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101B 

 

 

 

★航空公司保有異動機型，調度之最終權利，敬請貴賓知悉，謝謝您！ 

■ 採用台灣唯一直飛阿姆斯特丹班機，中華航空～供台語嘛ㄟ通，讓您輕鬆溝通無負擔。 
■ 台北／阿姆斯特丹／台北，可攜托運行李為經濟艙 30 公斤，旅行購物最輕鬆、是您旅行最佳選擇。 
■ 早班機出發，當日抵達，讓您充分休息零時差。 
■ 華航採用最新、最大、最安靜、最環保～飛行荷蘭，給您最舒適新穎的飛行體驗。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 073 台北(桃園) 阿姆斯特丹 00:55 07:50 

第一天 FI 501 阿姆斯特丹 雷克雅維克機場 13:05  15:20 

第六天 FI 500 雷克雅維克機場 阿姆斯特丹 07:40  11:55 

第八天 CI074 阿姆斯特丹 台北(桃園)  11:00 06:35+1 

特別提醒： 

搭乘中段班機:FI 冰島航空，阿姆斯特丹／雷克雅未克。 

拖運行李：毎人限ㄧ件 23公斤。 

手提行李：毎人限ㄧ件 10公斤，行李三邊總長不得超過 45英吋(約 114公分)。 

■ 若行李超過上述重量/大小/材質，費用依據各航空公司規定，由領隊協助、旅客於現場支付，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 

■ 您所參加本次行程所安排的航段，自桃園機場出發後需經中站轉機，飛往本行程的目的地。 

■  中站轉機務必配合當團領隊的引導，順利登上轉機的航段。依據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規定，所有搭機

人務必按照所開立的機票，依序搭乘使用，倘若中途有任一航段未順利搭乘，將被航空公司視同持票人放棄本

次旅程，並且後續的所有機票航段（包含回程機票）將全數被作廢失效。若此，後續所有的旅程航段將必須自

費重新購買新機票，費用通常在數萬元以上。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貼心的建議】 
❶.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



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❷.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❸.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❹.冰島冬季下雪頻繁，建議旅客帶防滑好行走的鞋子，較方便行走以策安全。 

❺.本行程包含：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簡易防滑墊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歐規轉
接插頭每人一個。 
 

【行程包含】 

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❶ 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❷ 耳機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❸ 如有遺失之狀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2000元。 

  

 

【注意事項】 

❶.特別贈送每間房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全程旅遊其間，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

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2500 元。 

❷.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由 2G、3G 及 3G+。 

❸.此分享器速度前 350MB 為 3G 或 3G+之後降為 2G 或 3G，流量不限吃到飽。 

❹.歐洲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❺.為避免超量造成網路服務中斷，建議在出國前先將 Dropbox、iCloud、APP 自動更新等程式關閉，

也應避免觀看網路電視、Youtube 等大量數據之服務。短時間內過大流量可能造成電信公司主動斷線或

限速， 

本公司將無法對此情形退費。 

❻.貼心提供網路分享器，敬請貴賓妥善使用。如有遺失之情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5000 元。 
 



【行程地圖】 

 

【冰島】火山和冰河的國度◎知名旅遊書籍《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推薦 2013 全球最佳旅遊國家◎ 

陸地的盡頭，北緯 66度的傳說。豐富的地理景觀，素有《天然的地理教室》之稱；火山與冰川共存，產生了冰

火共存的特殊奇景。體驗自然純淨清新的環境，洗滌身心的疲憊。 

★北極光是一種自然現象，須要在晴朗無雲的夜空中才有機會看到，而天候因素非人為所能預測。 



 

【冰河健行體驗】安排專業冰河健行嚮導，體驗遼闊冰川景緻，令人難以忘懷。 

 

【塞里雅蘭瀑布】有水濂洞瀑布之稱。 

【斯科加爾瀑布】有彩虹瀑布之稱，白日夢冒險王電影場景。 

【黃金瀑布】冰島最大的斷層峽谷瀑布，被讚譽為歐洲最美的黃金瀑布。 



  

 

