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地假期】 
『極地宏迪號』格陵蘭奇遇北極光~冰島.格陵蘭

島極地巡弋 15 天 
湛藍浮冰、絕美極光、極地生態 

全球限量航次 

 

 

冰島～冰火交融的北極島國 

冰島地形特殊，雖然國名為「冰」島，島上卻有兩百餘座火山，火山活動的頻繁也使得冰島成為世界上溫泉

最多的國家，首都雷克雅未克入冬後，溫泉的熱氣與寒冬的冷氣交融，使得全市大霧瀰漫，又被稱為「冒煙

的海灣」。由於地近北極圈，夏季日照極長，冬季日照極短，秋冬還可見到極光，是個相當奇妙的國家。 
 

格陵蘭島～冰河與北極熊的國度 

格陵蘭島是一個由高聳的山脈、龐大的藍綠色冰山、壯麗的峽灣和貧瘠裸露的岩石組成的地區。研

究表明，這個島嶼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石，這些岩石估計至少有 37 億年的歷史。夏天，海

岸附近的草甸盛開紫色的虎耳草和黃色的罌粟花，還有灌木狀的山地木岑和樺樹。但是，格陵蘭島

中部仍然被封閉在巨大冰蓋上，在幾百公里內既不能找到一塊草地，也找不到一朵小花。面積相當

於 10 倍的不列顛島，約為美國面積的四分之一。它的面積 218 萬 9,837 平方公里，從北部的皮里



地到南端的法韋爾角相距 2,574 公里，最寬處約有 1,290 公里。該島給人印象最深的特徵是它那巨

大的冰蓋，有些地方冰的厚度達 10,000 公尺，冰蓋占整個島嶼面積的 82%。冰蓋產生了巨大的冰

川：雅各布港冰川每天將幾百萬噸的冰排入海中，移動速度約每小時 1 公尺。這就形成了眾多的冰

山，1,889 年偉大的”挪威探險家”費里特喬夫·南森利用雪橇作冰上旅行，穿越了格陵蘭島冰原。

北極圈是指緯度數值為北緯 66.5 是北寒帶與北溫帶的分界線，與黃赤交角（南北回歸線所在的緯

度數值）餘角。北極圈以北的地區被稱為「北極圈內」。通常，北極圈內的地區被叫做北極地區，

由北冰洋以及周邊陸地組成，其陸地部分包括了格陵蘭、北歐三國、俄羅斯北部、美國阿拉斯加北

部以及加拿大北部。北極圈內島嶼很多，最大的是格陵蘭島。由於嚴寒，北極圈以內的生物種類很

少。植物以地衣、苔蘚為主，動物有北極熊、海豹、鯨等。 

《航程特色》 

•欣賞格陵蘭島絕美而獨特的景色。 

•探索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峽灣系統。 

•在世界上規模最大、最偏遠和最北的國家公園健行。 
•可以有機會看到鯨魚和麝香牛等野生動物。 

•乘坐登陸小艇巡遊。 

•參觀格陵蘭原住民伊努特人社區。 
對於時間有限的乘客來說，這個探險行程頗具優勢。在斯科斯比灣（Scoresby Sund），您將會觀

賞 到 世 界 上 規 模 最 大 的 峽 灣 系 統 ， 探 索 令 人 神 往 的 伊 努 特 人 定 居 點 和 伊 圖 誇 特 米 特

（Ittoqqortoormiit）的風土人情，感歎世界上最神秘動人的北極光。作為我們更具探險色彩的行

程之一，您將有機會徒步經過苔原凍土層，並在格陵蘭國家公園登山健行，觀察悠然吃草的麝香牛

和不時驚豔出現在眼前的其它北極野生動物。 

【美麗而夢幻的極光】 

極光 Aurora：是在高緯度（北極和南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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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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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風受到地球的磁場導引直接進

入大氣層。當磁暴發生時，在較低的緯度也會出現極光。 

 

《船隻介紹》宏迪號 OCEANWIDE M/V HONDIUS 
M/V Hondius 共有 82 間客艙，可提供 176 名乘客高品質的住宿，其中擁有一間宏迪號套房（35 平方米）；

