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新寵～深度極光冰島．挪威輕賞．冰島天空之鏡．斯奈山半島．龍蝦小鎮．火山口湖 10 天

攝影新寵~【限量特惠】深度極光冰島．挪威輕賞
冰島天空之鏡．斯奈山半島．龍蝦小鎮．火山口湖 10 天
天空之鏡～蝙蝠山│斯奈山半島～教會山│傑古沙龍冰河湖│黑色熔岩瀑布
龍蝦小鎮│千年冰河湖│鑽石黑沙灘│羽毛峽谷│火山口湖│金環之旅│藍色溫泉湖

攝影新寵～深度極光冰島．挪威輕賞．冰島天空之鏡．斯奈山半島．龍蝦小鎮．火山口湖 10 天

出發日期：2019 年 1003. 1017. 1101. 1115.

★表入內參觀◎下車照相 未標示符號者為行車經過

參考航班

啟程地

目的地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所需時間

第1天

台北

曼谷

泰國航空

TG635

20:10

23:05

03 小時 55 分

第2天

曼谷

奧斯陸

泰國航空

TG954

00:20

06:50

12 小時 30 分

第2天

奧斯陸

雷克雅未克

北歐航空

SK4787

10:05

12:00

02 小時 55 分

冰島航空

FI319

13:40

14:40

03 小時 00 分

第8天

雷克雅未克

奧斯陸

北歐航空

SK4788

12:45

16:25

02 小時 40 分

冰島航空

FI318

07:50

12:30

02 小時 40 分

第9天

奧斯陸

曼谷

泰國航空

TG955

13:30

06:20+1

10 小時 50 分

第 10 天

曼谷

台北

泰國航空

TG632

08:15

12:45

03 小時 30 分

以上冰島段航班提供參考，正確航班及時間依出發前說明會為主。
DAY1.
台北／曼谷／奧斯陸 OSLO【挪威】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隨後搭機飛往有維京海盜王國之稱的挪威首都－奧斯陸，夜宿機上。
早餐

X

住宿

機上

午餐

X

晚餐

機上

DAY2.
奧斯陸／雷克雅維克【冰島】－【塞里雅蘭瀑布】－【史可加瀑布】－冰島南部
今日抵達冰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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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前往◎塞里雅蘭
瀑布（牧羊瀑布）
，為冰島最漂亮的瀑布之一，瀑布高約 60 公尺，從懸崖斷層上傾瀉而下，與荒原相映
成趣。可走到瀑布背後的岩洞，由裡向外望別有一番景緻。續往◎史可加瀑布（彩虹瀑布）: 瀑布落差 60
多公尺，寬近 25 公尺，水量豐富。樹林瀑布在陽光的照射下，腰間會掛起一道絢麗多姿的彩虹，傳說
瀑布下藏有裝滿寶藏的箱子，聞訊而來的海盜一不小心把箱子裏的財寶滑落在瀑布之中，最後只得到了
裝寶藏箱子的提手，該提手現在依然保存在附近的古民居博物館中。

攝影新寵～深度極光冰島．挪威輕賞．冰島天空之鏡．斯奈山半島．龍蝦小鎮．火山口湖 10 天

備註：近瀑布處地面濕滑，若是要靠近觀看，請留心您的腳步。
※※ 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 冬季冰島氣候變化大，基於安全理由會因當下氣候狀況做相對的行程調整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塞里雅蘭瀑布、史可加瀑布。
【行車距離參考】：雷克雅維克－166KM：2H－塞里雅蘭瀑布／史可加瀑布－63KM：1H－冰島南部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

