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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光追蹤‧雪地奔馳‧雙玻璃屋‧即捕帝王蟹之旅 

 
暢遊：【芬蘭‧挪威】 

 限定出發:12 月 16 日、1 月 23 日、2 月 13 日 

 

EUN9 

 

天 

 

增加成本選乘「芬蘭航空」同日到埗，讓您更輕鬆適應時差 

「極光追蹤之旅」圍著營火暖烘烘追蹤北極光 

「芬蘭聖誕老人村」體驗必做 4件事： 

跨越北極圈分界綫並領取證書、與聖誕老人合照、 

預寄聖誕節賀卡、寄出蓋上北極圈郵戳的明信片 

「雪橇樂趣」由兩大極地動物(哈士奇犬＆馴鹿)，帶領體驗 

「挪威結冰峽灣即捕即煮」品嚐最新鮮帝王蟹 

「冰雪城堡午餐」於零下 5°C餐廳內用餐，一嚐獨特難忘體驗 

悉心安排 

重本增遊 

異地品嚐 

入住 2晚「玻璃屋酒店」在溫暖客房內增加見極光機會 

全程膳食及景點觀光妥善安排，無需煩惱各項自費活動 

優質航班 



   

   

  

  

 世上最大冰雪城堡零下 5 °C之冰雪體驗 

 特別安排在冰雪餐廳內午餐 

 城堡內觀賞每年不同主題的大型冰雕展覽 

冰雪餐廳選用全以冰打造的餐桌，椅子上鋪著馴鹿皮和羊皮，牆上

點綴著精美雪雕作品，搭配一碗熱呼呼的濃湯，絕對是在香港無法

感受到的冰雪體驗。參考菜單如下: 

＊前菜：燒韭菜牛肝菌歐洲蘿蔔濃湯 

＊主菜：燒雞佐奶油香草醬 配薯菜、雨衣甘藍 

＊甜點：莓果金寶配海鹽焦糖雲呢拿醬 

＊ 以上菜單僅供參考，實際應現場為主。 
立即收看 

冰雪餐廳 

介紹影片 

挪威 N o r w a y 
 

ACCOMMODATION & SIGHT-SEEING 

嚴選宿泊 
 

EUN9:12 月 16 日、1 月 23 日、2 月 13 日出發 

 

北極光渡假村  

Northern Lights Village 
‧位於芬蘭北極圈內 500公里範圍， 

是欣賞北極光的理想位置 

‧獨立冰屋面積約 312 呎，客房設有

特殊導熱玻璃屋頂，具備私人浴室，

冷暖氣及熱水壼，讓住客在提供暖

透過玻璃屋頂觀賞極光和星空 

房間均設有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聖誕老人冰屋酒店 
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 
‧位於聖誕老人村的玻璃屋酒店，共有 71 

間獨立玻璃屋 

‧屋內面積約 215呎，具備私人浴室，冷

暖氣及熱水壼。採用玻璃頂的設計全景

窗觀賞夜空的景色 

‧房內貼心準備平板電腦，可用平板電腦

與職員聯絡和接收極光通知 

房間均設有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北歐冬日限定的美食「蟹中之王」之稱的

帝王蟹是世界上體積最大的蟹，一隻帝王

蟹的體重約是 14-23 隻大閘蟹的總和，挪

威的基凱尼斯更是出產帝王蟹最著名的地

方之一。是次體驗不但可以感受帝王蟹鮮

甜、清爽、厚實的肉質，更可嘗試親自捕捉

帝王蟹，相當難得。 

註：如因天氣因素未能乘坐雪上電單車拉

雪橇，將改為乘坐橡皮艇前往，敬請留意。 

 乘坐電動雪橇行駛在結冰的峽灣之上 

 專人陪同下親自捕捉帝王蟹 (約 4 小時) 