六間帶陽台的豪華套房（27 平方米），八間小型套房（19 至 20 平方米），8 間高級客艙（20 至 21 平方



米），11 間雙床豪華客艙（19 至 21 平方米），14 間雙床窗（12 至 14 平方米）以及 28 個雙舷窗艙，兩

個三孔舷窗艙和四個四舷孔艙，大小從 12 到 18 平方米不等。甲板包括一個大型觀察休息室和獨立的演講

室，這些演講室專門用於 Hondius 的各種互動工作坊，展覽和表演。設計優雅，採用時尚的中世紀現代裝

飾，這艘船擁有 Oceanwide 獨特的舒適和休閒氛圍。 

 

船隻基本介紹 

中文船名 宏迪號 英文船名 M/V HONDIUS (荷蘭註冊) 

排水量 5590 公噸 載客數(兩人一艙) 82 間客艙，可容納 174 乘客 

動力系統 2 具 ABC 引擎 下水日期 2019 年 6 月  (全新下水) 

船 寬 17.6 米 長 度 107.6 米 

最高航速 15 節 吃 水 5.30 米 

船員人數 72 人 冰級 極地等級 6(相當於 1A-Supe 綠色環保) 

 

 

 



【艙房簡介】 

 

 

 

 

※本行程報價包含：長榮、冰島航空團體經濟艙、冰級船 2 人一室極地標準艙(Twin 

Window)、稅金、兵險、司機、導遊、領隊、冰級船工作人員小費。 

※長榮航空商務艙→請來電洽詢 

※冰級船如升等高級房 Superior 每人加價 NT$49,000(以每艙房 2 人為主) 



※冰級船如改為圓型窗 Porthole 每人扣減 NT$10,000 (以每艙房 2 人為主) 

※ 報名時請先繳交 ※ 

第一次訂金每人 8 萬元，以利保留機位以及船位。 

第二次訂金每人 12 萬元 (2022/6/25 前)，其餘尾款於行前說明會時繳清。 

※ 船公司取消收費表 ※ 

出發前 90 天以上取消，沒收訂金。 

出發前 60-89 天取消，收取 50％全額費用。 

出發前 59 天內取消，收取全額費用。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所需時間 

9/10 待定 待定 台北/歐洲轉機點 待定 待定 待定 

9/11 待定 待定 歐洲轉機點/雷克雅維克 待定 待定 待定 

9/23 待定 FI 454 雷克雅維克/歐洲轉機點 待定 待定 待定 

9/23 待定 BR 076 歐洲轉機點/台北 待定 待定 待定 

9/24  台北  

※因應新冠疫情，航班有變動可能，以上航班時間皆為暫定 

**歐洲內陸段班次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可能調整班次甚至航空公司，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如有機票自理者請洽詢本公司人員實際航班** 

**航空公司隨時會有提前開票通知，報名付訂時敬請提供正確護照英文姓名以利開票** 

**註：歐洲內陸段航班，機上不提供免費餐食** 

================================================================================= 



 

  

第 一 天(9/10) 台北／歐洲轉機點  

今天集合於桃園機場 出發~前往北極圓夢之旅。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機上 

============================================================================= 



第 二 天(9/11) 歐洲轉機點／冰島-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 

您將在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維克這座完全現代化的城市住宿一晚，開始您的探險之旅。冰島首都雷克雅

維克市區觀光，前往市區遊覽托寧湖及周圍的市政廳、國會樓以及哈帕音樂廳，音樂廳被評選為世界 15 大

最優美的音樂廳之一，其標誌性的透明磚牆透過光線不斷變化著色彩，看上去像是一個聳立在海岸邊的玄

武岩柱狀建築，靈感來自於冰島特有的火山玄武岩以及絢爛的極光景色。霍爾格林大教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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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克雅未克─此地為全世界最靠近北極圈的首都，夏季時白天最長的日趙高達 22 小時，冬季則也擁有 24

小時都無太陽的黑夜極端天候。在冰島語中「Reykjavik」的意思有「冒煙的海灣」，因此地擁有豐富的地

熱能源，處處有盛產的溫泉資源，讓此城市上經常瀰漫著如霧一般濃濃的水氣，因而得此美名。 

 

【下車參觀】：市政廳、國會樓、霍爾格林大教堂、哈帕音樂廳。 
早餐：機上輕食 午餐：機上輕食 晚餐：冰島風味餐 

住宿：GRAND REYKJAVIK 或 HILTON REYKJAVIK 或同級 

============================================================================= 

第 三 天(9/12) 雷克雅維克─阿庫瑞里港 AKUREYRI 登船，傍晚啟航(船艙第 1 晚) 