HOTEL KATLA 或 HOTEL DYRHOLAEY 或同級

DAY3.
冰島南部－【黑沙灘．地吼雷海岬】－斯瓦蒂瀑布【黑色熔岩瀑布】－【千年秘境冰河湖】
－【傑古沙龍冰河湖～鑽石沙灘】－冰島南部
今日接著前往維克小鎮的◎黑沙灘，於 1991 年美國
雜誌列為世界 10 大美麗沙灘之一，在此可看到象鼻
吸水奇岩，在此可看到象鼻吸水奇岩及◎地吼雷海
岬，距今約 8 萬年前的一場海底火山爆發，升起了
120 公尺高的海岬，後因海浪侵蝕形成現今所看到
的巨大海蝕洞。連綿的玄武岩沙灘，令人印象深刻。
爾後前往斯卡夫塔山國家公園保護區，◎斯瓦蒂瀑布
（黑色溶岩瀑布）位於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內部的
斯卡夫塔山， Svartifoss 直接翻譯的劃界是「黑色
瀑布」。Svartifoss 從一座玄武岩岩壁上直洩而下，
組成了「玄武奇石與美麗瀑布」的絕妙景觀，這樣奇
特的瀑布景觀在冰島這麼多的瀑布之中也是十分獨
特的存在，被列為「冰島十大瀑布」之一。後前往◎
千年秘境冰湖，瓦特納冰原底下還有不少火山，在冰
島很多地方都存在著「冰與火共存」的特殊景觀，不
但有磅礴無際的冰川，同時也存在著令人震懾的火
山，可以說是非常衝突的美。續前往同樣是瓦特納冰
原融化才形成傑古沙龍冰河湖，其出海口隱藏版限
定景點－◎鑽石沙灘。冰河融化後，大小不一的冰塊
流進傑古沙龍冰河湖，在沙灘上擱淺，錯落有致的模
樣，就像沙灘上的鑽石，讓人著迷萬分。
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區域～推薦自費：冰河健行
（須於出發前一個月提前預約，費用 80 歐元／每位），如參加自費，當地專業嚮導帶隊（無領隊陪同），
則需要不參加斯瓦蒂瀑布景點（不另退費）：
冰島的冰河健行活動主要是在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區域的兩支延伸冰河上活動，此行程能讓遊客能更親
近瓦特那冰川公園區域的冰河地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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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近瀑布及海邊處地面濕滑，若是要靠近觀看，請留心您的腳步。
※※ 極光及冰河湖流冰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及流冰狀況程度。※※
※ 冬季冰島氣候變化大，基於安全理由會因當下氣候狀況做相對的行程調整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黑沙灘、地吼雷海岬、千年冰河湖、傑古沙龍冰河湖、鑽石沙灘、斯瓦蒂瀑布。
【行車距離參考】：冰島南部－140KM：1H40MIN－斯卡夫塔山區域－60KM：1H－傑古沙龍冰河湖
區域－40KM：30MIN－冰島南部

攝影新寵～深度極光冰島．挪威輕賞．冰島天空之鏡．斯奈山半島．龍蝦小鎮．火山口湖 10 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冰島當地料理

住宿

HOTEL SMYRLABJORG 或 LILJA GUESTHOUSE 或同級

晚餐

飯店晚餐

DAY4.
冰島南部－【冰島天空之鏡】－龍蝦小鎮－【羽毛峽谷】－冰島南部
在冰島，除了常見的冰川、火山、瀑布之外，冰島那些有角(Horn) 的山，其實也是攝影師們鍾愛的冰島
拍照地點、攝影勝地！特別安排冰島攝影新寵★冰島天空之鏡，此景點由東南部三座西角山、東角山、
蝙蝠山結合起來，由於它的三座山峰的
外型加起來很像一隻展開雙翼的蝙蝠，
因此當地人也引申出了一個暱稱蝙蝠俠
山，相信大家加上稍微的想像力，就不難
理解為什麼會被叫作蝙蝠俠山了。霍芬
鎮（Hofn）是冰島南部和東部的交界點，
也是冰島著名的「龍蝦鎮」，絕大多數的
挪威龍蝦都是經由 Hofn 入口的，因此
在這裡大家可以自由選擇餐廳，品嚐看
看當地最新鮮、最棒的龍蝦。續前往◎
Fjaðrárgljúfur 羽毛峽谷，9000 年前最
後一次冰河期結束後產生的地形，經過
冰河不斷的流動與沖刷變成今日的樣
貌，有世界最美麗的峽谷之稱，沿著峽谷
邊緣設有步道，可近距離欣賞壯觀的河
谷地貌。
備註：近瀑布、峽谷及海邊處地面濕滑，若是要靠近觀看，請留心您的腳步。

