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藍湖及米湖溫泉」世界最大露天溫泉，浸泡於經典夢幻藍色泉水 

「傑古沙龍湖水陸兩用船」到訪 007 電影取景地，直駛百尺湛藍冰河湖 

著名藍湖景觀餐廳「Lava」、北極紅點鮭魚餐、傳統羊排料理、冰島小龍蝦 

冰島 I C E L A N D 全包行程#

 + 膳食 

雙湖溫泉•極光追蹤•冰川瀑布•金環島遊 
暢遊【雷克雅維克、海德拉、維克鎮、霍夫、艾吉斯塔舍、阿克雷里】 

1 月 1 日 至 3 月 3 1 日 生 效 

重本增遊 

特色體驗 

地道美食 

「北極光追蹤遊船之旅」期間限定，經驗難忘 

「觀鯨之旅」全世界觀鯨最好的地方，享有「歐洲觀鯨之都」的美譽 

「傳統冰島馬術表演」欣賞世上最純潔血統馬匹，獨一無二 

「朗格冰川專用車」進入全球最大人工冰洞，窺探千年冰川的面貌 

EUI10 
天 

 

選乘優質航空倫敦/赫爾辛基轉機前往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 優質航空 



  

 

  

世界文化遺產 

主要範圍在冰島南部，以雷克雅維克為中心，由三個主要景點

形成一個圓形路線 

平格費利爾國家公園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全因這裡是千萬年地殼運動的遺址，地裂造成的巨大的裂

谷和斷層，讓遊人感受到盤古開天闢地的氣勢；而獨一無二的

奇景「大裂縫」，它是歐亞與美洲板塊的分界地 

間歇噴泉 地底灼熱的泉水和熱氣大約每 5至 10分鐘就會噴射

出一條達 10至 12 米高的水柱，場面極為壯觀 

黃金瀑布 最大斷層瀑布，河水從附近的冰川溶化匯聚而成，氣

勢磅礡，被 CNN 旅遊網站選為「世上十大最美麗瀑布」之一 

「金環之旅」 

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 

   

   

EUI10: 1 月 1日至 3月 31 日生效 

北極光追蹤遊船之旅 

全程約 3 小時乘船，沿著雷克雅維克海岸線追蹤極光，啟程後

15 至 30 分鐘內，將抵達主要觀測極光的位置並由專業導覽員

介紹關於極光的傳說故事和講解極光的原理。 

SIGHT-SEEING 

冰島著名的露天溫泉，是世界著名的地熱溫泉。四周迷人的火

山岩風光，加上碧藍的溫泉水和神奇功效的溫泉泥是吸引無數

遊客前來的原因。藍湖的形成十分特別，是海水經過地下高熱

火山熔岩層後而吸收熱量來發電，水中含有許多化學與礦物結

晶，這些結晶已被冰島醫學家證明能舒解精神壓力和具有某種

療效。藍湖水中含有獨特療效的活性成份的天然白泥，具有潔

淨和活血作用。藍湖溫泉水溫平均在 40℃左右。 

浸泡溫泉後前往旁邊的 Lava 餐廳用餐，與周圍的熔岩岩石融

為一體，一邊用餐一邊欣賞藍湖美景，舒適享受。 

「藍湖地熱溫泉及 Lava熔岩景觀餐廳」 

世界頂級療養勝地 

細心安排毛巾，敬請自備泳衣 

細心安排船上保暖外衣，極光為天然自然現象，無法或

確保一定能夠觀賞，如因天氣或其他因素未能乘船將改

為乘旅遊巴士追蹤北極光，敬請留意。 



 

     

3 小時的賞鯨之旅中，近距離體驗阿克雷里（Akureyri）和艾

雅峽灣（Eyjafjord）的壯麗自然和野生動植物，沿着峽灣行駛，

風浪較少。工作人員會向乘客講解當地海洋生態，有機會還會

看見座頭鯨或藍鯨。 

朗格冰川（Langjökull Glacier）是歐洲第二大冰川，它寬廣而

遼闊，高高矗立在冰川雕刻的山谷和冰島西部的火山原之間。 

一群勇敢的冰島人，在海拔1260米的冰蓋中開鑿了一個長達500

米的巨型隧道，該隧道直接通往朗格冰川，遊客們將搭乘 8 輪

驅動卡車，在冰原上行駛 1 個小時後，抵達冰洞隧道口。下降 30

米，深入冰川 800 米。給旅行者提供一種全新的視角感受世界

上最大的人造冰川洞穴。 

阿克雷里 Akureyri 

   

