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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圈暨丹麥 格陵蘭島
【夏季】知性探索 9天

團費(美元)

出發日期:

雙人房價
$2299 + (機票)
2019-2020年 5月25日 至9月 29 日止

單人房
$2899+ (機票)

6人成團，每隔两星期出發日期:每星期六由USA/Canada出發。抵達丹麥-哥本哈根必須是
星期日為準。《指定日期出發亦可》
*注意: 每出發日期應於30天前確認訂位。因機位, 船位, 酒店限制。

團費包括:

•
•
•
•

5星酒店及當地最好酒店、交通、行程內所示的餐、入門票、船票、港口稅
6人以上，美國派一名資深領隊(全陪)，在丹麥國際機場開始隨團服務
當地專業導遊
持美國、加拿大、香港、台湾護照入境 丹麥-格陵蘭免簽証

團費不包括: 全程機票
中國護照需辦簽証
請務必自行購買旅遊醫療平安保險
司機及導遊小費 US$10X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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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1>造訪格陵蘭在北極圈內的自治市：肯格勞蘇克。它曾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空軍
基地。
2>參觀肯格勞蘇克的荒舒、冰川凍原、山谷和冰帽、馴鹿、麝牛、花鳥等許多物種的大
自然生態、令人難以置信的美麗景觀。
3>造訪肯格勞蘇克的荒舒、凍原、山谷和冰帽令人難以置信的美麗景觀。
4>探索北極圈探索人文地理之旅。
5>探索畢生難忘的北極圈冰河壯麗景觀。
6>探索苔原地帶龐大的麝牛之自然生態。
7>探索北極凍土苔原植物生態。
8>本行程獨特立於旅遊市場。
第1天 (週六) USA 或 Canada =>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丹麥
今晚上, 由USA 或 Canada 國際機場 搭機飛往丹麥首都: 哥本哈根。翌日早上方可抵達。宿機上。

第2天 (週日) 請於本日, 星期日 抵達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丹麥
本上午約11時,抵達哥本哈根國際機場。通過移民局和海關手續後,從哥本哈根機場3號航站大樓,自行沿著航
站有屋簷之人行道步行3-5分鐘即直接引領您進入哥本哈根機場希爾頓酒店的大堂。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 機上 午餐: x 晚餐: x
宿: Clarion Hotel Copenhagen Airport Hotel 5* 或同級
Ellehammersvej 20, Copenhagen, Denmark 2770
Telephone: +45 3250-1501 Fax: +45 3252-8528
From Copenhagen Airport Terminal 3 take a 2 minute walk through the covered walkway to lead you directly into
the Hilton Copenhagen Airport Hotel lobby. 從哥本哈根機場3號航站大樓,
沿著航站有屋簷之人行道步行3分鐘即直接引領您進入哥本哈根機場希爾頓酒店的大堂。
https://www.nordicchoicehotels.com/hotels/denmark/kastrup/clarion-hotel-copenhagen-airport/
*影音介紹-哥本哈根國際機場 Copenhag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OrX8f8XSE

第3天 (週一)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 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 SFJ (北極圈內格陵蘭島)
CPH-SFJ GL-779 0915-0955 (飛行時間約4h40m) (*r/t airfares around $896/pax)

