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島荷蘭 12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D01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D02  阿姆斯特丹 / 雷克亞維克---機場取車 (藍瀉湖之旅)1400/1505 

D03 雷克亞維克---霍爾斯沃德呂爾 (金環之旅) (110KMS) 

金環之旅：Þingvellir 國家公園，Gullfoss 瀑布，間歇泉 Geysir 

D04 霍爾斯沃德呂爾---克勞斯圖爾 (教堂鎮) (150KMS) 

(水濂洞+彩虹瀑布 )(海蝕洞觀景燈塔 Dyrholaeyjarviti) 

( 玄武岩小精靈) (Fjaðrárgljúfur Masjid) 

D05 克勞斯圖爾 (約 2.5HR 冰川健行) + (遊傑古沙龍冰河湖之旅 30-40 鍾) 

D06 克勞斯圖爾---雷克亞維克 (約 350 公里) 

D07  雷克亞維克 /  阿姆斯特丹 0740/1240 (清晨班機 / 下午市區觀光) 

D08  阿姆斯特丹 (市區觀光) 

D09  阿姆斯特丹 (羊角村之旅) 

D10  阿姆斯特丹 (市區觀光) 

D11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上午觀光 / 晚上搭機) 

D12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96,5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7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中華航空經濟艙來回機票含稅 

02 阿姆斯特丹 / 雷克雅未克來回經濟艙機票 (一開立無退票價值)  

03 表列旅館共 5 晚( 二人一室 / 含早餐) 

04 冰島藍瀉湖門票 (comfort 套票)   

05 冰島當地旅遊團 : 冰川健行之旅 

==>此兩個活動費用就看兩位需求、可增減與調整，皆可以，團費則是多退少補。 

06 500 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 

07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2 天) 
 

DAY1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

品噢！第一站冰島，北境天氣千變萬化，一天當中就可以

經歷四季，一小時內你就有可能經歷雨天、晴天、雨夾雪

和大風，記得帶足夠的保暖衣物且以洋蔥式穿衣為原則喔! 

雨天的冰島，及成了地球上最美的地方。帶著期待之心展

開冰島荷蘭十二天天之旅吧。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

好休息，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北歐之旅。 

 

DAY2   阿姆斯特丹/雷克亞維克 1400/1505 ---機場取車(藍瀉湖之旅) 

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阿姆斯特丹機場，短暫進市區觀光後搭機前往雷克雅未克，開啟北歐之

旅序幕。長途跋涉的抵達北境，於機場取車隨後開始藍瀉湖之旅。 

藍瀉湖 (Blue Lagoon) 

您將享受品質極佳的藍色瀉湖，潟湖是一座特

別的地熱水療池，位於冰島西邊年輕的火山岩

區上。 這裡有許多休閒活動可供選擇，例如在

藍色潟湖周邊散步、沐浴在藍綠色的乳狀池

中、地熱蒸汽浴或是在藍色潟湖的瀑布下做肩

膀按摩。 獨特的體驗包括享受戶外按摩或個人

水療療程。 這裡也有一家提供精緻菜單的餐廳

和銷售護膚產品藍湖商店，產品富含地熱活化

元素，包括礦物質、矽和海藻。 

 

 

DAY3  雷克亞維克---霍爾斯沃德呂爾(金環之旅)(110KMS) 

今日展開最受歡迎的金環風景線之旅。 

辛格韋德利國家公園（Þingvellir National Park） 

辛格韋德利國家公園是冰島著名旅遊線路「黃金圈」

(Golden Circle)的三大景區之一，是冰島最受遊客歡迎

的旅行目的地之一，與藍瀉湖溫泉齊名。位於冰島西南

部，首都東部 50 公里處。西元 930 年冰島早期移民在

此處舉行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了世界上

最早的由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議會和第一部冰島憲法。

這兒風景優美，以歐亞和美洲兩大板塊的斷裂谷地和純

淨幽深的議會湖而著名世界。此公園也是世界文化和自

然遺產風景地。 

 

