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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歐（芬蘭）、納坦尼溫泉酒店、 

北極光（玻璃圓頂小屋）、破冰船、 

聖誕老人村 8 天團 
 
 

出發日期：2014 年 12 月 17 日；  

2015 年 1 月 24,27 日；  

2 月 10 日 

    
 

 

 

 
 

 
 
 
 
 
 

《行程簡介》 
安排入住設計獨特、世界唯一的“玻璃圓頂小屋酒店 Glass Igloos＂，全方位觀

賞北極光；更安排晚上“星夜之極地追蹤北極光之夜＂，追蹤如夢似幻的，尋找

可遇不可求的奧秘。 

特別安排住宿於觀賞北極光最佳熱點薩利色爾卡(Saariselkae)，把握更多機會欣

賞那神秘而美麗的珍貴大自然奇觀，觀賞北極光沒有特定時間，而每年九月至三

月出現率最高。(視乎天氣情況)  

千載難逢：乘搭三寶號破冰船，包全套冰海浮泳裝備，讓團友一嚐冰海浮冰之樂，

固中滋味、回味無窮。（不懂得游泳也可一嚐樂趣。）船位罕有，每日只限名額

150 位。（www.sampotours.com） 

預留充足時間：實現萬千美夢~於聖誕老人村幸會聖誕老人，並在北極圈上感受

全球第一個聖誕老人村。（www.santaclauslive.com） 

終極體驗：特別安排團友 Ice Swimming 冰海暢泳，一嚐感受超過約零下 30 度

或以下之冰海裡。 

全包入場費：參觀拉努阿野生動物園，可觀賞到稀有珍貴動物， 

如北極熊、猞猁、狼、駝鹿、甚至來自瑞典的極地熊等… 

冬日特別安排入住納坦尼溫泉酒店 Naantali Spa Hotel。 

被 The Royal Spa Of Europe 譽為歐洲最豪華溫泉酒店之一，設備：芬蘭和土
耳其式桑拿、擁有五個泳池的游泳天堂、健身中心及高爾夫球場等。美容中心
提供各種美容和美體服務，如極地植物泥與納坦尼湖粘土外敷美體療程，還有
把海澡精華、礦物質或細胞激素注入溫泉水中而配製成數十款水療，均可去除
面及身體內毒素，給皮膚補充營養，使人容光煥發，恢復青春。大家除了可享
受五星級溫泉水療，還可到酒店餐廳品嘗不同風味的食品。 

﹙以上資料只供參考，最終視乎酒店對外開放而確定﹚ 

 

包芬蘭國粹~芬蘭正宗桑拿浴~體會傳統木屋沙米族交際場所之桑拿浴。（按俗例，新娘未步入教堂成親就先要洗一次桑拿。） 

特別增遊芬蘭古城：曾是波羅的海貿易樞紐、亦是昔日芬蘭第一任首都~“土庫＂。 

安排：全包膳食，毋須額外自費；適量安排中式餐﹙8  1 湯﹚及增加成本於部分酒店享用晚餐。 

 

天數 早餐 午餐 晚餐 城市 住宿【如遇展覽會或其它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行程表所列的城

市住宿或指定酒店，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

1  酒店晚餐 
薩利色爾卡(芬蘭)

(2 晚) 

Tunturi 或同級 

2 

酒店美式或自助早餐 

當地餐廳 酒店晚餐 Glass Igloos 玻璃圓頂小屋 
(www.kakslauttanen.fi） 

3 當地餐廳 酒店晚餐 羅凡尼米區(芬蘭)

(2 晚) 
   Santa Claus Hotel 或同級 

4 中式午餐 酒店晚餐 

5 破冰船上午餐 中式晚餐 
凱米/羅凡尼米 / 

赫爾辛基(芬蘭)
夜宿火車上（安排雙人包廂房間） 

6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酒店自助晚餐 納坦尼(芬蘭) 5 星級 Naantali Spa Hotel 
（www.naantalispa.fi） 

7 酒店美式或自助早餐 鹿肉餐 中式晚餐  航班上 

8   抵港 
 
 