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 => 參觀肯格勞蘇克/ 凍 (苔) 原地帶之旅 Tundra Tour
早餐後, 自行步行約5分鐘前往出境大廳, 辦理登機手續。搭機飛往格陵蘭的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
SFJ。抵達後,專人專機,送往酒店休息。是格陵蘭西部一個新的自治市，於2009年1月1日成立。這一個自治
市因位於格陵蘭的中西部而命名。截至2013年1月，人口為9,620人。
下午14:00pm16:00pm,參觀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Sightseeing：肯格勞蘇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空軍
基地，但今天它是格陵蘭島的最重要的現代化的國際機場。周圍地區有格陵蘭島的最長的公路，沿著公路
探索周邊人文和自然景觀。我們抵達港灣，欣賞壯麗的峽灣。我們來到距離機場12公里遠的凱麗維爾Kelly
ville科學小鎮，參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空軍基地。我們還將參觀極地狗窩村莊villagekennel，我們會更
能熟悉格陵蘭的雪橇犬的生態。我們將有足夠的時間流覽格陵蘭迷人的大自然生態和景致。
含早餐: 在哥本哈根酒店 含午餐: 西式Sandwitch/Burger style 漢堡三明治風格 含 晚餐: 西式
宿: Polar Lodge near by at SFJ Kangerlussuaq Airport or similar (it is very limited Hotel in here.)
*PolarLodge酒店簡介：背景是哈塞爾山MountHassel是一個迷人的地方，距離機場只有100公尺，附近擁有
購物設施。在北極圈的格陵蘭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住宿酒店很少。探索地球最後境界的大自然生態和
享受戶外悠悠旅遊生活乃是主要的焦點。因此，PolarLodge酒店的住宿簡單，佈置高雅，配有舒適的床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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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必要的設施。
為每位客人提供床單和毛巾。浴室設施和洗手間都位在走廊上。此外，旅館還提供多種不錯的設施供客人
使用，包括公用廚房，餐廳和客廳。每天提供早餐。每天在酒店內的WiFi也可以以合理的價格提供，有大
型平面電視, 提供各種電視頻道。並彴紀念品商店, 以最優惠的價格提供各種北極極地當地特色的產品。
Polar Lodge：

或
宿: Old Camp or similar (it is very limited Hotel in here.)
OldCamp簡介：是一家位於北極圈的格陵蘭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的舒適而傳統的旅館，距離機場有2公
里，濱臨北極圈的西格蘭蘭島最長的峽灣的美景。遠離城市的燈光，您可能會幸運地在冬天直接從您的房
間體驗壯觀的北極光。在北極圈的格陵蘭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住宿酒店很少。探索地球最後境界的大
自然生態和享受戶外悠悠旅遊生活乃是主要的焦點。因此，PolarLodge酒店的住宿簡單，佈置高雅，配有
舒適的床鋪和所有必要的設施。 為每位客人提供床單和毛巾。浴室設施和洗手間都位在走廊上。
此外，旅館還提供多種不錯的設施供客人使用，包括公用廚房，餐廳和客廳。每天提供早餐。每天在酒店
內的WiFi也可以以合理的價格提供，有大型平面電視,提供各種電視頻道。並彴紀念品商店,以最優惠的價
格提供各種北極極地當地特色的產品。
Old Camp：

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影片介紹: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jNAE4xg80
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市區影片介紹: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ugaUBpskY

第4天 (週二) 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 格陵蘭=> 龐大的麝牛之自然生態 / 探索冰帽
Ice Cap Point 660
早餐後, 安排北極圈1小時30分鐘參觀凍原地帶的稀有動物：龐大的麝牛the massive musk
ox。我們驅車前往肯格勞蘇克的苔原地帶，並搭苔原四輪帶動的凍原越野車4WD奔馳于荒野Tundra
Tour。在適當距離以導遊帶來的望遠鏡參觀凍原地帶的稀有動物：龐大的麝牛之自然生態和探索周圍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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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斯瓦格迷人的自然景觀和苔原的其他野生動物。凍原（又稱為苔原），生物群系的一種，包括極圈凍原
、高山凍原生態系兩類。全年嚴寒，各月溫度皆在0攝氏度以下，是全球年均溫最低的氣候。其成因是一
年中有長時期的極夜，在冰雪的覆蓋之下，下墊面對太陽輻射反軇作用強，不易增溫，使得空氣的熱量來
源不足。雪量少，但蒸發和升華更少，所以長年積累形成厚冰原。極圈凍原的氣候非常潮濕，但卻沒有樹
木，原因在於緯度高，使得生長季非常短、冬季酷寒，表土下為永凍層更不適合木本植物，分解作用緩慢
，生產力、多樣性、恢復力都很低，但是生物數量卻很多，幾乎沒有爬蟲類與兩棲類。該氣候帶樹木基本
絕跡，只有較耐寒的苔蘚及地衣生長。苔原動物：有麝牛，馴鹿,孤貍等，而馴鹿為該氣候帶的標誌性動物
。(*苔原資訊引自：維基百科) 下午驅車前往並搭四輪帶動的凍原越野車4WD奔馳于荒野探索冰帽點Ice
CapPoint660。參觀肯格勞蘇克的荒舒、凍原、山谷和冰帽令人難以置信的美麗景觀。我們將行走通過夢幻
般的格陵蘭冰川凍原和冰帽GreenlandIceCap。體會畢生難忘的經歷。隨後,我們可探索這個冰川凍原的世界
之馴鹿reindeer、麝牛muskox、花鳥等許多物種many species of bird sand
flowers的大自然生態。本行程約需5個小時。包括：熱飲hot drink。
含早餐: 在酒店 含午餐: 西式簡餐 含 晚餐: 西式
宿: Polar Lodge near by at SFJ Kangerlussuaq Airport or similar (it is very limited Hotel in here.)
或
宿: Old Camp or similar (it is very limited Hotel in here.)
康克魯斯瓦格 探索冰帽 Ice Cap Point 660影片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gCDmelDjUc
影片介紹：肯格勞蘇克大自然生態-麝牛musk ox http://www.hotelnarsarsuaq.gl/?layout=1