【藍湖地熱溫泉之旅】◎冰島旅遊局推薦路線◎ 

冰島的招牌特色，位在冰島的西南邊，距離首都雷克雅維克約 40公里。水溫控制在 37～39℃之間， 

容量達 6百萬立升，湖水每 40小時更換一次，是座全世界最大的戶外天然溫泉池。藍湖天然的地熱 

溫泉能有助身心的放鬆，除了溫泉池外，還有蒸氣室、烤箱、溫水按摩水柱。 

如果想在藍湖享受頂 

級的 spa 按摩，也有專人為你服務喔 ★依流程費用不依，敬請自理 

 



【朗格冰川之旅】◎冰島旅遊局推薦路線◎朗格冰川面積 1025 平方公里，位於冰島西部，但是景色卻比冰島的

其他冰川更迷人，這裏獨特的熔岩瀑布冰川絕無僅有，從熔岩中噴涌而出的瀑布形成的冰川，無比浩瀚壯觀。 

【冰川雪上摩托車】在教練的專業解說及指導下，騎乘冰上摩托車，兩位貴賓共乘一部冰上摩托車，騁馳在一

望無際的冰川上，享受風馳電掣的快感，途中您可欣賞到冰火相容的奇景－冰河覆蓋在休火山上，難得一見的

大自然極地風光，令人印象深刻。 

 

【黑沙灘】黑色的玄武岩是火山熔岩的傑作，經過長時間海風與海浪的雕琢，把玄武岩磨成黑沙，形成冰島著

名的黑沙灘奇景。於 1991年美國雜誌列為世界 10大美麗沙灘之一。 

【傑古沙龍冰河湖】世界最大的冰河，湖晶瑩又透著粉藍色光澤的千年浮冰，輕飄在清澈如鏡的絕美湖面上，

許多著名電影在這取景，如《鐵達尼號》及 007系列電影《雷霆殺機》、《誰與爭鋒》，以及《古墓奇兵》等，受

歡迎的程度由此可知。 

 

【極光遊船】搭乘極光遊船搜尋幸福極光，神秘綠光跳耀於海陸之間，見證最驚奇的霎那奇景。 

★乘船出海須視當日海象情況，如風浪太大如法出海，每位退費 30 歐元；如因個人因素放棄搭乘，恕不退費。 

 



【阿丹塔登頂】2016年新開幕，原為知名石油大樓 Shell 總部，現改為多元的娛樂中心，除了餐廳酒吧之外頂

樓的瞭望台更成為阿姆斯特丹新景點，您可從阿丹塔頂遠眺阿姆斯特丹港口美景。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舊皇宮、水壩廣場、紅燈區阿姆斯特丹法定的風化區，位於舊教堂附近，許多觀光客

抱著開開眼界的心態，來欣賞難得一見的櫥窗女郎。 

【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飽覽運河風光，一路上您可看見阿姆斯特丹道地的建築式樣，整齊、美麗的水上人

家，以及天才畫家梵谷最欣賞且時常掛在嘴邊的瑪雷吊橋。 

  

 

 

 

 



  

【兩晚積木城堡旅館】以荷蘭傳統式的建築風格於 2010 年 3 月完工，以非對稱的方式詮釋出來的積木城堡旅館

為荷蘭知名的建築師所設計，其設計理念為“每一個來到這裡的旅人，都應該有一棟房子可以歇息，而不僅僅是

個房間”，內部共有 160間以前衛風格為主訴求的房間，設計師巧妙的運用新舊融合的設計概念，以獨特的空間

設計概念打造出不一樣的建築樣式。 

 



 

第 1 天 
桃園阿姆斯特丹(直飛⇨飛行時間約 12 小時 50 分) 雷克雅未克(飛行時間

約 3 小時 20 分) 藍色溫泉湖(地熱溫泉浴)-乘船出海尋訪幸福極光 

去冰島旅遊吧！一個冰火淬鍊、溫泉最多、全世界最乾淨的國度！ 

今日班機飛抵冰島首都。 

■【雷克雅未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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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別安排【藍色溫泉湖 BLUE LAGOON】◎冰島最受歡迎的遊覽地之一◎ ，溫泉湖位於雷克雅未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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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質非常豐富，因為不適合直接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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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安排貴賓們享受在戶外 10℃的溫度下，地熱溫泉浴之樂。溫泉含有大量的礦物質，具有美容與消除疲