成人收費 

（佔半房） 

小童收費 

（佔半房） 

小童收費 

（不佔房） 

單人房 

附加費 
機場稅

航空公司 

燃油附加費

美亞旅遊 

綜合保險 

建議服務費

（港元） 
同行優惠 

$43,888 起 $40,888 起 $37,888 起 $6900 
 

 
2-4 人每位減$500, 

5-7 人每位減$1000 

8 人或以上每位減$1500
 

 
 

北極光 

 

玻璃圓頂 

小屋 

*圖片只供參考 

免收 全包括費用

REN-NT-14-138

全程領隊服務費 

全程機場稅及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費 

AIG 美亞旅遊綜合保險 

入住 Glass Igloos 玻璃圓頂小屋 

入住 2 晚羅凡尼米區酒店 

入住 5 星級 Naantali Spa Hotel 

純觀光、不加遊、不購物 

起 

每位$2500

折扣優惠(^) 
﹙適用於指定出發日期及團種﹚ 



 ENRD08EX 
 

1. 香港伊萬洛（芬蘭）~薩利色爾卡~冰海垂釣   Hong KongIvalo~Saarisekae~Ice Fishing 
是日各團友於指定時間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並由新華專業華籍領隊陪同下，乘搭芬蘭航空公司客機途經赫爾辛基前往伊萬洛。 

 薩利色爾卡：芬蘭北部的薩利色爾卡，位於北極圈內 500 公里的北拉普蘭，這大片範圍被指為拉普蘭最少受外間騷擾的處女地。薩利色爾卡的自然景

觀與芬蘭其他地區極為不同，因地處於樹木線以北，嚴峻的極地氣候已容不下高大的樹木，只有矮小的樹叢仍頑強地與苦寒抗爭，蒼涼的環境給人一

種蠻荒而又神聖的感覺。由於獨特的地理優勢，因此成為欣賞北極光的理想之地。 

2. 薩利色爾卡~馴鹿場~哈士奇狗雪撬拉車（包乘坐拉車及享用特式熱飲一杯）~Igloo Village 玻璃酒店~ 

【   “星夜之極地追蹤北極光之夜＂】   Saarisekae~Reindeer Farm ~Husky Dog Farm~Igloo Village~【Night Tour】 
 北極光：其實地球大氣層裡充滿太陽粒子與空氣分子（氣和氧），踫撞後產生如海潮般的極光波，每一晚，每一次的本光也是獨一無二，絕不會重覆。

北極光的學名稱為 Aurora Borealis。Aurora 本是希臘黎明女神的名字；而 Borealis 則自北極之神 Boreas。 

 

 

3. 薩利色爾卡~羅凡尼米~哈士奇狗養殖場(包入場) ~拉努阿野生動物園（包入場）~ 

Ice Swimming 冰海暢泳 (註：小童必須合乎 150cm 高度及 45kg 體重或以上）~芬蘭傳統桑拿     
Saarisekae~Rovaniemi~Ranua Zoo ~Ice Swimming~Traditional Smoke Sauna 
 芬蘭傳統桑拿：起源自古老的芬蘭烏戈爾族（Finno-Ugric）。按考據，七千年前，他們仍未從東歐地區遷徒到今日國土，桑拿風俗已在部族間形成。起

初是整日辛勞的男人，晚上在小屋裡掘出土坑，坑內用火燒熱石頭，跟著把水澆灑其上產生大量水蒸氣，它濕潤熱力能使長時間操勞致僵硬的肌肉得

以鬆弛。逐漸這習慣成為每家每戶生活的一部份，不單各家庭也建起覆蓋的獨立小屋，那暖烘烘空間亦變作人們主要聚集地方。慢慢地，婦女在該處

生孩子，獵獲肉類也掛於此風乾；甚至在殯葬前，親人的屍體一樣停放那兒。 
 

 

 

4. 羅凡尼米~聖誕老人村~聖誕老人村郵局~北極圈交界線（包每人跨越北極圈證書一張） 
Rovniemi~Santas Village~Arctic Cirlce 