蓋錫爾間歇噴泉（冰島語：Stóri Geysir） 

冰島語意思為爆泉，其最高噴水高度居冰島所有噴泉和間歇噴泉

之冠，也因此成為世界著名的間歇泉之一。可從噴口看到整個噴

發過程，尤其是噴發前，沸騰的水噴出而形成碗狀，中間的水柱

變成蒸氣直上空中約 20 公尺高處，十分壯觀。大間歇噴泉是一

個直徑約 18 米的圓池，水池中央的泉眼為一直徑 10 多釐米的



 

「洞穴」，洞水溫高達百度以上。每次泉水噴發之際，隻聽洞內隆隆作響，漸漸地，響聲越

來越大，而且沸水也隨之昇高，最後衝出洞口，向高空噴射，從中間水柱變成蒸汽直衝上天

空約 20 米高，又隨即化作瓊珠碎玉落下。每次噴發過程大約持續 1～2 分鍾，然後漸歸平息。

這一過程周而復始，不斷反覆，十分壯美。 

冰島黃金瀑布（冰島語：Gullfoss） 

在蓋錫爾噴泉北面十公里處，是冰島人最喜愛的瀑布，

傾瀉而下的瀑布濺出的水珠濔漫在天空，在陽光照射下

形成道道彩虹，彷彿整個瀑布是用金子鍛造而成，景象

瑰麗無比，令遊客流連忘返。 

 

 

DAY4  霍爾斯沃德呂爾---克勞斯圖爾(教堂鎮)(150KMS) 

(水濂洞+彩虹瀑布 )(海蝕洞觀景燈塔 Dyrholaeyjarviti) (玄武岩小精靈) (Fjaðrárgljúfur 

Masjid) 

熱愛大自然的你千萬不要錯過冰島南部幾大著名景區，包括 Reynisfjara 黑沙灘、維克小鎮、

瀑布等。 

塞裏雅蘭瀑布 Seljalandsfoss  

垂直高度達 60 公尺，人們可以在瀑布後面行走，如進入水簾

洞一般，因此又稱之為水濂洞瀑布。水珠隨風飄落，一不小

心就會衣衫盡濕。太陽照耀在水簾上，幻化成一道美麗璀璨

的虹。景色十分壯觀。 

 

 

森林/彩虹瀑布 Skogafoss 

接著前往另一個著名的瀑布，森林/彩虹瀑布 Skogafoss。森

林瀑布通體潔白，遠處望去仿佛一匹雪花綢緞，這裡的瀑布

水量較大，常被稱為巨無霸瀑布，景觀非常震撼，也因此也

常常看到彩虹喔! 這裡也成為白日夢冒險王(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的取景之地! 

 

 

海蝕洞觀景燈塔 Dyrhólaey Lighthouse 

全球十四座各具魅力的歷史性燈塔壁紙下載，冰島的

Dyrhólaey 燈塔，冰島的 Dyrhólaey 島擁有著名的黑沙灘，

位於 120 公尺高的海蝕拱上的燈塔已有 100 年的歷史了，

建於 1910 年。 

 

 

黑沙灘 Reynisfjara Beach 

而維克小鎮的後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最著名的是黑沙灘。 

黑沙灘位於冰島最南部的小鎮維克（Vik）旁邊，距離冰島

首都雷克雅維克約 180 公里。沙灘上黑色的沙其實是火山

噴發後遺留下來的噴發物。黑沙灘最令人驚奇的不單是沙

的顏色，而是因為那些巧奪天工的玄武岩和奇形怪狀的海

蝕柱，近觀細看的話，你一定不禁慨嘆大自然是多麼奇妙。



 