攝影新寵～深度極光冰島．挪威輕賞．冰島天空之鏡．斯奈山半島．龍蝦小鎮．火山口湖 10 天

※※ 備註：極光及潮汐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及海水漲退潮狀況。※※
※ 冬季冰島氣候變化大，基於安全理由會因當下氣候狀況做相對的行程調整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龍蝦小鎮（霍芬）、Fjaðrárgljúfur 羽毛峽谷。
【貼心門票安排】：冰島天空之鏡～蝙蝠山。
【行車距離參考】：冰島南部－55KM：1H－霍芬－55KM：1H－羽毛峽谷－150KM：2H－冰島南部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龍蝦小鎮，敬請自理
晚餐 飯店晚餐
龍蝦小鎮．白日夢冒險王～午餐推薦（自費）：Pakkhús 或 Humarhöfnin Veitingahús，Hofn 鎮上
排名第一的小龍蝦餐廳，幾乎每個觀光客到此必吃！白日夢冒險王電影中的主角－華特．米提也到
Humarhöfnin Veitingahús 餐廳光顧過唷！
住宿

HOTEL HVOLSVOLLUR 或 HOTEL HELLA 或 HOTEL SELFOSS 或同級

DAY5.
冰島南部－【火山口湖】－【金環之旅～黃金瀑布．間歇泉．國會斷崖】－博爾加內斯
今日展開最受歡迎的“金環風景線之旅”，你可欣賞冰島奇特的地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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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途欣賞
火山地形、湖泊、草原等特殊景觀。行經◎火山
口湖，這座漂亮的火口湖形成於 6500 年前的
火山爆發，深度達到 50 公尺，從山頂看相當
壯觀，而且因為礦物質和水深的影響，湖面呈
現藍綠色調，大家可以沿著山頂或湖邊的步道
走一圈，是許多攝影師喜歡的冰島攝影點。後
參觀著名的◎國會斷崖、◎黃金瀑布、◎蓋歇爾
間歇噴泉，結束金環之旅，您即可瞭解形成整
個冰島獨特地形的狀況。續前往冰島西部的博
爾加內斯地區，這裡是一個典型的冰島火山熔
岩構成過程、地熱活動以及冰島歷史的陳列
室。還有眾多供人垂釣的河流和湖泊，壯觀的
峽谷和瀑布，高聳的冰川拔地而起。

攝影新寵～深度極光冰島．挪威輕賞．冰島天空之鏡．斯奈山半島．龍蝦小鎮．火山口湖 10 天

※※ 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 冬季冰島氣候變化大，基於安全理由會因當下氣候狀況做相對的行程調整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火山口湖、國會斷崖、黃金瀑布、間歇泉。
【主題欣賞】：
 金環之旅（Golden Circle）：位於雷克雅維克（Reykjavik）東北方的三大熱門風景區-位於歐亞
板塊及美洲板塊交接處同時也是古議會舊址的國會斷崖、氣勢磅礡的黃金瀑布、火山地形造就的
蓋歇爾間歇噴泉所組成的金環風景線之旅；充分感受冰島獨特地貌。
【行車距離參考】：冰島南部－90KM：1H－間歇噴泉、黃金瀑布－55KM：40MIN－國會斷崖－
95KM：1H－博爾加內斯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冰島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晚餐
住宿