勞的功效。 

■ 特別安排【乘船出海尋訪幸福極光】晚餐後，安排乘船出海，再次搜尋幸福極光，神秘綠光跳耀於海

陸之間，見證最驚奇的霎那奇景。 

【溫馨小叮嚀】 

❶.本日請貴賓們自行攜帶泳裝具。 

❷.若因個人因素無法進行藍湖溫泉活動，請於出發前 10日告知，每人退費 30歐元，若當天才取消， 

   則無法退費，敬請諒解! 

❸. 乘船出海須視當日海象情況，如風浪太大如法出海，每位退費 30歐元；如因個人因素放棄搭乘，恕不退費。 

❹. 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 早餐：機上餐食   ■ 午餐：X    ■ 晚餐：冰島風味料理 

■ 住宿：REYKJAVIK LIGHTS HOTEL  或  SKUGGI HOTEL  或  FOSSHOTEL LIND  或  STORM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 2 天 雷克雅未克 (金環風景線之旅之旅+冰上摩托車) 冰島西南部 

■【金環風景線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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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等沿途

景色秀麗，讓您心曠神怡 

■下車拍照【蓋錫爾間歇噴泉】由於板塊的碰撞使得冰島蘊藏及豐富的地熱資源，板塊之間的間歇噴泉

就是一個極為特殊地理景觀，其中有著各式各樣的泉脈，有的間歇泉大約每隔三分鐘便會噴出高數十公

尺的泉水。 

■下車拍照【黃金瀑布】因為豐沛的水蒸汽，在陽光的照射下會出現若隱若現的彩虹橫掛在瀑布上，有如

黃金般的美麗，所以有黃金瀑布之美稱，這裡也是歐洲最大的瀑布。 

https://www.keahotels.is/en/hotels/reykjavik-lights
https://www.keahotels.is/en/hotels/skuggi-hotel
https://www.islandshotel.is/hotels-in-iceland/fosshotel-lind
http://www.keahotels.is/en/hotels/storm-hotel


■【國會斷崖】◎冰島最著名的地理奇觀◎ 在陽光的照射下形成亮豔的彩虹，有如黃金打造般，結束金環

之旅，您即可瞭解形成整個冰島獨特地形的狀況。 

■【朗格冰川】◎冰島著名景點◎ 沿途峽灣風光盡收眼底，並可觀賞河流深入地底，在懸崖中露出地表，

抵達冰川後展開雪上摩托車之旅。 

■【冰上摩托車】◎特別安排◎ 穿上我們為各位貴賓特別準備的禦寒保暖衣物裝備，在教練的專業解說及

指導下，騎乘冰上摩托車，兩位貴賓共乘一部冰上摩托車，騁馳在一望無際的冰川上，享受風馳電掣的

快感，途中您可欣賞到冰火相容的奇景－冰河覆蓋在休火山上，難得一見的大自然極地風光，令人印象

深刻。★基於安全理由、駕駛人請俱備駕照★ 

【溫馨小叮嚀】  

❶.請於出發前 10天確認是否騎乘雪上摩托車，不騎乘者可退費 60歐元，若於出發前 10天內臨時決定不騎乘

雪上摩托車則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❷.雪上摩托車，限 6歲以上才能體驗。 

❸.此行程較刺激，若有個人特殊身體狀況、年長者、孕婦兒童等，考量行程危險性及旅客身心安全，強烈建議

不要參加。 

❹.極光為大自然現象，如旅途中因氣候因素無法觀賞極光，敬請見諒。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北歐式自助餐    ■ 晚餐：飯店內晚餐 

■ 住宿：HOTEL SELFOSS  或  STRACTA HOTEL HELLA  或  HOTEL HVOLSVOLLUR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 冰島西南部南部海岸觀光(黑沙灘、斯科加爾、塞里雅蘭瀑布)冰島南部  

