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冰島極光荷蘭花季 13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法蘭克福 

02 法蘭克福 / 飛機 1235 / 1415 / 雷克雅未克 

03 雷克雅未克(金環之旅 + 陸路追極光之旅—當地旅遊團) 

04 雷克雅未克(冰川健行之旅—當地旅遊團) 

05 雷克雅未克(南岸 + 冰河湖一日遊)  

06 雷克雅未克(冰洞一日遊) 

07 雷克雅未克(上午觀光 / 下午藍瀉湖溫泉之旅(含接駁巴士)) 

08 雷克雅未克 / 飛機 0740 / 1240 / 阿姆斯特丹 

09 阿姆斯特丹 

10 阿姆斯特丹  (庫肯霍夫花展)  

11 阿姆斯特丹 (羊角村一日遊當地旅遊團)  

12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13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33,000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 最後價格以機票及旅館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5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中華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2 三、四星級旅館共 10 晚 (二人一室 / 含早餐)  

03 法蘭克福 / 雷克亞維克 單程經濟艙機票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4 雷克亞維克 / 阿姆斯特丹 單程經濟艙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5 雷克雅未克機場---旅館來回巴士 

06 金環之旅當地旅遊團 

07 陸路追極光之旅當地旅遊團 

08 冰川健行之旅當地旅遊團 

09 南岸 + 冰河湖當地旅遊團一日遊 

10 冰洞一日遊當地旅遊團 

11 藍瀉湖溫泉之旅 (含接駁巴士) 

12 庫肯霍夫花展門票及接駁車票 

13 羊角村一日遊當地旅遊團 

14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15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3 天) 
 

第一天  台北 /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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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之心展開冰島九天之旅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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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法蘭克福 / 飛機 1235 / 1415 / 雷克雅未克 

 

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法蘭克福機場，隨即轉機

前往雷克雅未克在冰島的七天六夜之旅，長途

跋涉的抵達北境，隨後市區觀光：市中心有許

多著名景點，如哈爾格林姆斯大教堂（Hallgrí

mskirkja）美麗人工湖提厄爾寧湖，以及環繞

其湖而建的雷克雅維克市政廳、國會樓、跳蚤

市場（Kolaportið）。鄰近的釣魚碼頭、太陽

航海者（The Sun Voyager，Sólfar）也是不

容錯過的拍照景點。建議您今日早點回旅館休

息，已恢復長途飛行及時差的疲憊。 

 

第三天  雷克雅未克 (金環之旅 + 陸路追極光之旅) 

 

今日展開最受歡迎的金環風景線之旅，我們將

參觀奈斯亞威裏爾(Nesjavellir)地熱高溫區，它

位于風景如畫的國會湖 (lake Pingvallavatn )

地區，那裏供應首都地區集中供熱所需熱水的

四分之一。 再向北走幾公里即可到達國會山

(Thingvellir) 國家公園，這裡是議會舊址

Altingi，是該囯最有趣的地質區和最重要的歷

史遺址。 接著參觀震撼人心的黃金(Gullfoss)

瀑布和間歇泉(Geysir)地熱區。 

進入斯卡洛特(Skalholt)教堂，參觀冰島主教曾經的座位，為您揭開冰島宗教歷史的一角。 

此次旅行將帶您穿過富饒的農田，並在途中的 Kerid 火山口停留拍照。 參觀 Hveragerdi

溫室社區時，您將了解到地熱這種自然資源的無窮用途。晚上參加陸路追極光活動。 

 

 

 

 

 

 



 

第四天  雷克雅未克 (冰川健行之旅) 

 

今日參加當地冰川健行之旅。專車於旅館接您

前往冰島西南，經驗豐富的導遊會給你安全介

紹後，帶領你開始 Sólheimajökull 冰川健行。

走在這個大的現象，冰塊堅固，不斷變化的樞

紐。冰舌--因為爬冰川向大海，你會驚奇與獨

特，迷人的風景。探索出冰川以其驚人的冰層，

裂縫，下沉洞，深裂縫和鋸齒狀的山脊。當你到

達一個冰牆，試試以你的手攀冰！有你需要的

所有安全工具，如冰鎬，冰爪和安全線，勇敢的

攀登壯麗的自然景觀，使得此行的經歷，您不會

忘記。 

第五天  雷克雅未克(南岸 + 冰河湖一日遊) 