BORGARNES HOTEL 或同級

DAY6.
博爾加內斯【斯奈山半島之旅～教會山．巨人雕像．布迪爾教堂～黑教堂．海納教堂～白教堂】
今日前往斯奈山半島，在此也被稱作冰島縮影，這都是因為半島上豐富的地貌、景致，您將可以看到瀑
布、熔岩地、火山口、冰川、黑沙灘、峭壁、洞穴。首先前往布迪爾村莊，其四周是鬼斧神工的火山地
貌，◎布迪爾教堂最早建於 1848 年，在 1987 年重新建造。冰島電影《冰點下的幸福》中，黑教堂是其
中的取景地。行經斯奈半島地區的最美小鎮－阿爾納斯塔皮以及曾是西部工業發展的小村莊－布迪爾。
18 世紀時，阿爾納斯塔皮小鎮由於漁業帶動，船隻來往，人口興盛，而現在漁業式微，居民已經離開，
多為度假小屋，但這裡的自然風光吸引著世界各地遊人的目光。小鎮中可以看到火山運動形成的玄武岩，
潮水往復的海蝕洞是許多情侶拍攝婚紗照的地點。接續來到半島上最大的明星◎Kirkjufell 教會山，因為
正面角度看去的形狀酷似草帽，被國內朋友親切的稱為草帽山。而教會山的瀑布則是這個明星身上的一
塊鑽石，這座 5 米高的階梯級瀑布，無論在任何季節看，都有著不同的味道，景色非常超現實。

※※備註：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 冬季冰島氣候變化大，基於安全理由會因當下氣候狀況做相對的行程調整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教堂山、瓦汀舍利爾洞穴、巨人雕像、布迪爾教堂（黑教堂）、海納小鎮白教堂。
【主題欣賞】：
 斯奈山半島：冰島語名稱為 Snæfellsnes，其中 Snæ 的意思是雪，fells 為山，nes 為半島，直譯
為：雪山半島。之所以吸引不少遊客，其中一個原因是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 (Jules Gabriel
Verne) 在 1864 年出版的小說『地心探險記』(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中 ，描述冰
島的其中一個火山口能通往地心，這個火山就是位於斯奈山半島。此外，在夏季，這裡會有成千
上萬的海鳥來這裡繁殖，成為冰島另一重要觀光點。半島上除了有雪白的冰蓋火山外，還有棲滿
海鷗的嶙峋怪石，桅檣林立的捕魚小鎮，美麗的岩層，玄武岩柱，海豹，黑色海灘。

攝影新寵～深度極光冰島．挪威輕賞．冰島天空之鏡．斯奈山半島．龍蝦小鎮．火山口湖 10 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住宿

BORGARNES HOTEL 或同級

冰島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晚餐

DAY7.
博爾加內斯－雷克雅維克【市區觀光＋藍色溫泉池】

今日返回雷克雅維克市區展開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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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遊覽由著名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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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著名的★藍色溫泉池－BLUE LAGOON，位於雷克雅未克西北七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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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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地熱水 65%是鹹水，35%是淡水，礦物質非
常豐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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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此享受在戶外 10℃的溫度下，浸泡溫泉之樂。
※※ 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 冬季冰島氣候變化大，基於安全理由會因當下氣候狀況做相對的行程調整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Harpa 音樂中心、市政廳、國會樓、霍爾格林大教堂。
【貼心門票安排】：藍色溫泉池（現場會提供浴巾，請貴賓們自行攜帶泳裝，感謝您）。
【行車距離參考】：博爾加內斯－70KM：1H－雷克雅維克－50KM：40MIN－藍湖溫泉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飯店晚餐
雷克雅維克．全歐洲最好吃的熱狗堡～午餐推薦（自費）
：BBP 熱狗堡 BÆJARINS BEZTU PYLSUR，
全冰島第一家熱狗攤從 1937 年開業至今幾乎全冰島的人都吃過這熱狗堪稱冰島的國寶食物！曾被英
國衛報評選為全歐洲最好吃的熱狗堡，就連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都來吃過。
住宿