早上，團隊將於位在雷克雅維克市政府前集合，搭乘專車接駁至阿庫瑞里港(Akureyri)。沿著冰島北邊，

經過約六個小時的車程，將於下午時分抵達驅冰船停靠的港口，預計 16:00 辦理登船手續。傍晚時分，冰

級船將啟航，離開冰島，朝丹麥海峽向北航行。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午餐盒 晚餐：船上享用 

住宿：船上客艙 

============================================================================= 



第 四 天(9/13) 東格陵蘭島航行(船艙第 2 晚) 

今日於海上航行。冰級船向北航行，可留意觀賞空中飛鳥，或

許可發現海燕、三趾鷗、鰹鳥和海鳩。驅冰船通過北極圈後，

若幸運的話，有機會可以觀賞到鯨魚。傍晚時分，當船逐漸接

近格陵蘭島東海岸的布魯斯特岬(Kap Brewster)，有機會可觀

賞到此趟航程的第一座冰山。 

早餐：船上享用 午餐：船上享用 晚餐：船上享用 

住宿：船上客艙 

============================================================================= 

第 五 天(9/14) 造訪昔日伊努特人居住遺址(船艙

第 3 晚) 

早晨時分，我們沿著冰河崎嶇的瓦克特布恩斯(Volquart 

Boons)海岸，預計沿著海岸邊冰河前線搭乘小艇巡弋，將於

靠近冰河處準備此趟航程第一次岸上登陸，計劃在維京灣

(Vikingebugt) 附 近 登 陸 。 下 午 ， 我 們 計 劃 將 於 丹 麥 島

(Danmarks Ø)登陸上岸，這裡仍保有約 200 年前。由石頭

圍成的圓形環狀代表他們夏居的房屋所在，而冬居的房屋較接近海岸角。此遺址被完整的保留下來，開放

進入參觀，或許可以看到以前防熊的儲肉架遺跡，旁邊尚保存一處墓地。傍晚時分，我們將繼續穿過為冰山

浮冰覆蓋的峽灣，朝西航行。 

丹麥島(Danmark Ø)─坐落在格陵蘭島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峽灣系統斯科斯比灣的冰冷水域中，是我們在格

陵蘭島東部航行期間最美妙的徒步旅行和文化景點之一。Danmark Ø 這個明丹麥名字來自它的第一位的

丹麥探險家 Carl Ryder，他從 1891 年到 92 年在島上越冬，並進行他對斯科斯比灣的探險。在他的船 

Hekla 上，Ryder 起草了第一個綜合斯科斯比峽灣系統的地圖，這是他最著名的極地成就之一。由於其

優越的地理位置，Danmark Ø 仍然是探索迷人的斯科斯比灣眾多奇觀的絕佳地點。 

 
 

早餐：船上享用 午餐：船上享用 晚餐：船上享用 

住宿：船上客艙 

============================================================================= 



第 六 天(9/15) 紅島(船艙第 4 晚) 

我們計劃搭乘登陸小艇前往紅島(Røde Ø)，此乃世界上觀賞壯觀冰山的最佳景點之一。以酒紅色沉積岩山

坡為背景，正好襯托出藍白交錯的冰山美景。下午，計劃朝紅色峽灣(Røde Fjord)北方航行，有機會可觀賞

到麝香牛，並欣賞岸邊暖色系的秋色美景。 

Røde Ø─也被稱為紅島，是格陵蘭島的一個美麗景點，位於斯科斯比灣的內部，非常適合欣賞路過冰山

的白色和藍色之美。Røde Ø 的風景常常讓遊客們想像成火星。這並不奇怪，因為“Old Red”砂岩是由

覆蓋當今美國西南部和格陵蘭島東北部的地區的沉積物形成的。島上山丘的岩石斜坡非常紅，充滿了明亮

的砂岩，紅色的石頭與冰山的原始藍白色形成了美麗的對比。乘坐探險挺可以帶您更接近巨大的冰山，這

些冰山數量多到足以形成一個冰雪迷宮。隨著格陵蘭冰蓋和冰川的融化，每年都有越來越多的冰山崩解，

被帶到 Røde Ø 周圍的水域中融化，並以驚人的巨響聲量分裂開來。 

 

早餐：船上享用 午餐：船上享用 晚餐：船上享用 

住宿：船上客艙 

============================================================================= 

第 七 天(9/16) 巧遇巨大冰山和北極兔(船艙第 5 晚) 