第5天 (週三) 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格陵蘭=>冰河時期形成的達伽米特冰河岩區
Garnet Rock
早上驅車前往塔坎Tacan的頂部，此地由最後一個冰河時期形成的山形，可以欣賞到周邊地區的美景。我
們將探索圍繞周邊的大鹽湖。由當地專業響導步行沿山坡而下探索。約2.5小時後，我們將到達伽米特冰河
期岩區Garnet Rock。你可拿起錘子和鑿子開始尋找寶藏：半石榴寶石semi-precious garnet
gemstones。並在此處午餐。在這行程中可探索大自然的寶藏格陵蘭夏天的精華：夢幻般的,
彩色繽紛的大自然生態和有機會看到馴鹿、麝牛等野生動物。格陵蘭的地質歷史是數十億年前的地層變化,
造山運動,火山噴發和侵蝕成的迷人地形。冰河時代開始變成熱帶氣候，形成開闊的林木，此時期周圍海洋
的冰山融化形成珊瑚礁。如今,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由於氣候變化的影響在貧瘠的岩石表面上顯而易見
，冰河時期形成的山形景觀。該地區的植被包括：樺樹Birch，越橘Empetrumnigrum和杜鵑花Rhododendron
groenlandicum。這些植物的自然芬芳香氣迷漫在新鮮的山區的空氣中。傍晚,我們的旅程將沿著弗格森湖La
ke Ferguson沿岸, 午后六時, 返回肯格勞蘇克Kangerlussuaq。
含早餐: 在酒店 含午餐: 西式Sandwitch/Burger style 漢堡三明治風格 含 晚餐: 西式
宿: Polar Lodge near by at SFJ Kangerlussuaq Airport or similar (it is very limited Hotel in here.)
或
宿: Old Camp or similar (it is very limited Hotel in here.)
影片介紹：冰河時期的達伽米特冰河岩區Garnet Ro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0zX7d5BGAA
冰河時期形成的格陵蘭自然生態 Garnet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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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 (週四) 肯格勞蘇克 Kangerlussuaq 格陵蘭 - 探索魯梭冰河群Russell Glacier
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到魯梭冰河群的冰蓋。我們探索該地區冰川,需要搭乘一個設備齊全的4WD車輛。我
們這一段旅程大約需要1.5個小時。在路上，我們將尋覓野生動物，如馴鹿和麝牛。抵達羅梭冰川後，您可
以沿著冰川的邊緣徒步旅行，只需享受大自然的巨大空間, 探索萬年冰河的年齡和史跡。午餐於此。
格陵蘭位於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間，西面隔巴芬灣和戴維斯海峽與加拿大的北極島嶼相望，東邊隔丹麥海峽
和冰島對望。格陵蘭是世界最大島嶼，屬於大陸島，位於北美洲東北。面積2,175,600平方公里（其中341,7
00km²為無冰雪覆蓋,1,833,900km²為冰雪覆蓋），由於面積龐大，常被稱為格陵蘭次大陸。全島約五分之
四地區處於北極圈之內。冰蓋南北長2500公里，均高2135米，面積183.39萬平方公里，約占島面積85%；
均厚1500米，最厚3200米，冰雪量約300萬立方公里，占世界淡水量10%，如果冰蓋全部融化，全球海洋將
上升5米；冰面地形為中央低於南北兩側的馬鞍形；冰蓋邊緣被很多裸露的帶狀山地、丘陵環繞，冰川穿
越其間進入海洋。夏季，大量融水流入海洋；主要為表面消融、冰山崩塌；數據表明，冰蓋每年增厚、減
弱在1厘米之內；東南面沿岸冰層在快速減薄，速率為30厘米/年；冰緣減薄冰量為50立方公里/年。(*以上
資訊源自：維基百科)
含早餐: 在酒店 含午餐: 西式Sandwitch/Burger style 漢堡三明治風格 含 晚餐: 格陵蘭式Buffet
宿: Polar Lodge near by at SFJ Kangerlussuaq Airport or similar (it is very limited Hotel in here.)
或
宿: Old Camp or similar (it is very limited Hotel in here.)
影片介紹：探索魯梭冰河群Russell Glaci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GKMTOl9KEg
探索魯梭冰河群Russell Glacier

