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湖 Blue Lagoon

冰火樂章 冰島+倫敦 經典十一天【2018 年夏季行程】
藍湖美湯、驚奇金三環、羽毛峽谷仙境、蘇活倫敦連泊三天
週一出發

夏季行程 2018

\\

宿 冰島雷克雅克 2 晚住宿＋蘇活倫敦三連泊＋特色飯店
○
E

A

【市場精選】雷克雅維克住兩晚, 蘇活倫敦市中心連住三晚, 有充分的時間發掘雷克雅維克和倫敦的魅力!
【特色飯店】夜宿冰島國家公園附近,隔天減少拉車體驗活動,金圈三環附近住宿,塞爾福斯精品特色飯店。

食 藍湖景觀餐廳，冰島極品小龍蝦料理，英國明星主廚美
○
E

A

饌巧搭２次米其林推薦料理(含一次米其林一星)

行 中華航空 A350 全新機隊直飛倫敦＋沃澳歐陸航班前往冰島
○
A

E

A

交通時間最短, 實際旅遊時間最長，中華航空直飛不中停, 當日抵達倫敦, 讓貴賓好好休息 1 晚。

【特別安排】冰島沃奧航空 2011 年成立的紫色機隊，連結冰島與歐陸。

專 地熱城市雷克雅維克與蘇活倫敦的美麗邂逅
○
A

E

A

冰島祕境→藍湖美湯，斯科加爾瀑布，索爾黑馬冰川健行，傑古沙龍冰河湖，黑沙灘，鑽石沙灘，羽毛河峽谷，
有機蕃茄農場體驗，黃金三環(加碼火口湖景點) ，賞鯨船，漫活英國→倫敦塔，大英博物館，泰晤士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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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文化遺產的城 鎮 ▼ 表示徒步遊覽

日 次

行 程、餐 食、住 宿

台北／倫敦 London (英國)
1

CI 69 0930/ 1630

09:30

台 北 ─ 倫敦

16:30

抵達倫敦蓋特威克機場辦理入關手續

18:00

出發前往酒店休息調整時差
早：機上

一

午：機上

中華航空

晚：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宿：4★Hilton Gatewick Airport Hotel 或 4★Copthorne Hotel London Gatewick
同等級機場附近飯店

倫敦／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 (冰島)→22KM 藍湖美湯 Blue Lagoon→
49KM 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
2

08:30

出發前往倫蓋特威克機場，準備搭機前往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

11:35

倫敦-雷克雅維克【參考航班】冰島沃奧航空 WW 811 1135/1400
搭機前後午餐自理

14:00

抵達雷克雅維克，冰島雷克雅維克地理位置接近北極圈，緯度 64°08'N，是全世界最北的
首都，是北歐地區市容最乾淨的無煙城、倚靠地熱能源的北國之都。

二

搭車出發前往藍湖
15:00

盡情享受冰島聞名遐邇的露天泡湯 ★ 藍湖美湯

15:45

藍色潟湖於 1976 年由附近的地熱發電廠提供能源運行，湖中有天然礦物二氧化矽泥可塗在
皮膚上，有清潔與保濕功效。對銀屑病患者皮膚狀況有大幅改善。藍湖也利用此天然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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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不同的水療服務和產品。如今藍湖已被公認為世界的奇蹟之一。
藍湖景觀餐廳享用晚餐
18:30

前往飯店

20:00

抵達飯店辦理入住手續

20:45

早：機上

午：搭機前後自理

晚：LAVA 藍湖景觀餐廳

宿：4★ Boutique Hotel Borg by keahotels 或 4★ Boutique Hotel Apotek by
keahotels 或 4★Canopy by Hilton Reykjavik Centre 或 北歐特色精品飯店 或同等
級
門票★藍湖美湯(含一條浴巾/人) 、 冰島沃奧航空倫敦─雷克雅維克經濟艙機票(餐食飲料
需自費選購)

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152KM 斯科加爾瀑布 Skogafoss→13KM
索 爾 黑 馬 冰 川 健 行 Solheimajokull Glacier Hiking → 8KM 黑 沙 灘
Reynisfjara→187KM 霍夫 Hof
08:30