除此之外，遠處位於海中央的兩顆石頭，又稱為 「精靈石」，相傳以前從挪威跑過來的小精

靈在天亮前搭船來冰島，怎料來不及上岸，太陽出來後便將他們變成石頭。 

據說 1973 年 11 月 24 日，一架美國海軍飛機被逼降落於

冰島南部 Sólheimasandur’s 黑沙灘，機組人員全部生

還，而飛機殘骸則一直留在逼降位置，成為自駕遊者的一

個特別景點。這是一片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通體發黑的

沙灘，在落日餘暉下，顯得更加幽黑。沙灘上還有一座石

牆正是冰島建築師的一大靈感源泉—柱狀玄武岩。傍晚前

往教堂鎮入住。 

 

教堂鎮 Kirkjubæjarklaustur 

位於冰島南部空曠廣袤的冰水沉積平原邊緣，背靠群山，其拗

口的名字意為「教堂-農場-修道院」。愛爾蘭修道士早在維京

人到來之前定居於此。「教堂地板」是這座小鎮著名的景觀，

是一處排列整齊的玄武岩地貌，歷史上曾被認為是一座老教堂

的地面，其實是大自然的傑作。 

 

 

 

DAY5  克勞斯圖爾 (約 3HR 冰川健行) + (遊傑古沙龍冰河湖之旅) 

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Vatnajökull National Park） 

此地是冰島、歐洲最大的國家公園，約占冰島面積

的 13%，在 2018 年剛被提提名為 UNESCO 的名

單之一。前往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的主要參觀景點

是斯卡夫塔山自然保護區（Skaftafell Nature 

Reserve）與大名鼎鼎的冰河湖（Jökulsárlón）。

斯卡夫塔山自然保護區是冰島最熱門的冰川徒步

地點。《星際效應》（Interstellar）、《權利的遊

戲》（Game of Thrones）等知名電影、美劇都曾

在這一帶取景，你可以在參加冰川徒步時近距離體驗劇中的場景。 

傑古沙龍冰河湖 Jokulsarlon 

冰島只有三個國家公園，每個都有著各自的獨特之處。

傑古沙龍冰湖所在的瓦特納國家公園是歐洲僅次於俄羅

斯的科米國家森林公園的第二大國家公園。瓦特納國家

公園地貌不僅豐富，更有世界上其它地方所沒有的獨特

景色。冰原、火山、冰舌、崎嶇的高地和熔岩景觀，讓

您覺得仿佛來到外星世界。冰湖是由冰川融化的水彙聚

而自然形成的。隨著一直在消融的冰川和湖中不斷累積

的碎冰塊，冰河湖的規模逐年擴大，景色也越來越迷人。然而傑古沙龍冰河湖的美景卻是冰

川消融的高昂代價，也是當前全球變暖的一個直觀後果。在冰島頻繁的地質活動作用下，每

次來到這裡看到的景象都會完全不同，所以冰河湖和附近冰舌的美景，在你的每次到訪呈現

的都是獨一無二的風景。 

 

 

 



 

DAY6  克勞斯圖爾---雷克亞維克(約 350 公里) 

今日建議您可開車前往 Fjaðrárgljúfur Masjid 大峽谷

Fjaðrárgljúfur 翻成英文應該是 Feather River Canyon（羽

毛河大峡谷），有世界最美麗的峽谷之稱，Fjaðrárgljúfur

位於冰島南部，從 Fjaðrárgljúfur 峽谷的起點走到最內部的

瀑布觀景台約 1.5 公里，徒步來回約需 1.5~2 小時左右，沿

途有完善的健行步道。羽毛河峽谷，經歷了數百萬年的冰川

流水侵蝕，切割出這譽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峽谷。長滿了綠色

青苔的峭壁，河流緩緩從中流過，有種純淨的美麗，彷彿踏

入小精靈的世界裡。 

 

DAY7  雷克亞維克 / 阿姆斯特丹 0740/1240 (清晨班機 /下午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搭機飛往阿姆斯特丹，班機於今日中午抵達

