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暢遊：芬蘭：伊瓦洛、羅凡尼米、拉努阿、凱米、赫爾辛基 

瑞典︰卡爾斯堡     挪威：基凱尼斯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TOUR CODE: ENIE09/ENIE09V 

Aurora Village Ivalo– Aurora Cabins 



 

 

 

 

 

 

 

 

 

 

 

 

 

 

 

 

 

 

 

 

 

 

 

 

 

 

 

 

 

 

 

 

 

 

 

 

 

 

 

 

 

 

 

 

『閃亮推介』 
『優質航班 輕鬆舒適』 
乘搭芬蘭航空公司飛往芬蘭依瓦洛，赫爾辛基直航飛返香港 
『舌尖上的邂逅』捕捉帝皇蟹  
雪上電單車拉雪橇前往結冰峽灣，觀看專人親手捕捉帝皇蟹，  
品嚐即捕即煮的帝皇蟹，鮮味無窮。 
『破冰震撼』~「極地探險號」  
感受巨輪在冰封水域中破開通道，更有機會一嘗冰海飄浮之樂。 
『黑夜北極光之旅，無須自費』 
黑夜中乘坐專車前往極光觀賞營，遠離光害環境中，追蹤如夢 
似幻北極光，專享營火燒烤及熱飲。 
『哈士奇雪橇狗 + 馴鹿雪橇』 體驗雪地遊蹤，無需自費。 
 
 

 
入住兩晚玻璃屋酒店 ~ 與別不同、嶄新感受 

Aurora Village Ivalo -2016 年落成的酒店位於拉普蘭的依瓦洛，是全球最佳觀賞北極光勝地之一。 

極光玻璃客房(Aurora Cabin)更是為觀看北極光的客人而設計的，客房面積 29 平方米，均設有咖啡機，淋浴 

和衛生間的私人浴室。旅客可以安躺舒適床上靜侯遇上美麗的極光和絢爛的北極星空。 

Santa Igloos Arctic Circle - 2016 年 12 月開業的酒店鄰近聖誕老人村。房間新穎設備齊全，並提供免費無線

上網。玻璃客房內設有洗手間及淋浴設備。透過玻璃屋頂，團友可舒適安躺床上靜待夢幻極光投下絢麗的裙擺。 

體驗橫跨芬蘭瑞典兩國北極海上漂浮樂~「極地探險號」破冰船 
2016 年開航的「極地探險號」破冰船，被譽為拉普蘭地區最佳的破冰船之一，每年 12 月至 3 月由瑞典卡爾

斯堡市開出，總載客人數達 160 人。在約 3 小時的破冰船旅程，團友可近距離參觀“探險號”的機房，還有

機會在駕駛室實地觀看船員工作的全過程。當破冰船駛入冰海，巨輪在冰封水域中破開通道，船身與被破開的

冰塊撞擊，發出震耳欲聾巨響，令人為之震撼與興奮。隨後破冰船停在波羅的海一處冰洋中。團友可以下船，

身穿特種保暖衣，在冰冷的海水上浮游，靜躺看著天空與身旁銀白的冰海，夢幻而神奇。下船前頒發的“破冰

證書”更是一份極具意義的禮物。 

 

『雙玻璃屋酒店』~ Aurora Village Ivalo & Santa’s Igloos  
房內設有淋浴室及衛生間，舒適躺臥床上追蹤北極光。 
『北歐傳統手藝』皮革工作坊 
運用馴鹿皮革，親手製作獨一無二的皮革小飾物。 
『聖誕老人村』 
與聖誕老人會面，寄出來自聖誕老人郵局的祝福。 
『拉努阿~極地野生動物園』 
觀賞稀有珍貴極地動物，包括北極熊、猞猁、北極狼等。 
『冰雪城堡』參觀全年開放的冰雪體驗 365，鬼斧神工令人讚嘆。 
『中式海參花膠』安排於返港前享用海參花膠中餐，暖在心頭。 
『尊貴享受』赫爾辛基安排入住五星級酒店。 

https://chengyu.911cha.com/MWhpZQ==.html
https://chengyu.911cha.com/MWhpZQ==.html