AIRPORT AURORA STAR HOTEL 或同級

DAY8.
雷克雅維克／奧斯陸【挪威】OSLO【市區觀光】
今日班機抵達挪威首都奧斯陸，位於峽灣最內部的地方，於 1299 年成為挪威首都，此市區採文藝復興
式建築，為國內最多人口居住的城市。前往參觀奧斯陸著名的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雕刻公園受到奧斯
陸市府的邀請，雕刻家維格蘭投入全部的心血來設計這公園，園內共 212 座雕像，錯落於公園內，其中
最有名的是『憤怒的小孩』。還有高 17 公尺的尖塔－人生塔（1929－1943 年製作），成為地標之一。
主要的觀光景點集中於徒步區，參觀市政廳外觀、國會大廈外觀等，從中央火車站前到皇宮的卡爾．約
漢斯大街是最熱鬧的街道。

【下車參觀】：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
早餐 飯店內早餐或餐盒
午餐
住宿

敬請自理

QUALITY EXPO OSLO 或 QUALITY 33 或同級

晚餐

中式七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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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奧斯陸／曼谷
再美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後，此次冰島之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相信時光真
的能在此停留，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
早餐

飯店內早餐

住宿

機上

午餐

機上

晚餐

機上

DAY10.
曼谷／台北
抵達曼谷後，隨即轉機返回甜蜜的家－台北，結束難忘的北歐之旅。
▲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參團須知】
北歐部分地區因地處寒帶，天候嚴寒、陽光不足、作物生長不易，民生物資需仰賴進口補給且蔬果
種類有限，所以餐食變化不大，不如台灣精緻多元。如有餐食禁忌等特殊需求，敬請貴賓於報名時
向業務員提供資訊。
歐洲人對素食定義認知與我國大不同，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蔥、蒜、辣椒、
奶蛋甚至魚肉等食材的前提下，歐洲餐廳多以蔬果、奶蛋、起司等材料相互搭配料理。然而當地全
素食品不如台灣豐富、方便取得，故餐食重複性高且變化少，敬請茹素貴賓理解。建議您可準備平
常喜歡食用的素食食品（如：素食罐頭、泡麵等），以防不時之需。
本系列行程所預定之旅館，皆以抵達景點之距離、市區之段落地點作為考量。冰島除首都雷克雅維
克外，其他城鎮優質住宿選擇為「精緻旅館」等級，雖不比連鎖飯店規模，但均提供整潔且親切的
接待服務，並結合溫馨舒適的氛圍，提供貴賓舒適的環境。各團出發日期不同，各城市若遇節慶、
會展事等特殊活動造成滿房情況，將更改住宿同等級旅館或行程調整。
各大旅館均不提供個人衛生用品：如牙膏、牙刷、刮鬍刀及拖鞋…..等，務請自備！但提供洗髮精、
肥皂。多數旅館亦提供吹風機。北歐氣候較乾燥，護唇膏亦請準備，個人日常之病痛或預防用成藥
亦請酌量備妥，另可準備暈車藥、腸胃藥及感冒藥等。
本系列行程戶外活動較多，敬請貴賓於活動時，務必聆聽領隊及現場指導人員之解說規定，如因個
人疏忽或違章操作造成活動設施損壞及個人意外發生，本公司僅能盡義務協助處理，敬請見諒。部
分戶外活動，12 歲以下孩童、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孕婦皆不適宜參加；若欲體驗，請審慎評估身
體狀況再參加。
為顧及其他貴賓之權益，本旅遊公司有權利拒絕 70 歲(含)以上無親友同行及特殊身體與精神狀況
之旅客報名參加，敬請見諒。若自身有慢性疾病、行動不便等狀況，也請主動告知；若因未告知而
衍生其他問題，敬請貴賓自行負責。
產品團費不含：司機領隊導遊小費、床頭與行李搬運等禮貌性質小費、自費行程及個人支出。
歐洲房型絕多數是兩小床雙人房，較少提供一張大床（常以兩張小床合併）。若需求一大床之貴賓，
煩請事先提出需求，需求後將依每間旅館狀況而定，不保證一定有大床。
多數歐洲飯店房間規格不盡相同，住房分配是旅館本身在團體入住前就已經先排好房號，再發給領
隊人員，倘部分標準房獲飯店善意升等，非本公司所能掌控，本公司及領隊人員皆無差別待遇，敬
請貴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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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旅客篇
1. 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
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
始有效完成！
2. 團體旅遊時間安排需團員相互配合，為顧及全體旅客之權益，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
