別

安排住宿挪威峽灣區頂級五大飯店－維克尼

斯飯店 KVIKNES HOTEL 食尚玩家推薦飯店，

峽灣區貴族旅館，挑高的用餐大廳及休憩沙龍

讓您猶如貴族般愜意就著峽灣美景享用美食。

或 亞歷山大飯店 ALEXANDRA HOTEL 尤其

晚餐豐盛誘人。 

**春季（3～6 月初）及秋季（9～10 月）峽灣區會因當地積雪狀況調整開放之路線尤其是精靈之路，

因此行走路線會依現況有所調整，敬請見諒!! 

【貼心門票安排】：蓋倫格峽灣遊船（約 1 小時）、登山小車（Troll Car）。 

【主題欣賞】： 

☆冰河地形：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至今仍遺留壯觀的冰河。廣大的冰河創造出眾多的湖泊與峽灣，冰河

分為床狀冰河與山岳冰河二種。一般常見的是山岳冰河。降雪逐漸屯積凝固成大冰塊，互相擠壓、互

動，自斜坡滑落後形成冰河。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住宿飯店：KVIKNES HOTEL 峽灣區百年貴族飯店或 ALEXANDRA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一天 巴里斯川德 或 羅恩－索格納峽灣 SOGNE FJORD【世上最長峽灣、世界遺
產】－FLAM【觀景火車】＋＋佛斯 VOSS－100km－卑爾根【峽灣之都、
峽灣美景、世界遺產】 

  今天開始一生難得一次的體驗，一天之內縱橫峽灣、換乘高山觀景火車，由深谷橫跨山野平疇，穿

過隧道、越過高山，景觀千變萬化，令人難忘。早餐後專車前往搭乘遊船欣賞索格納峽灣。此峽灣號稱

「峽灣之王」，為世上最長最深的峽灣，乘船遨遊於此峽灣之中，讓您感嘆造物之神奇。隨後於佛拉姆搭

乘具特色的挪威縮影觀景高山火車抵達麥道爾，這段被譽為挪威高山鐵路之冠，一路上經過隧道，忽高

忽低，上山下谷，感受工程艱鉅令人嘆服，沿途景色壯觀及大自然的偉大神奇也令人永生難忘。再由麥

道爾轉搭火車前往佛斯續往挪威著名商港號稱峽灣之都的卑爾根。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漁貨市場、布

里根區都是不可錯失的焦點。 

 

【下車參觀】：漁貨市場、布里根區。 

【貼心門票安排】：索格納峽灣遊船、觀景火車。 

【主題欣賞】： 

☆索格納峽灣：挪威的峽灣景色絕奇，在世界之美景中名列前矛。峽灣的形成起因於萬年前冰河溶

解、移動，經年累月地將山谷向下切割所形成的 U 型谷的特殊地形，當海平面上升，地表下降，海水

順流進山谷便形成峽灣。周邊山崖峭壁、飛瀑處處壯麗美景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位於卑爾根北方，

全長 205KM、最寬處有 4.5KM、最深部份為 1308M，為世界最長、最深的峽灣，被列為世界遺產。 

☆挪威縮影觀景高山火車：往返於麥道爾及佛拉姆之間的高山火車，是全世界標準軌距鐵路中最陡的

一段，全長 20.20 公里，從標高 2 公尺的佛拉姆上升到 866 公尺的米達爾，平均每 18 公尺就上升 1

公尺的高度。沿線的風光令人難忘。您可看到白雪覆頂的高山，飛濂瀑布，種種獨特美景令人讚嘆。 

☆布里根區：列為世界遺產。建築深具德國色彩，是因為 14 世紀起卑爾根便成為漢薩聯盟的重鎮，漢

薩聯盟是以德國商人為首的貿易組織，結合歐陸和波羅的海周邊幾個重要城市所形成。目前共有 61

棟，維修工程仍不斷進行中。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飯店：SCANDIC ØRNEN、CLARION HOTEL ADMIRAL 或同級 

 
第十二天 卑爾根 BERGEN／雷克雅未克 REYKJAVIK【藍色溫泉湖】－180km－南冰

島區（維克黑沙灘） 
 卑爾根在20世紀奧斯陸被定為首都前，她一直是挪威的

首都，也是最重要的都市。卑爾根市區以港口畔的魚市為中

心，港口東側那一排尖頂、色彩繽紛的木造房舍，很快就吸引

遊客的目光，處處洋溢著古樸的德國風情。這些名為布里根

（BRYGGEN）的建築已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隨後搭機前往冰島（浮在極北地區的火山與冰河之國）首都

－雷克雅未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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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安排前往著名的藍色溫