 品嚐由專人烹調新鮮捕捉的帝王蟹 

 貼心提供保暖衣物 

 安排入夜後搭乘專車前往無光害極光觀賞營 

 貼心安排熱飲、小吃，提供保暖衣物 

極光是由太陽射出的高速太陽風，迎面撞上地球

磁場的防護罩時釋放熱能而產生光，並跟著磁場

的軌道被吸入南北極的天空，形成了我們所看到

的極光。每 11 年為一次循環週期。晚上乘坐由

雪上電單車拉動的雪橇前往到無光害環境區域，

在夜幕中圍著營火品嚐地道茶點及熱飲並提供

保暖衣物，一同追蹤如夢似幻的北極光。 

註：極光乃自然現象，如未能滿足閣下預期理想，

敬請見諒。 

立即收看 

北極光 

介紹影片 

芬蘭 Finland 
 

結冰峽灣捕捉帝王蟹 (全程約 4 小時) 

追蹤北極光之旅 (全程約 3小時) 

冰雪餐廳享用午餐 



   

 

   

      
SIGHT-SEEING EUN9:12 月 16 日、1 月 23 日、2 月 13 日出發 

 

童話故事裡的聖誕老人在聖誕前夜乘着由馴鹿

拉的飛天雪橇派禮物給小孩子。精心安排每 2人

乘坐馴鹿雪橇，奔跑中穿越白雪覆蓋的森林小徑

約 700米，欣賞四周沉靜美麗的自然景色，體驗

拉普蘭民族的傳統交通工具。這裡沒有人群的喧

鬧，也沒有引擎的轟鳴，盡享雪上馳走的快感。 

強壯的 HUSKY 厚毛極地雪橇犬，被稱為「拉普蘭

忠心朋友」的極地雪犬，在堅硬雪地上，可帶動

雪橇以高速滑動，就算連天大雪亦沒有困難。由

農場主人介紹北歐地區古老品種之一的哈士奇

雪橇狗的生態及成長過程，更特別安排每 2-3人

乘坐狗拉雪橇穿越約 10 公里的雪地森林，趣味

無窮。旅程結束後享用精美小食及熱飲，並可跟

哈士奇犬合照留念。 

狗拉雪橇‧哈士奇雪橇狗樂園 

馴鹿拉雪橇‧馴鹿園 

唯一受聯合國認可的聖誕老人故鄉 
聖誕老人村 

到聖誕老人村一定要做的 4件事：跨越 66.5度北極圈分界綫，領取北極圈證書並

蓋上印章以作紀念、預訂在聖誕節才會寄出的賀卡給親友、與聖誕老人聊天、唱

歌、拍照、寄出蓋上獨一無二的北極圈郵戳的明信片。 

立即收看 

聖誕老人村 

介紹影片 

溫馨提示: 
由於北歐天氣嚴寒，多戶外景點，氣溫有機會跌至零下 10°C。請留意出發月份的天氣，按個人需要而準備足夠的禦寒衣物及配件， 

如：羽絨、防風外套、雪褸、圍巾、手套、帽等。建議穿著舒適的服裝及適合於雪地行走的鞋子（雪鞋或防滑鞋）。 

 

 

乘坐兩大雪橇 



   

 

   

  

  

EUN9:12 月 16 日、1 月 23 日、2 月 13 日出發 

 

ITINERARY   

(備註 2,5,7,8) 

(備註 2,3,4,6) 

酒店 

DAY1 
香港     經赫爾辛基 (芬蘭)       芬蘭最北部城市「依瓦洛」 

午餐  航班上 晚餐  酒店餐廳 

Hong Kong    Helsinki(Finland)    Ivalo(Finland) 

DAY2 依瓦洛(芬蘭) ~ 芬蘭北部「伊納里」~ ＊薩米博物館 薩米人又稱拉普人，是北歐地最大的原住民族

之一。館內展示著各種圖片、民族服飾及用具，有助了解他們獨有的文化、歷史及生活狀況從冰川時期至今的發

展及轉變 ~ 挪威帝王蟹名城「基凱尼斯」(車程約 3 小時)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Ivalo(Finland) ~ Inari(Finland) ~ Sami Museum ~ Kirkenes(Norway) 