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請貴賓於報名時，需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
以避免造成您和其他團員的不悅與困擾。
3.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
行動不便之貴賓，建議須有家人或友人同行，若無陪同者，請在預訂前如實告知敝公
司，讓我們可以為您提供您最適合的建議，並做出相應安排(以安全為優先)。
4. 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
別團員或領隊進行分房（但無法保證）
。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
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足單人房價差，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
5. 團體安排之房型皆為禁菸房，請勿在房內抽菸；若逕行於房內抽菸，經查獲須配合各
旅館規範繳交鉅額罰金，通常金額約在 100-500 歐元不等，詳細金額依照各旅館索
賠為主。
6. 如於行程中有特殊之需求，例如兒童餐、忌葷或一張大床等，請於出發前 15 日提出
以利作業。
7. 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
外退費。
8.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
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
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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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載有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的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期)，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
持他國護照，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則須再查明相關規定。
10. 重申歐盟加強查緝仿冒品，旅客出入境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可處四年有期徒
刑及 37 萬 3 千美金罰鍰。
11. 旅遊前或是旅途中，因天候因素、航班變更(取消)、交通工具取消或道路阻斷等不可
抗力或不可歸責與旅行社之事由，導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項目等
履行時，為維護旅遊團體之安全利益，旅行社保留調整、變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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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航空篇
1.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選位，也
無法事先確認座位相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等）
，機上座位是航空公司依乘客英文
姓名之字母順序做統一安排，因此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2. 如您所參加行程需經中站轉機飛往行程目的地者，溫馨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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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注意。
3. 因應航空公司機場的團體作業規定，請於出發七天前繳交護照予旅行社。
4. 使用歐籍航空，機票皆依所使用航空公司的團體票規定作業，凡機票一經開票則無退、
換票價值(無法退機票款)，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如該機票款超出解約賠償之
金額，亦須由旅客負擔全額機票款，特此提醒您留意。
5. 部分行程依航空公司規定，於香港機場轉機時，旅客必須於香港機場提領行李並重新
辦理登機手續。因此，請旅客務必於出發前十五日提供護照影本供本公司辦理《香港
電子簽證》
，或是自行攜帶效期內《台胞證》，以利於香港機場轉機時 提領行李並重
新辦理登機手續。
辦理香港電子簽證相關說明：
● 護照影本一份(護照效期需滿 6 個月)
● 出生地需為台灣
註：香港簽證也會有申請被拒絕的狀況，若有先例請主動告知，並請另持有效期限之
台胞證。