Tour code: ENIE09– 出發日期: 2019 年 12 月 7 日 
第 1 天 香港依瓦洛(芬蘭)                                      
Hong Kong  Ivalo(Finland)                                         
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芬蘭航空客機經赫爾辛基
轉機飛往依瓦洛。航機抵達後，專車前往酒店。 
:Hotel Ivalo 酒店或同級 

早餐:  --      午餐: 自理/航機上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2 天 依瓦洛~雪地電單車拉雪橇連冰湖垂釣 ~              
薩米博物館 ~基凱尼斯(挪威)                               
Ivalo ~ Icefishing with sledge by Snowmobile ~                         
Sami Museum ~ Kirkenes(Norway)                                  
早餐後，於依瓦洛進行冰湖垂釣。及後前往挪威基凱尼斯。 
冰湖垂釣：乘坐雪地電單車拉動的雪撬前往冰湖，在冰湖
上鑽孔捕魚。(提供保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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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們獨有的文化、歷史及生活狀況。 
: Thon Hotel 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3 天 基凱尼斯~捕捉帝皇蟹~依瓦洛(芬蘭) ~ 玻璃屋酒店                             
Kirkenes ~ Arctic King Crab Safari ~                          
Ivalo (Finland) ~ Aurora Cabins                                          
早餐後，乘坐雪上電單車拉雪橇前往結冰的峽灣上捕捉帝皇蟹。
稍後，前往芬蘭伊瓦洛，充裕時間於玻璃屋靜候極光蹤影。 
捕捉帝皇蟹: 特別安排乘坐雪上電單車拉雪橇前往結冰的
峽灣，一睹捕捉帝皇蟹過程，並品嚐肉質鮮嫩的帝皇蟹。 
(提供保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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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皇蟹:有「蟹中之王」美譽，身型巨大肥美，主要生長在
深度高達850米寒冷海域，大約須10-15年才生長為可食用
的成年蟹，且無法以人工養殖，一直深受食客的喜愛和推崇。 

※極光為自然現象，無法保證絕對可以見到，敬請見諒。 

※註:單人房附加費不包括 –Aurora Village Ivalo 玻璃屋酒店 

:Aurora Village Ivalo– Aurora Cabins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帝皇蟹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4 天 依瓦洛~ 羅凡尼米 ~ 哈士奇雪橇狗樂園 ~          

聖誕老人村  ~ 黑夜北極光追蹤                             
Ivalo ~ Rovaniemi ~ Husky Farm (Husky Sled)                          
Santa Claus Village ~ Aurora Hunting                     
早餐後，驅車前往羅凡尼米，參觀聖誕老人村。晚上乘專車展
開黑夜北極光追蹤。 
哈士奇雪橇狗樂園：由專人介紹北歐地區古老品種之一的
哈士奇雪橇狗生態及成長過程，特別安排乘坐由雪橇狗拉的雪
橇車，在雪地上快意奔馳，妙趣橫生。 
註：如因天氣暖化而導致積雪不足，狗拉雪橇活動將取消，團友可於樂園

內自由活動及親親雪橇犬，敬請留意。 

聖誕老人村：與聖誕老人會面，並可於專屬的郵局寄出蓋上
獨一無二聖誕老人郵戳的明信片。團友可在北極圈的交界線拍
照留念，並獲贈證明書一張。 
I 黑夜北極光追蹤：黑夜中乘坐專車前往極光觀賞營，舒適
環境中走進遠離光害的環境中，追蹤如夢似幻北極光外，更可
透過解說了解北極光的傳說與資料。在溫暖營火會中享用熱飲
及小吃，窩心貼心。遊畢乘專車返回酒店。(提供保暖衣物) 
※極光為自然現象，無法保證絕對可以見到，敬請見諒。 

: Original Sokos Hotel Vaakuna 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5 天 羅凡尼米 ~ 拉努阿 ~ 極地野生動物園~              
凱米 ~ 冰雪體驗 365(冰雪城堡)                           
Rovaniemi  ~  Ranua  ~  Ranua Zoo  ~  Kemi ~                
Snow Experience 365 (Snow Castle)                               
早餐後，前往拉努阿參觀極地野生動物園。遊畢，驅車前往凱
米並到訪冰雪城堡。 