芬蘭 
【依瓦洛 Ivalo】 

 

 

Hotel Ivalo 

免費大堂及房間 

挪威 
【基凱尼斯
Kirkenes】 

 

 

Thon Hotel 

免費大堂及房間 

DAY3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帝王蟹 晚餐  酒店餐廳 

Kirkenes(Norway) ~ Arctic King Crab Safari ~ Saariselka(Finland) ~ Northern Lights Village 

基凱尼斯(挪威) ~ ＊帝王蟹捕捉之旅 (約 4 小時) 特別安排乘坐由雪上電單車拉動的雪橇前往結冰的峽

灣捕捉有「蟹中之王」之稱的帝王蟹，並品嚐肉質鮮嫩的帝王蟹，貼心提供保暖衣物 (備註 12)  

~ 芬蘭北部「薩利色卡」(車程約 4 小時) 位於北極圈內 500公里範圍內，是地球上最北端旅遊勝地及欣賞

北極光理想之地 ~ 北極光渡假村 安排入住拱形玻璃頂客房觀賞極光星空，可在溫暖房間內觀賞絢爛夜光

和靜待極光出現 (備註 13) 

芬蘭 
【薩利色卡 
Saariselka】 

 

 

Northern Lights Village 

--Aurora Cabins 

(玻璃屋頂客房) 

免費大堂及房間 

DAY4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Saariselka (Finland) ~ Rovaniemi(Finland) ~ Santa Claus Village ~ Aurora Hunting 

薩利色卡(芬蘭) ~ 著名聖誕老人故鄉「羅凡尼米」(芬蘭)(車程約 3 小時)  

~ ＊聖誕老人村 位於北極圈的邊界上，緯度為北緯 66度 33分，到此必做 4件事：跨越 66.5度北極圈分界

綫，領取北極圈證書並蓋上印章以作紀念、預訂在聖誕節才會寄出的賀卡給親友、與聖誕老人聊天、唱歌、拍照、

寄出蓋上獨一無二的北極圈郵戳的明信片 ~ ＊黑夜北極光之旅 旅程約 3小時，晚上乘坐由雪上電單車拉

動的雪橇前往到無光害環境區域，在夜幕中圍著營火品嚐地道茶點及熱飲並提供保暖衣物，一同追蹤如夢似幻的

北極光 (備註 13) 

芬蘭 
【羅凡尼米
Rovaniemi】 

 

 

Original Sokos Hotel 

Vaakuna 

免費大堂及房間 

DAY5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冰雪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Rovaniemi(Finland) ~ Ranua(Finland) ~ Ranua Zoo ~ Snow Castle ~ Kemi(Finland) 

羅凡尼米(芬蘭) ~ 芬蘭北部「拉努阿」(芬蘭)(車程約 1 小時) ~ ＊全球最北極地動物園 北極圈 3

大野生動物北極熊、馴鹿、哈士奇犬及超過五十多種的稀有珍貴極地野生動物，提供免費飼料投食給北極熊 

~ ＊世上最大冰雪城堡 總面積約 13000-20000平方米，相等約 3個足球場。在零下 5 °C的冰雪城堡內觀

賞每年不同的大型冰雕展覽，設有冰雪酒店、冰雪教堂、餐廳與酒吧。特別安排在冰雪餐廳內午餐，享受獨一無

二的冰雪體驗 ~ 芬蘭西北部「凱米」(車程約 1 小時) 

芬蘭 
【凱米 Kemi】 

 

 

Scandic 

免費大堂及房間 

DAY6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Kemi(Finland) ~ Rovaniemi(Finland) ~ Husky Farm ~ Leather Workshop ~ Glass Igloos 