■【冬季的冰島】就跟他的名字一樣寒冷，卻是歐洲越來越熱門的旅遊地區。大多數觀光客喜愛他的自

然景觀，包括冰河、溫泉、噴泉、熔岩奇特景觀等。今日我們就要搭乘巴士，把握珍貴的日晝時間，

前往冰島南岸，駐足參觀塞里雅蘭瀑布和斯科加瀑布，此外還有黑沙灘。 

■下車拍照【塞里雅蘭瀑布】位於冰島西南部，斯科加爾以西約 30 公里處的塞里雅蘭河上，南臨冰島

一號環島公路，交通便利，為一處著名的旅遊景點。塞里雅蘭瀑布垂直高度達 60 公尺。在瀑布後面、

懸崖底部有一條可供遊人穿過的小徑，體驗穿越瀑布的神奇感受。 

■下車拍照【斯科加爾瀑布】冰島南方小鎮－斯科加爾最著名的景點，有彩虹瀑布的美稱。斯科加爾瀑

布優雅的從黃綠色山丘傾瀉而下，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和體力，還可以順著山丘登上數百階梯，在瀑布

頂上俯瞰壯闊美景。 

■下車拍照【黑沙灘】黑色的玄武岩是火山熔岩的傑作，經過長時間海風與海浪的雕琢，把玄武岩磨成

了黑沙，形成冰島著名的黑沙灘奇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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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光 Aurora】在高緯度的天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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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叮嚀】  

❶.近瀑布處地面濕滑，若是要靠近觀看，請留心您的腳步。 

❷.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北歐風味餐    ■ 晚餐：北歐風味餐 或 飯店內晚餐 

■ 住宿：HOTEL DYRHOLAEY  或  ICELANDAIR HOTEL VIK  或同級旅館 

第 4 天 冰島南部體驗冰河健行傑古沙龍冰河湖   

■ 特別安排【冰河健行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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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溫馨小叮嚀】  

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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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❷.冰川健行，限 8歲以上才能體驗。 

❸.因此行程較刺激，若有個人特殊身體狀況、年長者、孕婦、兒童等，考量行程危險性及旅客身心安全，強烈建

議不要參加。 

■下車拍照【傑古沙龍冰河湖 JOKULSARLON】屬冰河潟湖位於冰島東南部環島公路邊，介於霍芬鎮與

史卡夫塔之間。大量的、色彩美麗的藍色浮冰緩緩流經傑古沙龍冰河湖而進入海洋，會形成這樣特殊的

美景，湖口入海處由於有大量的魚類，因此可看到成群的海鳥以及海豹在此聚集出沒，也可以親眼目睹

這全世界最大的冰河湖，您還是很難相信，這一片廣闊無際、晶瑩又透著粉藍色光澤、或大或小的千年

浮冰，輕飄在澄清如鏡的夢幻湖面上，竟是如此真實的存在。傑古沙龍冰河湖曾是許多電影的拍攝地，

如《鐵達尼號》及 007 系列電影《雷霆殺機》、《誰與爭鋒》，以及《古墓奇兵》等，受歡迎的程度由此

可知。 

■ 早餐：度假村早餐     ■ 午餐：俄式料理風味餐     ■ 晚餐：俄式料理風味餐 

■ 住宿：Eco Home 度假村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雷克雅未克(市區觀光)-自由活動  

■下車拍照 【市區觀光】 

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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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樓】狀似水晶球，其實是自來水公司的展示中心，空中腑瞰就如一顆玻璃珍珠鑲在六個圓形花瓣

中－就是巨大的儲水筒，儲放從地面下擷取的滾燙熱泉，中間有展覽廳、溫泉模型、餐廳，並可從眺望



台觀看市區。 

■ 早餐：飯店內早餐     ■ 午餐：北歐式自助     ■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 住宿：REYKJAVIK LIGHTS HOTEL 或 STORM HOTEL  或  SKUGGI HOTEL  或  GRAND HOTEL 

REYKJAVIK  或  RADISSON BLU SAGA  或同級旅館 
 

第 6 天 
雷克雅未克阿姆斯特丹(荷蘭) Fashion Outlet 購物趣阿姆斯

特丹 

今早前往雷克雅未克機場，飛往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Batavia Stad Amsterdam Fashion Outlet】為荷蘭歷史最悠久的打折村，城堡式的外觀建築能讓