 聖誕老人村：位於 66 度 33 分的北極線之上，踏入它以北範圍，便進入地球之巔的北極疆土，那遙遠地域並不是人人有機會造訪，故此能到此一遊已

是難得「壯舉」。所以遊過聖誕老人村，人們總不忘購買一份極地證明書，紀念自己曾來過這裡。證明書備有多種語文，閣下甚至可選擇中文的款式。

聖誕老人村是世界著名地標，來到那兒當然想購買獨特的紀念品。於是村內的聖誕老人郵局天天訪客不絕，大家爭著選購紀念郵票、當地特產聖誕咭

等。但最受歡迎的是從該處寄出一張印有聖誕老人村郵戳的賀咭。 

 北極圈分界線：北極圈是北半球可見到午夜太陽的最南分界線，在芬蘭，官方規定的分界線位於羅凡尼米與索丹城（Sodankyla）附近。正式的紀念標

誌則位於聖誕老人村內；在日間，人們可見到地上清楚以顏色和文字劃出的分界線；而夜晚或白雪覆蓋的日子，對應這緯線的半空會亮起一串燈光讓

人識別位置。 

 

5. 羅凡尼米~凱米~SAMPO 三寶號破冰船【備註 j】（註：特別提供保暖冰海浮冰裝備，體驗「世界唯一」的觀光破冰船之旅， 

各團友可免費獲贈證書一張）~乘火車由凱米 / 羅凡尼米（安排雙人包廂房間）    至赫爾辛基   
Rovaniemi~ Kemi~ Sampo Tours~ Kemi / Rovaniemi~ To Helsinki 

 SAMPO 三寶號破冰船：全球只有芬蘭一家獨家的。該艘長 75 米，重 3,540 噸的破冰船「三寶

號」（Sampo），是全球現時唯一的觀光破冰船，至今載客已有四十多年歷史。「三寶號」乘容量

達 150 人，主要由 12 月至 4 月，在芬蘭與瑞典之間的波斯尼亞灣（Gulf of Bothnia）北部結冰

的水域行駛。駛入冰海，巨輪開始在冰封水域奮力破開通道，其實破冰的主要竅門，在於船底如

圓刀的設計，和五千噸的重量。破冰船於前進時，把其重壓向厚達兩米的冰層，「圓刀」便順勢

將它割開。跟著移動船身會與被破開的冰塊撞擊，發出震耳欲聾巨響，船身也為之震盪。乘客此

時都爭在船頭目睹那人與大自然博鬥的壯觀場面，興奮處，大家禁不住替破冰船成功闖開海路而

歡呼拍掌。當船抵達堅硬冰層，更精采是有機會穿上特製全身防水保暖橡皮衣，嘗試浮沉極凍冰

海滋味，過程絕對保證安全。投入苦寒水域的經驗人人試過難忘。 

 

 

6. 赫爾辛基~土庫~【土庫城堡~土庫大教堂（外觀）】~納坦尼     

Helsinki~Turku~Naantali 

 土庫：土庫是芬籣最古老的城市，它的歷史記載可以追溯至 1229 年，但證據顯示早在此之前巳有人定居於此。1812 年以前，芬蘭一直以土庫為首都。

土庫名字是市集的意思，幾百年前，這城市確實繁華極盛；到如今則已轉營作發展高科技地方。 

 納坦尼：納坦尼距土庫 17 公里，面積 51.85 平方米公里，人口 13500。建於 1443 年的納坦尼，由一所修道院發展而成。它地處海角，三面環海，遠

離喧囂，到處都洋溢著幽雅閒情，以及夢幻般的童話色彩。這小鎮街道兩旁林立十八、十九世紀的木樓房，均散發著懷舊之情。 

 

7-8. 納坦尼~赫爾辛基~西布斯紀念公園~【岩石教堂~烏斯別斯基東正教教堂~赫爾辛基大教堂（外觀）】~ 
元老廣場~赫爾辛基香港     Naantali~Helsinki~City Tours~HelsinkiHong Kong 