凱米(芬蘭) ~ 羅凡尼米(芬蘭)(車程約 1.5 小時) ~ ＊哈士奇雪橇狗樂園及雪橇體驗 安排每 2-3人乘

坐雪橇，體驗在雪地奔馳的快感。其後分為每 4-6 人一組，由專人指導如何親自指揮駕駛活潑可愛的哈士奇犬 

(備註 10) ~ ＊皮革工作坊 在導師的指導下利用不同顏色的馴鹿皮，親手製作獨一無二的玫瑰花朵  

~ 聖誕老人冰屋酒店 入住玻璃屋頂客房，房間內設有極光警報提示，可在溫暖房間內觀賞絢爛夜光和靜待

極光出現 (備註 13) 

芬蘭 
【羅凡尼米
Rovaniemi】 

 

 

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  

(玻璃屋頂客房) 

免費大堂及房間 

DAY7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Rovaniemi(Finland) ~ Reindeer Farm(Reindeer Sleigh) ~ Rovaniemi(Finland)  Helsinki(Finland) 

羅凡尼米(芬蘭) ~ ＊馴鹿園及鹿拉橇之旅 安排每 2人乘坐馴鹿雪橇於雪地上飄移約 700米，欣賞四周

自然美景並了解其傳統文化 (備註 10) ~ 羅凡尼米(芬蘭)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芬蘭) 

芬蘭 
【赫爾辛基
Helsinki】 

 

 

Hotel Haven 

免費大堂及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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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照號碼:350217 EUN9(DEC)-ITX2020 製表日期:5 AU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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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約每位

歐羅 1-2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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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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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 

芬蘭 

挪威 

氣溫 

攝氏 6至~10度 

攝氏 7至~8度 

時差 

慢香港 6小時 

慢香港 7小時 

＊因北歐佔地廣闊，不同地方溫度差異較大，敬請注意 

備註 

1) 有關旅行團建議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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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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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單人報名，客人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敝社將於出發前三日確認，如最終未能安排，

不得藉故退出。 

B) 3 人或以上之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 或 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義為

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敝社將於出發前三日確認，

如最終未能安排，不得藉故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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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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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如因天氣暖化而導致積雪不足，狗拉雪橇/馴鹿雪橇活動將取消，團友可於樂園內自由活動，敬

請留意。任何雪橇活動以當地實際情況安排為準，恕不事前通知，敬請見諒。 

11)如適逢宗教儀式或其他活動，以致不能入內參觀教堂，將改為外觀拍照，敬請留意。 

12)如因天氣因素未能乘坐雪上電單車拉雪橇，將改為乘坐橡皮艇前往，敬請留意。 

13)極光乃自然現象，如未能滿足閣下預期理想，敬請見諒。 

14)【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15)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參閱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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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NERARY   EUN9:12 月 16 日、1 月 23 日、2 月 13 日出發 

 

(備註 2,5,7,8) 
酒店 

(備註 2,3,4,6) 

DAY8 

DAY9 

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維京餐廳 晚餐  海參花膠餐 

Helsinki(Finland) ~ Rock Church ~ Sibelius Monument ~ Senate Square ~ Uspenski Church ~ Helsinki (Finland)  Hong Kong 

赫爾辛基(芬蘭) ~ ＊岩石教堂 一座從岩石內部挖掘而成的教堂，教堂內部牆壁採用石塊拼湊而成，頂部

則使用玻璃和銅鋼支撐 (備註 11) ~ 西貝流士紀念公園 ~ 上議院廣場  

~ 烏斯別斯基東正大教堂 北歐最大的東正教教堂，金綠色的頂部和紅磚建築充滿俄羅斯風格 (備註 11)  

~ 赫爾辛基 (芬蘭)  香港 

早餐  航班上  

 Hong Kong 

 香港 

 

AY536 18:20    19:35 

 

【芬蘭航空・內陸航班】 

香港    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    依瓦洛 

AY100  00:45  05:25 或 
AY102  10:25  15:05 

AY605  16:40  18:20 

【芬蘭航空・赫爾辛基轉機】 

羅凡尼米    赫爾辛基 AY536  18:20  19:35 

赫爾辛基    香港 AY099  23:55  1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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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