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下午您可前往阿姆斯特丹市區

觀光：阿姆斯特丹原本是「阿姆斯托河上的水壩」，

13 世紀以後才逐漸發展為一個城市。16、17 世紀的

「黃金時代」，環繞著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完成了許

多運河的開鑿。之後，隨著人口的快速成長，城市也

不斷地向外擴張。如今阿姆斯特丹已是荷蘭首都，素

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由 90 個小島所組成，擁有

160 條運河和 1281 座橋梁！密如蛛網的運河、穿梭市區的單車、高貴美麗的鬱金香、光彩

奪目的鑽石、越夜越瘋狂的紅燈區，以及梵谷、林布蘭等大師的典藏，在在吸引著來自世界

各地的遊客。 

 

DAY8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全日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 

水壩廣場 Dam 

離中央火車站不遠的水壩廣場是阿姆斯特丹最有活力的地

方，這裡飄散著咖啡的氣息、麵包的香味，很多人買一杯咖

啡，安坐在路旁，觀賞街頭藝人精彩的搞怪表演。水壩廣場

建於 12 世紀末，廣場上的市政廳則在 1648 年開始興建，

至今仍然是水壩廣場上最顯眼的地標。1808 年法國佔領荷

蘭時，路易拿破崙(Louis Bonaparte)更選址市政廳作為他的

住所，更改名為王宮( Koninklijk Paleis) 。廣場上另一個引

人注目的建築物，是為了紀念二次大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犧

牲者所設立的人民紀念碑(Nationaal Monument) 

 

阿姆斯特丹王宮 （荷蘭語：Koninklijk Paleis Amsterdam 

或 Paleis op de Da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是依據議會法案荷蘭王室

的三座宮殿之一（另兩座是豪斯登堡宮和努兒登堡宮），

根據國會法案由威廉-亞歷山大使用。 

 

 

安妮之家 :（荷蘭語：Anne Frank Huis）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間紀念猶太人女孩安妮·弗蘭克

的博物館，這裡也是安妮·弗蘭克一家在納粹黨統治時的躲

藏處。 

門票:10€ 

 

 

 

艾伯特市場 Albert Cuyp Market  

濃厚的傳統風情，可嘗到當地現做的荷蘭餅，跟在超市買的

味道不太一樣，不過都一樣好吃，很推薦大家來的時候可以

嘗嘗，不過不建議一個人吃一個，因為甜度很高，大概嘗一

下就可以了。那來這邊不一定要買東西，畢竟他是一個以居

民生活為主軸的地方，所以很多都是日常生活的用品，不過

如果有想要買小紀念品回來的，蠻推薦在這邊下手的，因為

不貴，又有頗多選擇喔~~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荷蘭語：Het Rijksmuseum Amsterdam），位於荷蘭阿

姆斯特丹，是荷蘭的國家博物館及規模最大的博物館，藏有

史前至最新的各種展品。國家博物館研究圖書館

（Rijksmuseum Research Library）是該博物館的一部分，

也是荷蘭最大的公共的藝術史研究圖書館。與海牙莫瑞泰斯

皇家美術館和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並稱荷蘭的

三大美術館。 

門票:17.5€ 

梵谷博物館 Van Gogh Museu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廣場，緊鄰著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和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主要收藏荷蘭著名畫家梵谷及其同時代者

的作品。該館藏梵谷作品數量是世界上最多的， 您可以觀看舉世

聞名的畫家梵古遺留下來的大多數作品。這些著名的作品，如《馬

鈴薯人家》，《向日葵》，《杏仁花》和《播種者》均陳列在阿姆

斯特丹市的梵古博物館。第二多則是是荷蘭的克勒勒-米勒博物館。 

門票:18€ 

 

DAY9   阿姆斯特丹(羊角村 Giethoorn 之旅) 