極地野生動物園：北歐最北動物園，內有五十多種極地動
物，如北極熊、雪狼、馴鹿等。白皚皚的樹林包圍整個動物
園，漫步在雪地中觀賞動物，帶來截然不同的體驗。 
冰雪體驗365(冰雪城堡)：每年的裝飾設計都不一樣，大型
冰雕展覽，晶瑩透明的冰雕令人嘆為觀止。 
團友可自由參加雪上摩托車活動於北極雪地上奔馳二人
一車，駕駛者需有駕駛執照 
: Scandic Kemi 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冰雪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6 天 凱米 ~ 卡爾斯堡(瑞典) ~ 極地探險破冰船之旅 ~   

羅凡尼米 ~ 玻璃屋酒店                                               
Kemi~ Karlsborg (Sweden)~Polar Explorer Icebreaker ~ 
Rovaniemi ~ Santas Igloos                               
早餐後，前往瑞典卡爾斯堡市碼頭登上破冰船，展開海上破冰
之旅。是晚入住玻璃屋酒店，充裕時間靜候極光蹤影。 
極地探險破冰船之旅：乘坐特製的專業探險破冰船，前往
氣勢磅礡的冰海，感受巨輪在冰封水域中破開通道，船身與海
面冰塊撞擊之震撼！在三小時行程中，包括專人介紹破冰船運
作。特別安排團友穿上特製保暖防水橡皮衣，一嘗在冰海飄浮
之樂。船公司更會頒發紀念狀予參加者，紀念這個難得創舉。 
※如遇天氣或氣候影響，引致破冰船不能啟航，已報名團友可獲退回港幣

$1,500，團友不可因此退出。冰海飄浮之樂參加者高度需要至少 140cm 。 

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 在2016年12月開業至今一直深
受旅客歡迎，房間設有玻璃屋頂、免費上網、私人淋浴室及衛
生間。當美麗的極光出現時，旅客在房內溫暖舒適地欣賞極光
和絢爛北極星空。 
※極光為自然現象，無法保證絕對可以見到，敬請見諒。 

※註:單人房附加費不包括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玻璃屋酒店 

: 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7 天 羅凡尼米~馴鹿場(馴鹿拉橇)~皮革工作坊赫爾辛基          
Rovaniemi  ~  Reindeer Farm (Reindeer Sleigh) ~        
Leather Workshop  Helsinki                              
早餐後，到訪馴鹿場。於指定時間前往羅凡尼米機場乘坐客機
飛往赫爾辛基。 
馴鹿拉橇：了解拉普蘭人的生活方式及探訪北極圈馴鹿，
安排乘坐馴鹿拉撬，享受雪上馳走的快感。 
註：如因天氣暖化而導致積雪不足，馴鹿雪橇活動將取消，團友可於馴鹿

場內自由活動及親親馴鹿，敬請見諒。 

皮革工作坊： 馴鹿與芬蘭人息息相關，除了是交通工具及
食材，其皮革更可製成裝備或手工藝品。前往皮革工作坊，理
解皮革的製作過程，更可親自用皮革製作小飾物。 
: 5星級Hotel Haven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8/9 天 赫爾辛基 ~ 岩石教堂 ~ 西貝流士紀念公園 ~                 
上議院廣場 ~ 烏斯別斯基東正大教堂香港                     
Helsinki ~ Rock Church ~ Sibelius Monument ~           
Senate Square ~ Uspenski Church  Hong Kong                                                   
早餐後，市内觀光。及後專車前往機場，乘坐芬蘭航空客機
直航飛返香港，航機第 9 天安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岩石教堂：建造在掏空的岩石中，教堂頂部的玻璃屋頂以
銅鋼支撐，形似飛碟般的外觀是芬蘭現代建築傑作。 
I西貝流士紀念公園：為紀念芬蘭作曲家西貝流士而設立。 
I上議院廣場：四周都是新古典主義式樣的建築群，宏偉的
赫爾辛基大教堂坐落於此。 
烏斯別斯基東正大教堂：建於1868年，斯堪的納維亞半島
上最大的俄羅斯東正教堂。 
註：如適逢舉行宗教儀式，岩石教堂或烏斯別斯基東正大教堂將不能入內

參觀，將改為外觀拍照，敬請留意。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維京餐廳 
晚餐:  