貼心提醒住宿篇
1. 團體安排之房型均為兩小床房型，若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飯店提供為主，無法保證
一定有大床房型；如需求三人同房，大部份飯店無三張正常床型之三人房，通常為雙
人房加一床，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12 歲以下)才能加床，一大二小或二大一小合住，
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彈簧床，加上飯店房間空間有限，勢必影響住宿品
質，故建議避免需求三人同房。備註：如遇飯店未有加床服務內容時，且旅客需入住
單人房時應繳交單人房差費用。
2. 團體安排之房型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若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我們將向飯
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3. 北歐部分特色飯店如峽灣區飯店、冰島等房間格局大小不一，隨團領隊會使用抽籤方
式安排入住。
4. 若遇商展或節慶期間，飯店常會遇滿房或是房間數不夠，本公司有變更或調整行程之
權利，將會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尤其島上之住宿酒店，因房間數有限，旺
季期間，若同一家酒店房數不足，將使用兩家同等級鄰近之酒店於同一團體敬請知悉！
5. 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
夜晚涼爽，因此部分飯店房間僅設置冬天必備之暖氣設備，無冷氣設備，敬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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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招讓您幸福一輩子！
極光拍攝過程中需注意一些基本細節與要求。從照片看來似乎都很亮麗，不過整體光度實際上還是相當
弱，其燦爛多彩的風貌都需要長時間曝光才捕捉得到。因此，具有 B 快門的相機、三腳架和快門線都是
基本必備的；至於曝光時間則依底片的速度、光圈的大小與拍攝當時極光的實際亮度等因素而定，一般
可以從 5 秒至 30 秒不等，有時不妨也就極光呈快速運動狀態或靜止狀態來考量實際的曝光時間。由於
人類眼睛對綠色的敏感度最強，對紅色的敏感度相對較弱，因此在現場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綠色極光，其
他如紅色、紫色、粉紅色極光等除非亮度夠強，否則肉眼較無法輕易辨認出來，但它們卻能無所遁形地
顯現在底片上。一般標準鏡頭根本無法將極光整個形貌捕捉下來，此時就該採用廣角鏡頭甚至魚眼鏡頭，
尤其碰到發生在頭頂正上方的冠冕狀極光的情況，魚眼鏡頭更能顯現出射柱狀極光輻聚於天空中某一點
的壯觀景象。拍攝極光絕大部分都是在低溫環境下進行的，溫度低至攝氏零下 2、30 度是常有的狀況，
而且待在戶外往往就是個把小時甚至更久，因此必須做好個人的保暖禦寒準備，從頭到腳都要做保護，
否則容易。照相機要在那樣酷寒的環境下能正常運作，同樣必須採取一些適當的防範措施。
除了親眼目睹幸福極光之外，更希望能留下這美好的畫面。但，要如何拍攝極光呢？
１. 極光距離地表百里以上，照片上看起來極為耀眼，實際上光度還是挺弱的，所以需要較長的曝光來捕
捉極光的燦爛畫面。需要攜帶的配備包括：具有Ｂ快門或慢速度快門的相機、三腳架、快門線、暖暖
包或機身禦寒外罩、手電筒等。
２. 現在的數位技術越來越佳，影像呈現好，若使用高感度設定(ISO800 以上)的數位相機也不會產生太
多雜訊（有許多相機更是有消除雜訊的功能）
，即便是最簡單的數位相機也能拍出極光景色，ISO 提
高之後，快門速度就不需要太長，以一般類單眼來說，只要快門速度有 10 秒左右的長度就可以了。
３. 極光的散佈很廣，會跨越北方半個天空以上，所以先在漆黑的夜空尋找到北斗七星，往東西兩側橫
跨，大約就是極光出現的範圍了，用一般標準或長鏡頭是無法將整個極光畫面拍攝下來的，因此必須
採用廣角鏡頭，甚至是具有特殊效果的魚眼鏡頭。
４. 由於極光的光線不是太強，因此進入北半球黑夜較長的冬天季節，能看到極光的盛況比較容易些，也
因此就必須得忍受酷寒的天氣，入夜之後至少都是零下 10 度，最冷的時候更是零下 40 度。而現在
相機大多使用鋰電池，耐低溫程度較鹼性電池好些，但為了避免低溫流失電力，最好多準備幾顆電
池，然後準備暖暖包。另外，也可購買機身禦寒外罩，將機身整個包覆起來，放暖暖包在罩子內，保
持罩內的溫度。
５. 一切準備就緒後，建議光圈開到最大（光圈數值最小），ISO 在可接受雜訊的範圍內也開到最大，然
後依照現場亮度來控制快門速度。如此一來，只要快門速度至少有 10 秒左右的，都可以利用相機的
快門速度來拍攝，就不需要使用Ｂ快門。另外，為了怕按快門時產生震動，建議可以開 2 秒自拍功
能，相機倒數２秒自動按下快門，就可以省去買快門線的問題了。
６. 極光雖然高懸於天空中，但單純把畫面卡在極光上，會略顯單調，建議要有個前景，會顯得更有極地
的味道。
７. 看見美麗又幸福的極光，當然會想跟極光來個合照囉！拍攝的模式設定跟先前一樣，只是要多準備
一個外接閃光燈，然後對焦點必須對到人物上，最好準備手電筒，可以照在人身上，相機才能對得到
焦，然後要求被拍攝者在快門啟動期間不能動，如此便可留下一幅幸福極光的大合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