前往▼斯科加爾瀑布，斯科加爾瀑布與一旁的系列山峰可說是冰島沿岸低地與內陸高地的
天然分界。斯科加爾瀑布 (Skogafoss) 是 冰島 最大的瀑布之一，洶湧水勢將使您驚嘆不
已。這座瀑布寬 25 公尺，水流從 60 公尺高的最高點湧洩而下。親臨此處聆聽瀑布水流沖
激下所發出的轟然巨響，令人震撼；在溫暖的夏天裡，可享受水花噴濺的清涼。

3

12:00

午餐

13:30

體驗冰島最特別、最鮮奇的 ★索爾黑馬冰川健行
索爾黑馬冰川 是冰島著名的徒步健行地點，是歐洲四大冰原之一的米達爾斯冰原分支，也
是熱愛探險、富有冒險精神的旅人在冰島必訪之處。

三

16:00

前往▼黑沙灘 Reynisfjara ，位於 冰島 正南方端點，沙灘是臨近的 Katla 卡特拉火山噴
發後遺留下來的噴發物，因地勢特別在 2017 年獲選世界前十大美景沙灘。
季節限定(5/15-8/15)，有機會在黑沙灘看到▼冰島國鳥 Puffin 的蹤跡，苔原平地也因為
溫暖的氣侯漸漸綻於▼阿拉斯加魯冰花花景。

19:00

抵達飯店安排晚餐
早：飯店西式

午：冰島地方料理

晚：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宿：北歐特色飯店 Fosshotel Glacier Lagoon 或同等級
門票★索爾黑馬冰川健行

霍夫 Hof→30KM 傑古沙龍冰河湖 Jokulsarlon→2KM 鑽石沙灘
Diamond Beach→130KM 羽毛河峽谷 Fjaðrárgljúfur→129KM
塞里雅蘭瀑布 Seljalandsfoss→35KM 海德拉 Hella
4

09:30

傑古沙龍冰河 Jökulsárlón 大冒險，搭乘★水陸兩棲船一覽傑古沙龍冰河自然生態，冰河湖
是冰島最著名和最大的冰川湖。位於冰島東南部，瓦特納冰原的南端。
▼鑽石沙灘，Jökulsárlón 冰河湖中的冰慢慢融化成為較小的冰塊之後，會慢慢地經由水道
流到海中。在海中的冰塊被大浪打上了岸，成為了一顆顆鑲在黑沙灘的鑽石，因此這個海岸

四

被稱之為「鑽石海灘」
。
12:00
14:00

午餐
▼羽毛河峽谷 Fjaðrárgljúfur(行程約 2 小時)，冰島東南部的一個峽谷，深達 100 米，長約
2 公里，Fjaðrá 河流經該峽谷。峽谷兩岸的峭壁上長滿了綠色的青苔，在藍天的映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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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藍色的水順著蜿蜒的峽谷流向遠方，像是一幅天然油畫，色彩濃烈卻又純淨無暇。它的起
源可以追溯到大約兩百萬年前冰河時代的寒冷時期
18:00

▼塞里雅蘭瀑布 Seljalandsfoss，又稱水濂洞瀑布，塞里雅蘭瀑布位於冰島西南部南部區
境內，斯科加爾以西約 30 公里處的塞里雅蘭河上，垂直高度達 60 米。在瀑布後面，懸崖
底部有一條可供遊人穿過的小徑。

19:30

前往入住飯店並享用晚餐
早：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冰島地方料理

晚：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宿：北歐特色飯店 Hotel Stracta 或 Hvolsvollur Hotel 或同等級
門票★水陸兩棲船

海德拉→87KM 溫室蕃茄農場體驗→金圈三環 Golden Circle (加贈火口
湖 Kerid)→辛格維利爾國家公園 Þingvellir ≪世界遺産≫→65KM 阿斯
博格 Asborgir
08:30

★溫室蕃茄農場體驗，瞭解冰島人如何克服氣侯因素，成功種植蕃茄過程，並品嚐冰島鮮
採蕃茄湯。接著參觀冰島馬馬廄及欣賞★冰島馬術表演。冰島馬是純種馬也是冰島唯一的
馬品種，冰島馬在早期是用來耕作或是表演。

12:30

午餐

14:00

▼金圈三環之旅，自然生態 ☆辛格維利爾國家公園，地處辛格瓦德拉湖北岸，是冰島三大
國家公園之一。此處對冰島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它在 930→1798 年期間是冰島議會會議
所在地，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議會之一。