您漫步在歐洲古典街道中享受購物的樂趣，購物村內雲集 150 多家門店，250 多個國際知名品牌，提

供折扣幅度最高至 70% OFF的過季商品優惠，每年冬夏兩個促銷季更是折上折！ 

■ 早餐：早餐餐盒     ■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 晚餐：飯店內用晚餐 

■ 住宿：INNTEL HOTELS AMSTERDAM ZAANDAM     

第 7 天 
漫遊阿姆斯特丹(風車村、北海漁村、運河遊船、市區觀光) 「阿丹塔」登

頂 

早餐後，展開浪漫的風車、運河之旅。 

■下車拍照【風車村 Zaanse Schans】想看風車？最理想的去處之一就是桑斯安斯。對觀光客來說這

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如例如乳酪工廠、蕾絲手工藝品店、木鞋工廠等等，相當有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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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鞋工廠－參觀由白楊木挖空製成的荷蘭木靴，大小尺寸齊全您不但可買回去

給孩子穿或送人外更可以當成花器使用，保證令您愛不釋手。 

■下車拍照【北海傳統小漁村(佛倫丹) 】儘管在築完 Afsluitdjik 北海大堤壩後，但如珍珠項鍊般環繞

湖畔的漁村並未因此而沒落，許多的漁村仍舊保有其傳統的風貌，而吸引無數的觀光客；在此您可以

看到荷蘭人傳統的漁村及富有浪漫情調的漁人碼頭；您可能看見穿著傳統荷蘭服飾的居民就會從您身

邊走過，讓你會以為你身處在數百年前。 

■下車拍照【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舊皇宮、水壩廣場，位於舊教堂(Oudekerk)附近，許多觀光客抱著開開眼界

的心態，來欣賞難得一見的櫥窗女郎。 

■入內參觀【阿丹塔登頂】2016 年新開幕，原為知名石油大樓 Shell 總部，現改為多元的娛樂中心，

除了餐廳酒吧之外頂樓的瞭望台更成為阿姆斯特丹新景點，可從阿丹塔頂遠眺阿姆斯特丹港口美景。 

■【乘玻璃船遊覽市區運河】，您可飽覽運河風光，一路上您可看見阿姆斯特丹道地的建築式樣，整

齊、美麗的水上人家，以及天才畫家梵谷最欣賞且時常掛在嘴邊的瑪雷吊橋。結束運河巡禮之後， 

■入內參觀【鑽石工廠】看看荷蘭人引以為豪的鑽石切割工藝，世界著名的鑽石之所以變得光彩奪目，
很多即是由荷蘭鑽石工廠的切割整形研磨的加工手續才得以迷倒世人。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北海鯡魚風味料理     ■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 住宿：INNTEL HOTELS AMSTERDAM ZAANDAM   

   

https://www.keahotels.is/en/hotels/reykjavik-lights
https://www.keahotels.is/en/hotels/skuggi-hotel
https://www.islandshotel.is/is/hotelin/grand-hotel-reykjavik
https://www.islandshotel.is/is/hotelin/grand-hotel-reykjavik
https://www.radissonblu.com/en/sagahotel-reykjavik?facilitatorId=CSOSEO&csref=org_gmb_sk_en_sn_ho_REKZH


第 8 天 阿姆斯特丹 機場(飛行時間約:13 小時) 桃園直飛不中停喔!!!! 

早餐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返台灣，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

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機上     ■ 晚餐：機上 

■ 住宿：夜宿機上 
    

第 9 天 桃園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的

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期待下次的約會。 

■ 早餐：機上早餐     ■ 午餐：機上午餐     ■ 晚餐：X 

■ 住宿：溫暖的家   

 

 

A. 申根免簽證說明：  

○1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期) 

○2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

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B. 新辦護照者： 

○1 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至頭頂

長度不得少於 3.2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2 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謄本(驗

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3 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4 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之戶籍謄

本正本乙份 。 

○5 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由旅行

社業者代辦。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歐元*9天=90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