今早，我們將遇見有百公尺高、百公里長的巨大冰山。大部分的冰山已衝擊散佈座落在海床上，形成僅有

400 公尺深的峽灣。我們預計於悉卡(Sydkap)登陸，這裡是觀賞霍爾峽灣(Hall Bredning)最佳的觀景

點，並很有機會觀賞到北極兔的蹤跡。 

 

早餐：船上享用 午餐：船上享用 晚餐：船上享用 

住宿：船上客艙 

============================================================================= 

第 八 天(9/17) 造訪斯科斯比灣 SCORESBY SUND & 伊特奎特米特

ITTOQQORTOORMIIT (船艙第 6 晚) 



今晨，我們預計於位在哈利灣口(Hurry Inlet) 的利物浦地(Liverpool Land)登陸，下午時分，計劃造訪斯

科斯比灣附近最大的聚落伊特奎特米特(Ittoqqortoormiit)，約有 500 位居民居住於此。旅人可在郵局購

買郵票，寄一張明信片稍給遠方的親朋好友，或是放鬆心情漫步，或可遇見雪橇狗、低頭或可看見曬乾的海

豹皮和麝香牛皮。下午時分，將沿著布洛塞維爾海岸(Blosseville Coast)往南返航，旅人們可趁此偷閒，在

甲板上觀賞岸邊美麗風光景色。 

斯科斯比峽灣(Scoresby Sund)─是世界上最大的峽灣。 來自 Thule 文化的人們住在這裡直到大約 1800 

年。 1925 年，大約 70 名來自 Tasiilaq 的居民重新居住在 Scoresbysund 定居點直到 2000 年。

Scoresby Sund 曾是海豹、獨角鯨、北極熊、麝牛、鵝和海鳥的理想棲息地，當時獵人在冬末和春季沿冰

緣狩獵，海鳥、北極熊和海豹都被獵殺。如今該地區的動物受到保護。 

Ittoqqortoormiit 鎮─這個偏遠地區唯一的永久定居點，大約有 490 名格陵蘭本地的因紐特人，儘管一年

之中有 9 個月時間海面是冰封的，但它的存在仍然很重要。這裡的居民們仍然是獵人，該地區依然有豐富

的動物和魚類，在郵局您可以為您的明信片購買郵票，或者四處看看雪橇犬和海豹、麝牛和北極熊的干燥

皮膚。 

 

早餐：船上享用 午餐：船上享用 晚餐：船上享用 

住宿：船上客艙 

============================================================================= 

第 九 天(9/18) 透納海灣 TURNER SOUND & 羅曼峽灣 RøMER FJORD(船艙第 7 晚) 

當航行在透納海灣(Turner Sound)和羅曼峽灣(Rømer Fjord)時，因為較沒有冰河和碎冰在前阻擋，較有

機會能深入峽灣內航行，在此處，旅人們可屏住氣息、細細觀察，幸運的旅人或許可在此觀賞到鯨魚的蹤

跡喔！ 

 

早餐：船上享用 午餐：船上享用 晚餐：船上享用 

住宿：船上客艙 

============================================================================= 

第 十 天(9/19) 在北極光的星空下海上航行(船艙第 8 晚) 



今日整天在海上航行，有機會可觀賞到鯨魚和海鳥。夜晚時分，期待可望見掛在天際的北極光。 

 

早餐：船上享用 午餐：船上享用 晚餐：船上享用 

住宿：船上客艙 

============================================================================= 

第 十一 天(9/20) 阿庫瑞里港 AKUREYRI 下船→瓦斯半島之旅 

每一次的探險，不管是多精采驚艷，總是會接近尾聲。驅冰

船抵達阿庫瑞里港，下船後，開始展開西北部半島旅程 。首

先安排騎冰島馬的體驗之旅；在北歐神話中，馬是受到尊崇

的動物，冰島的文獻早在 12 世紀就有提及冰島馬，冰島馬

是冰島的特有種，比一般的馬矮，但骨骼強健，承重力佳，

耐性好易於馴養，因冰島法律禁止馬匹進口，已經出口的馬

匹也不允許返回，故冰島馬是最純正穩定的。爾後前往參觀

火山教堂(BLONDUOSKIRKJA)及 HVITSERKUR，今晚入住於此小鎮旅館。 

【下車參觀】：火山教堂。 

【門    票】：騎乘冰島馬。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LAUGARBAKKI HOTEL 或同級 