5

▼蓋錫爾與斯特羅柯間歇泉，位於冰島首都雷克亞未克周圍的平原上。這個大噴泉區，約
有 50 個間歇泉，到處冒出灼熱的泉水，熱氣瀰漫，如煙如霧。1294 年，一場地震摧毀了
這裡好幾個間歇泉，但兩個新間歇泉卻應運而生，即蓋錫爾間歇泉與斯特羅柯間歇泉。
▼古佛斯瀑布分為兩部分，高度分別為 11 公尺和 21 公尺。夏季平均流量為 100～180

五

m³/s，冬季則為 50～110 m³/s，最大流量達 2000 m³/s。
太一特別安排參觀冰島著名的★火口湖 Kerid，位於冰島西部火山區，是區內七大火山口湖
之一。它形成於大約 6500 年前，水深 7 至 14 公尺。大部分火山口湖都被陡峭的岩壁圍
繞著，而這個火山口湖卻有一面相對平緩的岩壁，人們可以順著這面岩壁接近湖面。湖水
清澈透明，富含的礦物質使湖面顯現出鮮艷的色彩，並會隨著光線變化而變換顏色。
18:00

前往晚餐

20:30

前往飯店入住休息
早：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冰島地方料理

晚：冰島極品小龍蝦料理

宿：4★ Grimsborgir Luxury Hotel 或 4★ Ion Adventure Hotel 或 同等級
門票★溫室蕃茄農場及冰島馬術表演、火口湖

6

冰島夏季限定賞鯨船→Harpa 音樂廳→哈爾格林姆教堂
Hallgrimskirkja→托寧湖 Tjornin Lake→維京船雕塑 The Sun Voyager
→雷克雅維克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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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前往雷克雅維克港口

09:00

賞鯨季節從四月到十月中旬，六月份達到高峰。搭乘★賞鯨船，生活在冰島周圍的鯨魚種類
很多。幸運的話將可觀賞到駝背鯨、藍鯨、海豚等及沿海 20 多種其他海洋物種，在此觀鯨

六

之旅中期待驚喜的發現。
12:30

午餐

14:30

雷克雅維克市區觀光▼Harpa 音樂廳是雷克雅維克最著名的音樂廳和會議中心，雷克雅維
克現代地標之一，具有如雕塑品般的玻璃帷幕，有如一顆閃閃發亮的寶石座落在港區，映照
著水色和這座城市的蓬勃朝氣，匠心獨具的設計和出類拔萃的硬體設施，令人讚嘆。
★哈爾格林姆教堂是冰島雷克雅未克一座路德教派教堂。教堂高 73 米，是冰島最大的教堂，
也是冰島第六高的建築結構。
▼維京船雕塑又稱太陽旅者號，是個迷人的公共雕塑，其姿勢神態彷彿是要從雷克雅維克海
濱航向大海。
市政廳緊鄰著▼托寧湖 Tjornin Lake，托寧湖是鴨子、水鳥與鵝群的棲息地，也是居民與
觀光客散步的好去處。
市區觀光後自由時間購物逛街。

18:30

前往晚餐

21:00

前往飯店安排入住
早：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米其林推薦料理

晚：冰島地方料理或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宿：4★ Boutique Hotel Borg by keahotels 或 4★Boutique Hotel Apotek by
keahotels 或 4★Canopy by Hilton Reykjavik Centre 或 北歐特色精品飯店 或同等
級
門票★賞鯨船、★哈爾格林姆教堂登頂

雷克雅維克／倫敦 London(英國) 連泊第 1 晚

7

10:30

準備行裝辦理飯店 Check Out 手續

11:30

午餐

12:45

前往雷克雅維克國際機場，辦理退稅及登機手續

15:30

搭乘歐洲內陸航班飛往英國首都─倫敦 【參考航班】冰島沃奧航空 WW814 1530/2010
倫敦─是 英國 的首都，歐洲最大的城市。位於 泰晤士河 流域，於公元 50 年由羅馬人建立，
取名為 倫蒂尼恩 ，有四項世界遺產位於倫敦，分別為：倫敦塔；邱園；西敏敏斯特宮、西
敏寺和聖瑪格麗特教堂；以及格林威治歷史區。

日

抵達蓋特威克機場
20:10

前往飯店安排入住

21:30

早：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料理

晚：自理

宿：4★ Park Plaza 系列酒店 或 4★ Radisson Blu Edwardian Bloomsbury或
4★ Amba Hotel 系列 或同等級
門票★冰島沃奧航空雷克雅維克─倫敦經濟艙機票(餐食飲料需自費選購)