 

   

傳統美食 

EUI10: 1 月 1日至 3月 31 日生效效 SIGHT-SEEING & MEALS 

全球最大人造冰川「朗格冰川及藍冰洞之旅」 
 

3 北極紅點鮭魚是全世界最好的品種之一，牠們生長

於無污染海域，肉質軟嫩，口感細緻。 

北極紅點鮭魚 Arctic Char 

冰島四面環海，漁獲豐富，新鮮的小龍蝦有著橘紅色

的外殼與兩隻長鉗，肉質鮮甜軟嫩，令人回味無窮。 

冰島小龍蝦 Humar 

細心安排禦寒衣物及雪鞋 

歐洲觀鯨之都「觀鯨之旅」 
 

霍夫 H o f n 

位於冰島東南岸，最高海拔達 450 米。由三座山峰組成，因造

型像一隻張開翅膀的蝙蝠而得其名，天氣好時更可在前方的海

灘拍出山與周邊景物的倒影。 

 

冰島天空之鏡 「蝙蝠山」 
 



  

  

Reykjavik(Iceland) ~ Harpa Concert Hall ~ Hallgrimskirkja Church ~ Blue Lagoon ~ Northern Light Boat Tour 

香港  倫敦/赫爾辛基  雷克雅維克 (冰島首都) 

DAY7 艾吉斯塔舍 ~ 冰島第五大湖「米湖區」(車程約 2 小時) 由於保存有完整的火山地理景觀，包括地熱間

歇性噴泉、火山口等，1974年冰島政府將這裡規劃為特別保護區  

~ ＊米湖溫泉(包入場及毛巾，敬請自備泳衣) ~ 奇石陣「黑色城堡」由大大小小的洞穴和岩

石構成的奇特地形的熔岩地帶 ~ 火山地熱谷 ~「眾神瀑布」高莎瀑布 ~ 阿克雷里  

~ 觀鯨之旅(建議攜帶溫暖防風衣物及舒適平底鞋) 全程約 3 小時，不僅可以觀賞各種鯨魚，途中

還可欣賞到冰島迷人的景色 (備註 11) 

Eglisstaoir ~ Myvatn Area ~ Myvatn Nature Bath ~ Dimmuborgir ~ Namafjall Hverir Geothermal Area ~ Godafoss ~ Akureyri 

~ Whale Watching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傳統羊排料理 

DAY8 

Akureyri ~ Langjokull Glacier ~ Super Truck ~ Ice Cave Tour ~ Reykjavik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冰島小龍蝦餐 

DAY5 

冰島最南端小鎮「維克鎮」~ 乘水陸兩用船暢遊冰島最大冰河湖「傑古沙龍湖」 007 電

影系列《不日殺機》之拍攝場地。船從陸地上直接駛進深約 100米的湛藍冰河湖，湖內冰川不斷地崩塌並漂浮在

湖上，形成天然冰雕，還會欣賞到壯觀美麗的斯科加瀑布和塞里亞蘭瀑布 ~ 鑽石沙灘 冰湖融化成為較小的

冰塊之後流到海中被大浪打上了岸，放眼就像一顆顆鑲在黑沙灘的鑽石 ~ 霍夫 

Vik ~ Jokulsarlon Glacier Lagoon Boat Trip ~ Diamond Beach ~ Hofn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當地餐廳 

DAY6 
霍夫 ~ 冰島天空之鏡「蝙蝠山」 位於冰島東南岸威斯特拉洪山，因為其造型被稱為「蝙蝠山」，遇天

氣好時能在前方的海灘拍出山和景物的完整倒影又被稱為「天空之鏡」~ 都皮沃古爾 ~ 金字塔神山  

~ 鳥蛋之路 著名冰島藝術家 34 隻鳥蛋藝術，沿海岸整齊排列著，每一顆都象徵一種當地鳥類，別具特色  

~ 東岸最大城市「艾吉斯塔舍」 

Hofn ~ Batman Mountain ~ Djupivogur ~ Bulandstindur ~ Eggin i Gledivik ~ Egilsstaoir 