第7天 (週五) 肯格勞蘇克 Kangerlussuaq SFJ =>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CPH GL-780 1140-2000(飛行時間約 4h20m)
今天在肯格勞蘇克完成難忘的北極格陵蘭探索之旅。早餐後,搭車前往肯格勞蘇克機場,飛往哥本哈根。晚
間抵達哥本哈根機場,通過移民局和海關手續後,從哥本哈根機場3號航站大樓,沿著航站有屋簷之人行道步行
3-5分鐘即直接引領您進入哥本哈根機場希爾頓酒店的大堂。入住休息。
含: 早餐在酒店 不含午餐: x機上 晚餐: x
宿: Clarion Hotel Copenhagen Airport Hotel 5* 或同級
Ellehammersvej 20, Copenhagen, Denmark 2770
Telephone: +45 3250-1501 Fax: +45 3252-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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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penhagen Airport Terminal 3 take a 2 minute walk through the covered walkway to lead you directly into
the Hilton Copenhagen Airport Hotel lobby. 從哥本哈根機場3號航站大樓,
沿著航站有屋簷之人行道步行3分鐘即直接引領您進入哥本哈根機場希爾頓酒店的大堂。
https://www.nordicchoicehotels.com/hotels/denmark/kastrup/clarion-hotel-copenhagen-airport/

第8天 (週六)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CPH => USA 或 Canada
早餐後, 步行約5分鐘前往出境大廳, 辦理登機手續。搭機飛返USA
或Canada。翌日下午方可抵達。宿機上。
含: 早餐在酒店 不含午餐: x機上 不含晚餐: x 機上

第9天 (週日) 抵達 USA 或 Canada
今天下手抵達USA 或 Canada。圓滿完成難忘的北極圈暨格陵蘭島知性探索9天之旅。

＊圖片只拱參考
一般規則:
＊＊＊旅途中因故退出，其未使用的部份視同自動放棄，不得要求退款、變更或轉讓他人。
＊＊＊因交通延阻，航空公司原因，罷工、天氣原因、政治因素、天災或其它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
導致行程延誤或更改，本司之代表人員有權視當時情況並保留本行程之更動權，及換旅館之權利，
如因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引起的額外費用，由團員自行付費，不得異議。
＊＊＊本公司保有依內陸交通狀況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所有行程講解均以華語為主。＊＊＊請務必自行購買旅遊醫療平安保險
護照注意事項:
任何護照有效期均須距返回日期六個月以上。
持用其他護照者，請事先向代理旅行社洽詢。持用其他國家護照者，有關簽證問題，請洽本公司。
即使旅客持有效之簽證及旅遊證件，卻於入境時遭移民局或海關人員拒絕入境，概與本公司無涉。

(本公司保有依內陸交通狀況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SOT#2094010-40*WWW.XOTOU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