8

倫敦市區觀光 ．全日中文導遊 ．連泊第 2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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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世界遺産≫倫敦塔，位於倫敦市中心泰晤士河北岸的一座城堡，其官方名稱是「女王
陛下的宮殿與城堡，倫敦塔」，因此雖然將其作為宮殿居住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已是幾世紀前
的詹姆士一世，但在名義上它至今仍是英國王室宮殿。它座落於倫敦的陶爾哈姆萊茨區，與

一

倫敦城的東邊相隔著被稱為「塔丘」
。
12:30

前往餐廳享用午餐

14:00

★大英博物館，英國倫敦的綜合博物館，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成立
於 1753 年。目前博物館擁有藏品 800 多萬件。

19:00

晚餐後漫步古典倫敦
早：飯店西式

午：英國名廚 Jamie’s Italian 料理

晚：中式料理

宿：4★ Park Plaza 系列酒店 或 4★ Radisson Blu Edwardian Bloomsbury 或
4★ Amba Hotel 系列 或同等級
門票★倫敦塔，★大英博物館(免費)

倫敦．全日自由活動 ．連泊第 3 晚
今日建議您可以前往幾部好萊塢大片的拍攝場地，來場尋找秘密基地大探險。
１. 哈利波特 9 3/4 月台 (Kings Cross Station) 。
２. 英國偵探小說 福爾摩斯 寓所及偵探事務所地址，福爾摩斯貝克街 221 號 B。
３. 模仿遊戲 Maughan Library 曾經出現過在由'卷福'本尼迪克特所主演的《模仿遊戲》

9

電影場景中 (King's College London) 。
４. 白金漢宮遇見衛兵歐巴，如果你想目睹英國皇室衛兵交接盛況，詳情請上官網：英國皇
室衛兵歐巴交接時刻表 。
（此為建議行程）
。
午後您可前往 Tate Modern 欣賞當代的倫敦或拜訪 V&A 博物館沉浸在日不落的古典時光裡，

二

或到諾丁丘的波多貝羅市集挖寶，追尋電影場景的足跡，也可以到 Soho 區，感受一下英倫自
由前衛的衝擊，或者就探索倫敦時尚魅力盡情血拼，晚上再去看一場音樂劇吧!
不影響您享受悠哉的休閒時光，午/晚 餐請自理，建議您可品嚐英國國民美食 Fish & Chips。
早：飯店西式

午：自理

晚：自理

宿：4★ Park Plaza 系列酒店 或 4★ Radisson Blu Edwardian Bloomsbury 或
4★ Amba Hotel 系列 或同等級

倫敦→65KM 倫敦機場／台北
09:00

準備行裝辦理飯店 Check Out 手續

10:00

前往參觀★格林威治 天文台 指位於英國倫敦郊區的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當地的標準時
間，因為本初子午線被定義爲通過那裡的經線。自 1924 年 2 月 5 日開始，格林威治天文

10

台負責格林威治村參觀，每隔一小時向全世界發放調時信息。
10:30

前往搭乘★泰晤士河遊船 至西敏寺碼頭 (行程約 30-40 分鐘)
泰晤士河是英格蘭第一大河, 長達 346 公里, 它在十八世紀可是讓倫敦躍升為全球貿易與
金融重鎮的功臣。泰晤士河沿岸景點密佈，串聯了大家必去的許多倫敦著名景點，例如塔

三

橋、千禧橋、聖保羅大教堂、莎士比亞環形劇場、碎片大夏、倫敦眼、大鵬鐘，西敏寺等。
11:10

扺達西敏寺碼頭

12:00

午餐

14:00

參觀 ▼海德公園是英國最大的皇家倫敦海德公園位於倫敦市中心的西敏寺地區，占地 360
多英畝，原屬威斯敏斯特教堂產業。亦是十八世紀前是英王的狩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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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頓花園於 1605 年時最初是一座豪宅，幾個世紀以來歷經不同擴建和改建。在近
代，肯辛頓宮以威爾斯王妃戴安娜的住處聞名。
17:00

前往倫敦蓋特威克機場

19:00

抵達機場，辦理退稅及登機手續
晚餐自理

21:10

倫敦─台北

CI 70 2110/ 1755 中華航空

早：飯店西式

午：米其林一星料理

晚：搭機前後自理

宿：機上
門票★泰晤士河遊船、格林威治 天文台

11

台北
17:55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四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18/01/02 修正）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5 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Email : info@t1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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