羊角村位於荷蘭西北方 Overijssel 省，De Wieden

自然保護區內。冰河時期 De Wieden 正好位在兩個

冰磧帶之間，所以地勢相較於周邊來得低，造成土壤

貧瘠且泥炭沼澤遍佈，除了蘆葦與薹屬植物外，其他

植物不易生長，唯一的資源則是地底下的泥煤。居民

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塊以外賣賺錢，而不斷開鑿土

地，形成一道道狹窄的溝渠。後來，居民為了使船隻

能夠通過、運送物資，將溝渠拓寬，而形成今日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羊角村有著「北方威

尼斯」和「荷蘭威尼斯」的美稱。之所以出名，是因為羊角古村沒有道路，以運河和船作為



 

主要交通方式。貴有『歐洲威尼斯』美譽的羊角村，很多人來這裡無非是以『划船』的方式

取代漫步，漫遊在村莊中。今日就漫步享受風景如畫的羊角村小鎮吧!  

體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來趟運河巡禮，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謐的村落，一面聆聽船夫

兼嚮導娓娓細說各個房子的歷史與特色，除了欣賞美景外，文化收穫也不少。在露營區租一

間小木屋和一艘小木船，或者租輛腳踏車在林蔭大道間閒逛，以最親近自然的方式，享受生

活的愉悅。廣大的湖泊、密佈的水道可是考驗著都市人依賴交通標誌的能力，通常遊客在租

船時，店家都會附贈一張羊角村的水路地圖，遊客只要先找到羊角村最主要也是最大的湖泊

Bovewijde，再根據水面上標有號碼的旗竿，尋找地圖上的水道標號，就可以清楚地找到自

己的方位。 

 

DAY10   阿姆斯特丹(建議風車村之旅)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風車村-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其在阿姆斯特丹北方 15 公里，便可看到

Zaandam 區的風車朝氣蓬勃地轉動著。在荷蘭想看風

車？最理想的去處之一就是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 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但

對於 17~18 世紀的荷蘭人而言，卻是生活與工作的場

所，在這裡可以看到荷蘭人如何利用風車產生動力，

碾磨製造顏料的木材。真實的房子，古老的造船廠，製作木鞋的表演，還有風車，每年吸引

著成千上萬的遊客。250 年前，在這片狹小的土地上，矗立著 800 多座風車。它們承擔著各

種工業任務。在五座風車中，有三座向遊人開放。在桑河上泛舟遊覽，能夠從另一個角度欣

賞這些美麗的風車。風車村內的博物館包括木鞋製造廠、白蠟製造廠、麵包房、奶酪和乳製

品作坊以及 100 多年的雜貨店。 

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到充滿荷蘭風味之綠色街坊及白色蕾絲窗簾的住宅區，在此可以參觀荷蘭

著名的乳酪工廠的乳酪製造過程。 

贊瑟斯博物館 Zaans Museum 門票:10€ 

贊瑟斯博物館將帶您體現荷蘭境內一個聞名的景點。這

是一個充滿風車、綠色小木房、無垠遠景的荷蘭。 

在博物館的中心坐落著維卡特體驗中心（Verkade 

Experience），這是一個老幼咸宜的好去處。您在此

彷佛置身於 20 世紀初的巧克力和曲奇餅工廠，裡面安

裝的最初的機器還在不停運轉。博物館在 1998 年建

成，其目的是保存贊瑟斯河畔的歷史文化。 

博物館展出民居和工業文化歷史，以及當地居民的日常

生活。贊瑟斯博物館在地理上和內容上都與贊瑟斯漢斯緊密相連，通過典型的荷蘭風景反映

出贊瑟斯地區的真實歷史，讓遊客和參觀者能更深入了解贊瑟斯漢斯文化。 

 

DAY11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AMS / TPE  CI 74  1100 / 0600+1 

今日上午前往阿姆斯特丹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

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D12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歐洲風景影像，趕緊回到溫暖的小

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