 
此旅遊是各種自然愛好者的理想選擇。我們帶

您沿著冰島的南海岸，這個國家最美麗的地區

之一，到維克（Vík），這個迷人的村莊被美麗

的鳥類懸崖所包圍。南冰島是特別的，因為它

是島上最平坦的地區之一。因此，冰島大部分

的糧食種植都是在那裡完成的。下一站，

Seljalandsfoss 和 Skógafoss 瀑布 (建議您帶

上雨衣或防水外套)。 

Seljalandsfoss 是 Seljandsá河的一部分，它起源於 Eyjafjallajökull 冰川。另一個著名的

冰島瀑布 Skógafoss 是 Fimmvörðuháls 走到 Þórsmörk 的起點。瀑布也被用於電影“雷

神：黑暗世界”和沃爾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之後會來到 Reynisfjara 黑沙灘，

Reynisdrangar 岩層和柱狀玄武岩，這是冰島最壯觀的海灘之一，但可能是危險的(不要

過於靠近海洋，並遵循導遊指示)最後會抵達 Sólheimajökull然後步行前往形成在退縮冰

川前的小湖。 

 

第六天  雷克雅未克 (冰洞一日遊) 

 

想像一下，站在你腳下 200 米的冰帽上！今日

您將參觀冰島最大最壯觀的冰川 Langjökull！ 

一個獨特的人造冰洞。路途經過鬱鬱蔥蔥的 H

úsafell 地區，中途在歐洲最強大的溫泉

Deildartunguhver 和美麗的 Hraunfossar 熔

岩瀑布停留。 在 Húsafell 午餐休息之後，前

往 Langjökull，乘坐經過特殊修改的冰川車輛

上。 乘坐改造的冰吹到達冰川頂部，在那裡

當地導遊將會帶您進入參觀壯觀的洞穴。記得

今天要穿保暖一點喔! 建議您穿著堅固的鞋子! 

 

 

 

 

 

 



 

第七天  卑爾根 

藍瀉湖 (Blue Lagoon) 

 

上午市區觀光，下午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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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有一家提供

精緻菜單的餐廳和銷售護膚產品藍湖商店，富

含地熱活化元素，包括礦物質、矽和海藻。 

 

第八天  雷克雅未克 / 飛機 0740-1240 / 阿姆斯特丹 

 

今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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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您可前往風車村-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其在阿姆斯特丹北方 15 分鐘車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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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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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參觀荷蘭著名的乳酪工廠的乳酪製造過程。 

 

第九天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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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Monument)。 



 

阿姆斯特丹王宮 

Koninklijk Paleis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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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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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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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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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海事博物館 

Nederlands Scheepvaartmuseum 

 

位於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市的一座海事博物

館。2012 年，有 419,060 名遊客參觀了荷蘭

海事博物館。2013 年，荷蘭海事博物館是荷

蘭參觀人數第 11 多的博物館。 

 

第十天 阿姆斯特丹(羊角村一日遊當地旅遊團) 

 
乘坐專車前往個典型的荷蘭風景，行駛 1.5 小

時，途經風景如畫的羊角村（Giethoorn）。體

驗荷蘭人民如何與抵達後的水一起生活，並出

發去徒步和乘船遊覽。享受汽車被禁止的小鎮

的和平和寧靜，幾個世紀以來一點點改變。欣

賞鎮上各種類型的船隻，從吊船到在運河上運

輸的下水道船和平底船。經過 1 小時乘船遊覽

經過精心修復的農舍，享受午餐和自由探索的

空閒時間。 

從指南獲取有關要看什麼和在哪裡吃東西的提示。遊覽將繼續到連接北荷蘭省和弗里斯蘭

省 32 公里堤防的圍牆 Afsluitdijk。荷蘭在處理水資源管理方面享譽世界。阿斯魯特迪克

（Alusluitdijk）是為了馴服曾經的祖伊德澤（現在的艾瑟爾湖）而建立的，它是荷蘭水力

實力的典型代表。 

第十一天  阿姆斯特丹(庫肯霍夫花展) 

 

庫肯霍夫公園(Keukenhof)春花綻放之時，荷

蘭的春天才算真正降臨。美麗的場館內開滿鬱

金香、風信子、水仙花與其他球莖花草，共譜

璀璨的視覺饗宴，七百萬朵花爭奇鬥艷。花朵

與球莖是荷蘭最重要的兩大出口品，也正是庫

肯霍夫公園的主角。這項一年一度的花展位於

利瑟 (Lisse)，集中在阿姆斯特丹南方的博朗

斯垂科地區（球莖區）。1949 年，鎮上舉辦的

露天花卉展很快成為年度盛會，最後成為固定

的庫肯霍夫公園。露天花卉展不僅是春季不容

錯過的終極地點，也是每名攝影師夢想參與的

盛事。. 

第十二天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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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