泉池－BLUE LAGOON 享受在戶外10℃的溫度下，浸泡溫泉

之樂。隨後前往南冰島區。猶如世外桃源般的維克小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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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遠眺象鼻吸水奇岩，連綿的玄武岩沙灘，令人印

象深刻。維克鎮是觀鳥勝地也是冰島國鳥-海鸚鵡（PUFFIN）的故鄉，PUFFIN鮮豔的紅喙，胖嘟嘟的身

軀可愛的模樣吸引全世界的賞鳥迷前來冰島一睹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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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溫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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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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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內北歐風味餐 

住宿飯店：DYRHOLAEY、LAKI、FOSSHOTEL GLACIER LAGOON 或同級 

 
第十三天 南冰島區－傑古沙龍冰河湖 JOKULSARLON（007 雷霆殺機、誰與爭鋒拍

攝地）－210km－史可加瀑布－60km－HELLA（SELFOSS） 
今日前往瓦特那冰原，位於冰島偏南近南岸海濱，面積廣達 8400 平方公里，是冰島及歐洲最大冰

原，排行世界第三，僅次於南極大陸及格陵蘭。冰河厚達 1 公里，往外再延伸成無數小冰河。今天將有

機會沿著公路以最近的距離遠眺由瓦特那冰原伸展而下的數條巨大冰河臂（冰河）流入平地的大自然奇

景。冰河景觀特別壯闊，令人驚嘆！附近有名的史考拉冰河、形成傑古沙龍冰河湖的布雷沙穆克冰河等，

我們在此觀賞潟湖獨特的風光，並★搭乘水陸兩棲車遊覽潟湖。從地上直駛入湖中，近距離觀賞浮冰，

還可親手觸摸冰塊。工作人員會詳細解說冰河湖的由來歷史。這裡也常有海豹出沒，就在我們拍浮冰的

同時，幾隻海豹也許就在我們面前浮出水面

呼吸!!! 許多著名的好萊塢電影如“蝙蝠

俠，開戰時刻”及 007 系列電影等都曾在

此取景拍攝。續往史可加瀑布（樹林瀑布

Skógaf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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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門票安排】：水陸兩用船。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北歐風味餐 

住宿飯店：STRACTA HOTELS HELLA 或同級 

 
第十四天 HELLA（SELFOSS）－57km－雷克雅未克【金環之旅+市區觀光】 

今日展開最受歡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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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返回市區展開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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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遊覽由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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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國會斷崖、黃金瀑布、間歇泉、SUN VOYAGER 鋼雕、Harpa 音樂會議中心、霍爾格

林大教堂、市政廳、國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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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北歐風味餐 晚餐－北歐風味餐 

住宿飯店：GRAND HOTEL REYKJAVIK、FOSSHOTEL REYKJAVIK 或同級 

 
第十五 天 雷克雅未克／哥本哈根【佛萊德瑞克斯古堡+市區觀光】 
  哥本哈根是集政治、經濟、文化等機能為一體，就近代都市而言充分發揮了多重功能，此地的丹麥

語原意為【商人之港】，1167 年為阿布沙隆主

教所建城堡，原只是港口城鎮而已，在 15 世紀

時對建築有濃厚興趣的丹麥國王克麗斯汀四世

將此地大加整修，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殃及慘遭

破壞，現已完全恢復美麗的舊觀。首先前往北

郊參觀丹麥最具代表性的城堡－佛萊德瑞克斯

古堡，此地洋溢著文藝復興時期建築風格，是

十七世紀初丹麥國王克麗斯汀四世建造，從

1640～1840 年之間每一代丹麥國王都在此地

舉行加冕儀式。續展開市區觀光：市政府、國

會、皇宮廣場、新港和以安徒生童話聞名的美

人魚雕像，及展現北歐神話中強而有力之女神

像－卡菲茵噴泉。 

【下車參觀】：市政府、國會、卡菲茵噴泉、美人魚雕像。 

【貼心門票安排】：佛萊德瑞克斯古堡。 

餐 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BBQ 燒烤風味餐 

住宿飯店：AC BELLA SKY HOTEL、SCANDIC COPENHAGEN HOTEL、TIVOLI HOTEL、或同級 

 
第十六天 哥本哈根／曼谷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北歐之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信

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告別古都舊城前往機場，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專車前往機場，搭機經曼谷轉機

回甜蜜的家－台北。 

餐食： 早餐－飯店內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機上供應 晚餐－機上供應 

住宿飯店：機上 

 
第十七天 曼谷／台北 TAIPEI 

隨即轉機返回台北，結束難忘的北歐之旅。 

餐食： 早餐－機上供應 午餐－溫暖的家 晚餐－溫暖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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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