 烏斯別基東正教教堂：金碧輝煌的烏斯別斯基東正教堂， 深紅俄式外貌，裡面滿佈華麗傳統宗教裝飾，是北歐最大的東正教教堂。 

各團友於指定時間集合乘專車前往機場乘搭芬蘭航空公司飛返香港。 

 

 

 
 

備註 
a. 2014 年 9 月 1 日起生效。 

b.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一歲或以下之小童不佔床為標準。 
c. 『單人房附加費』以電腦為準，詳情請向櫃檯職員查詢﹝有關費用如有需要將顯示於旅行團收據上﹞。 
d. 回程可停留尾站，哥本哈根或赫爾辛基，如停留赫爾辛基，須另繳機場稅$160， 

停留附加費為$2500 起（視乎機票艙位而定），機票有效期為 30。停留機位與否， 

最終均按航空公司確認為準確。如未能停留尾站之團友，必須跟團返港，亦不得因此而退出或取消團隊。 

如回程停留或提升商務客位之團體級別﹙Class﹚滿額而須提升更高級別﹙Class﹚，額人須補額外附加費$500 至$3000 不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預定的客艙級別或回程停留日期或 

提升商務客位等一經確認，一概不能更改。如必須再次更改客艙級別或回程停留日期或提升商務客位等，在航空公司允許更改情況下，每人每次需繳手續費港幣$1000，另補機票差額。 

欲提升商務客位，單程$14000 至$20000 起；來回$26000 至$38000 起(只限香港赫爾辛基香港往返)，最終均按航空公司確認機位為準確。 

e. 出入國家口岸：香港至伊萬洛，赫爾辛基返香港或香港至赫爾辛基入，伊萬洛返香港。 
(如碰上赫爾辛基為首站，住宿酒店、行程次序、膳食將會有所調動或更改）最終均按航空公司確認機位為準確。 

f. 行程中自費活動之價錢請參閱東北歐、俄羅斯自費價目表。 

g. (^) 信用卡或即場報名優惠，只適用於指定出發日期，額滿即止。 

h. 團費不包簽證費，詳情請參閱簽證須知。 

j. 以上行程次序及住宿可能因交通、航班、火車、酒店或其他因素影響而有所變動，一切則以當地接待單位為準。   

k. 如單人報名客人必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若出發前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則退回已繳付的單人房附加費。而報名組合人數為單數，出發前未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 

可代安排三人房或雙人加床房（須視乎酒店/火車安排）。如未能安排，客人必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選擇三人同住雙人房，客人不可藉故退出、取消或更改日期。 

l. 承諾保證！倘若於出發前約五天，被獲破冰船主辦單位最後公佈，因天氣暖化或冰層太薄， 

決定不能開航；此節目將取消，每位團友均可獲退回每位 HK$2000；團友不得藉故退出或取消。    

m. 此團為〝指定團種〞，團費訂金為每位港幣$10,000 元正(一切最終按電腦顯示為準)，尾數需於出發前 45 日繳清，愈期則作自行放棄，所有訂金不作任何退款。 

n. 如遇展覽會或其它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行程表所列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客人不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責任細則  報名參加旅行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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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百零三號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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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指引列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或向本社職員查詢。 REN-NT-14-138

Sampo 三寶號破冰船 

千載難逢，船位罕有， 

每日只限名額 150 位 

航空航班參考資料，一切資料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去程
香港赫爾辛基 AY070 0105/0610 航程約 11 小時 05 分

赫爾辛基伊萬洛 AY557 1015/1240 航程約 1 小時 35 分

回程 赫爾辛基香港 AY067 2340/1530+1 航程約 9 小時 35 分

*圖片只供參考 

按歐洲防火及酒店條例規定，不接受 4 人共一房 

(最多只限 3 人)之安排，敬請留意。 

【芬蘭時差】：冬季由 11-3 月比香港慢 6 小時； 
【瑞典、挪威、丹麥時差】：冬季由 11-3 月比香港慢 7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