晚餐  當地餐廳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DAY3 

Reykjavik ~ Golden Circle Tour (Thingvellir National Park ~ Strokkur Geyser ~ Gullfoss Waterfall ~ Kerid Volcanic Crater) ~ 

Horse Show ~ Hella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當地餐廳    

 

   

EUI10: 1 月 1日至 3月 31 日生效效 

(備註 2,5,7,8) 

(備註 2,3,4,6) 

酒店 

DAY1 

Hong Kong  London/Helsinki  Reykjavik(Iceland) 

【雷克雅維克】 
 

 

Grand Hotel Reykjavik 

免費大堂及房間 

【霍夫】 
 
 

Foss Hotel Hofn 

免費大堂及房間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北極紅點鮭魚餐 

DAY4 

Hella ~ Seljalandsfoss Waterfall ~ Skogafoss Waterfall ~ Black Sand Beach ~ Vik 

雷克雅維克 (冰島首都) ~ Harpa 音樂廳 ~ 赫格瑞斯亞大教堂  

~ ＊世界著名地熱溫泉「藍湖溫泉」(包入場及毛巾，敬請自備泳衣) 溫泉水溫平均約 40℃，

經過地下高熱火山熔岩層而吸收熱量，水中含有獨特療效的活性成份的天然白泥，具有潔淨和活血作用  

~ ＊北極光追蹤遊船之旅(已安排保暖外套) 全程約 2-3小時沿著冰島西南岸的法赫薩灣巡航，在星

光熠熠的夜空中找尋魔力北極光 (備註 9) 

早餐  航班上  

 

午餐  Lava 藍湖景觀餐廳 晚餐  酒店晚餐 

DAY2 

冰島南岸小鎮「海德拉」~「水簾洞」塞里雅蘭瀑布 位於冰島西南部，瀑布約 60 米長，太陽照耀

在瀑布的水簾上，幻化成一道美麗璀璨的水霧 ~ 彩虹瀑布「斯科加爾瀑布」 又稱「樹林瀑布」，如遇陽

光照射到恰當的角度，瀑布前會出現彩虹，因此而名 ~ 世界十大最美沙灘之一「黑沙灘」 遍地黑沙

是火山噴發熔岩的砂礫，經海風和海浪侵蝕而成的玄武岩顆粒 ~ 維克鎮 

雷克雅維克 ~   金環之旅:冰島第一國家公園「平格費利爾國家公園」公園處於斷層地形，能

明顯看到兩個板塊以每年約七公分的速度拉開當中 ~ 間歇噴泉 噴泉約 8分鐘噴發一次，沸水在下沉積聚力

量後向上爆發，高度可達 30 米，十分壯觀 ~ 冰島第二大瀑布「黃金瀑布」河水略帶黃色加上因黃昏時

候被日落的太陽染成金黃色，形成有黃金般的珍貴美景而命名 ~ 火山口湖  

~ ＊冰島馬術表演 全程約 30 分鐘，包括介紹冰島馬在冰島人今與昔的生活中的角色和用途，亦會以冰島

傳統音樂配合簡單的馬術表演 ~ 海德拉（車程約 1.5 小時） 

【艾吉斯塔舍】 
 
 

Foss Hotel Egilsstaoir 

免費大堂及房間 

 ITINERARY   

   

   

【海德拉】 
 

 

Hotel Hella 

免費大堂及房間 

【維克鎮】 
 

 

Hotel Dyrholaey Vik 

免費大堂及房間 

【阿克雷里】 
 
 

Hotel Skaftafell 

Akureyri 

免費大堂及房間 

【雷克雅維克】 
 

Grand Hotel Reykjavik 

或 Foss Hotel  

或 Radisson Hotel 

免費大堂及房間 

冰島北部首府「阿克雷里」 ~ 冰島第二大冰川「朗格冰川」 ~ 乘 8 輪冰川專用車  

~ 朗格藍冰洞健行 到達位處於海拔約 1,200米的冰川入口，進入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冰洞之一朗格藍冰洞，

配合不同燈光效果，湛藍冰雪世界呈現眼前 (備註 10) ~ 雷克雅維克 

(備註 12) 



 

【溫馨提示】 

 如出發前感到身體不適，敬請出發前徵詢家庭醫生意見是否適合 

外遊，以免在旅途中未能獲得適當治療而影響旅程 

 証件必須有效期 6 個月或以上(回程日期計) 