============================================================================= 

第 十二 天(9/21) 斯奈佛半島一日遊 SNAEFELLSNES─博爾嘉內斯 BORGARNES 

今日前往是冰島西部細長往西突出的陸地,這個半島是冰島於西元 2001 年成立的第四座國家公園,也是最年

輕的公園。國家公園主要由地底的斯奈火山及火山上千年不化的斯奈山冰川所組成。沿著冰島 1 號環島公

路前往斯奈山半島，沿途地質多變、風光多樣，涵蓋了高山湖泊、冰川火山、懸崖峭壁、綠地苔原、噴泉熔

岩、沙灘奇石、海島洞穴等多種地熱景觀，景色壯麗，變化多端，幾乎展現了冰島所有的地質地貌奇觀。沿

途欣賞布迪爾黑教堂，建造於 1848 年的黑教堂，1987 年時重建，外觀漆黑，是斯奈山半島上的地標建築，

獨自矗立於半島海岸旁的草原之上，頗有孤絕蒼勁之感。 

斯奈山半島─位於冰島西部，靠近博爾加內峽灣山谷的左側，北臨布雷扎灣和華姆斯峽灣，南瀕法赫薩灣，

是一處從冰島大陸往北大西洋延伸地點狹長半島，長度約 90 公里，形狀看上去就像一隻拳頭緊握的手臂。

這裡巧奪天工、出神入化的自然景觀，使其成為冰島乃至歐洲第一個公認的「綠色地球區」，其中最為迷人

的是位於斯奈山半島末端的斯奈菲爾冰川，法國著名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曾在其名作《地心之旅》中將斯



奈菲爾冰川喻為通往地心的門戶。位於斯奈山半島北部的教堂山因外形酷似教會而成為半島居民心中的聖

山。這座高度只有 463 米的陡峭山崖因其獨特的外形和絕美的周邊環境被視為半島地標性景觀之一，同時

還被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冰島作為世界最美國家的 27 個理由之一。 

【下車參觀】：教堂山、布迪爾黑教堂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BORGARNES HOTEL 或同級 

============================================================================= 

第 十三 天(9/22) 博爾嘉內斯─【金環之旅、雪上摩拖車之旅】─雷克雅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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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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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特別安排前往冰島著名的『郎格冰川』，沿途有峽灣風光、河流深入

地底。抵達後，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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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雪地摩托車騁馳在一

望無際的冰川上，享受風馳電掣的快感，並欣賞難得一見的大自然極地風光，人生難得的經驗，讓您印象深

刻。 

黃金圈之旅─這可是冰島南部最熱門的旅遊行程，特地為您安排前往進入辛格維利爾國家公園， 一覽歐美

版塊的交界之處的大斷層，同時這裡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議會所在地。以及前往有號稱黃金瀑布的古佛斯

瀑布區，此瀑布可是冰島的第二大瀑布，您可直接感受到磅礡的瀑布所濺起壯闊水氣，太陽斜射，彩紅時而

可見，是冰島名信片中最常出現的明星景點。爾後前往由豐富地熱與冰島特殊的火山地形所造成的蓋席爾

間歇泉區，這裡是文獻歷史中最早被寫道，也是最早聞名於歐洲的間歇泉，所噴射出來的水柱最高可達 60

公尺，是您不可錯過的自然奇觀。由於金環之旅一天的行程內可看到冰島上幾種最主要的地形與特色，因

此這趟金環之旅，更有「冰島縮影」之美名。 

 
【下車參觀】：國會斷崖、黃金瀑布、間歇泉。 



【門    票】：雪地摩托車(兩人共乘一部)。(貼心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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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於現場臨時決定不騎乘雪上摩托車則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冰島風味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住宿：GRAND REYKJAVIK 或 HILTON REYKJAVIK 或同級 

============================================================================= 

第 十四 天(9/23) 雷克雅維克／歐洲轉機點／台北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旅程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信時光真的能

在此停留，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準備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輕食 晚餐：機上輕食或發餐費 

住宿：機上 

============================================================================= 

第 十五 天(9/24) 台北 

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

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再忙也要去旅行喔！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早餐：機上輕食 午餐：機上輕食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本公司保有因航空公司及國外當地旅行社之更動而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以上行程及參考航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