 當地活動工作人員或公共設施收取之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服務費約歐元(EUR)$1-2，請客人自行考量 

# 每人每天建議服務費為 HKD150，包括領隊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及 

旅行社相關人員服務費；並不包括行程內其他服務收費。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冰島】旅遊資訊 

簽證簡介 

1) 持香港特區護照、BNO、澳門特區護照：不需辦理簽證 

2) 持外國護照：需根據個別情況而定 

★辦理簽證所需之申請資格、文件、費用及批證期詳情，

可瀏覽本公司網頁 www.wwpkg.com.hk 

天氣及時差 月份 

6-8月 

9-11 月 

12-2 月 

3-5月 

天氣(平均氣溫) 

攝氏 5 ~ 15 度 

攝氏 1 ~ 9 度 

攝氏 -10 ~ 0 度 

攝氏 2 ~ 10 度 

 ＊冰島當地時間慢香港 8 小時  

   

 

   

EUI10: 1 月 1日至 3月 31 日生效 

 Hong Kong 

早餐  航班上  

 香港   DAY10 

DAY9 雷克雅維克  倫敦/赫爾辛基  香港 

Reykjavik  London/Helsinki  Hong Kong 

早餐  酒店早餐/輕便早餐盒 午餐  航班上  晚餐  航班上  

牌照號碼:350217 EUI10(JUN)-ITX2020 製表日期:13 MAY 2020 

(備註 2,5,7,8) 
(備註 2,3,4,6) 

酒店 

備註 

1)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 

恕不另行通知。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如有任何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3)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 

隨團領隊及當地導遊將有機會入住另一酒店，不能與客人入住同一酒店，敬請留意。 

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 

由於每樓層房間供應有限，因此同團或同組合的客人有可能被安排於不同樓層，以酒店最終安

排為準。 

4)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5)  餐廳及膳食菜色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敬請留意。 

如餐食未能滿足閣下的要求，將會以素餐代替，敬請留意。 

酒店晚餐將以西式 3 道菜或自助餐供應，視乎酒店當天安排為準，敬請留意。 

6)  如報名時為單人或單數組合，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7)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

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在參與 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

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內容及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

旅客須承擔因 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8)  如遇以上旅遊景點、參觀博物館等節目休息或維修或臨時關閉，行程/景點將改為外觀拍照或以

其他景點取替，一切以旅團集合/當地接待為準。 

9)  極光乃天然自然現象，無法確保一定能夠觀賞，如因天氣或其他因素未能乘船，將改乘旅遊巴

士追蹤北極光，敬請留意。 

10) 一切視乎天氣及當地公司安排，如未能安排朗格藍冰洞健行，將安排其他節目取代，敬請留意。 

11) 鯨魚出沒及數目乃天然自然現象，無法確保一定能夠觀賞，如未能滿足閣下之期望，客人不得

藉以要求退團或賠償，敬請留意。 

12) 如遇採用芬蘭航空，將會同日到埗，本社會安排第一天住宿及晚餐，以旅團集合資料為準。 

13)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14)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參閱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 

15)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 223 號指引，旅行社如因

「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 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

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有關收費請參閱報名表背頁旅遊細則及責任事項。  

16) 有關旅行團建議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17) 必須購買「縱橫旅安心」旅遊保險，已涵蓋 Covid-19 保障，以策萬全，安心出行。 

18) 建議旅行團服務費，每人每日 HKD150 

19) 所有出入境、簽證、隔離、檢疫、疫苗、行程安排之措施，均以當地及香港政府公佈為準。 

   

   

 ITINERARY  

 

【英國航空・倫敦轉機．雷克雅維克來回】 

香港    倫敦 

倫敦    雷克雅維克 

雷克雅維克    倫敦 

倫敦    香港 

BA 28 23:45    05:30 +1 

BA800 07:35    09:40 

BA801 10:10    14:10 

BA 31 18:40    13:40 +1 

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AY992 09:25    15:50 

AY101 16:40    07:25 +1 

雷克雅維克    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    香港 

AY102 09:10    14:45 

AY993 16:10    17:00 

香港    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    雷克雅維克 

【芬蘭航空・赫爾辛基轉機．雷克雅維克來回】⑫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