中式海參花膠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
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 客人不
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  入內參觀   I 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EEN19-020-0625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Tour code: ENIE09V– 出發日期: 2019 年 12 月 12 日 
第 1 天 香港依瓦洛(芬蘭)                                      
Hong Kong  Ivalo(Finland)                                         
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芬蘭航空客機經赫爾辛基
轉機飛往依瓦洛。航機抵達後，專車前往酒店。 
:Hotel Ivalo 酒店或同級 

早餐:  --      午餐: 自理/航機上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2 天 依瓦洛~雪地電單車拉雪橇連冰湖垂釣 ~              
薩米博物館 ~基凱尼斯(挪威)                               
Ivalo ~ Icefishing with sledge by Snowmobile ~                         
Sami Museum ~ Kirkenes(Norway)                                  
早餐後，於依瓦洛進行冰湖垂釣。及後前往挪威基凱尼斯。 
冰湖垂釣：乘坐雪地電單車拉動的雪撬前往冰湖，在冰湖
上鑽孔捕魚。(提供保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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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們獨有的文化、歷史及生活狀況。 
: Thon Hotel 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3 天 基凱尼斯~捕捉帝皇蟹~依瓦洛(芬蘭) ~ 玻璃屋酒店                             
Kirkenes  ~  Arctic King Crab Safari ~                          
Ivalo (Finland)  ~  Aurora Cabins                                          
早餐後，乘坐雪上電單車拉雪橇前往結冰的峽灣上捕捉帝皇蟹。
稍後，前往芬蘭伊瓦洛，充裕時間於玻璃屋靜候極光蹤影。 
捕捉帝皇蟹: 特別安排乘坐雪上電單車拉雪橇前往結冰的
峽灣，一睹捕捉帝皇蟹過程，並品嚐肉質鮮嫩的帝皇蟹。 
(提供保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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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皇蟹:有「蟹中之王」美譽，身型巨大肥美，主要生長在
深度高達850米寒冷海域，大約須10-15年才生長為可食用
的成年蟹，且無法以人工養殖，一直深受食客的喜愛和推崇。 

※極光為自然現象，無法保證絕對可以見到，敬請見諒。 

※註:單人房附加費不包括 –Aurora Village Ivalo 玻璃屋酒店 

:Aurora Village Ivalo– Aurora Cabins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帝皇蟹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4 天 依瓦洛~ 羅凡尼米 ~ 哈士奇雪橇狗樂園 ~          

聖誕老人村 ~ 玻璃屋酒店                                
Ivalo ~ Rovaniemi ~ Husky Farm (Husky Sled)                          
Santa Claus Village ~ Santas Igloos                      
早餐後，驅車前往羅凡尼米，參觀聖誕老人村。晚上入住玻璃
屋酒店，充裕時間於玻璃屋靜候極光蹤影。 
哈士奇雪橇狗樂園：由專人介紹北歐地區古老品種之一的
哈士奇雪橇狗生態及成長過程，特別安排乘坐由雪橇狗拉的雪
橇車，在雪地上快意奔馳，妙趣橫生。 
註：如因天氣暖化而導致積雪不足，狗拉雪橇活動將取消，團友可於樂園

內自由活動及親親雪橇犬，敬請留意。 

聖誕老人村：與聖誕老人會面，並可於專屬的郵局寄出蓋上
獨一無二聖誕老人郵戳的明信片。團友可在北極圈的交界線拍
照留念，並獲贈證明書一張。 
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 在2016年12月開業至今一直深
受旅客歡迎，房間設有玻璃屋頂、免費上網、淋浴室及衛生間。 
※極光為自然現象，無法保證絕對可以見到，敬請見諒。 

※註:單人房附加費不包括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玻璃屋酒店 

: 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5 天 羅凡尼米 ~卡爾斯堡(瑞典)~極地探險破冰船之旅 ~              
凱米 ~ 冰雪體驗 365(冰雪城堡)                           
Rovaniemi  ~ Karlsborg (Sweden)~Polar Explorer         
Icebreaker  ~ Kemi ~ Snow Experience 365 (Snow Castle)                               
早餐後，前往瑞典卡爾斯堡市碼頭登上破冰船，展開海上破冰
之旅。遊畢，驅車前往凱米並到訪冰雪城堡。 

極地探險破冰船之旅：乘坐特製的專業探險破冰船，前往
氣勢磅礡的冰海，感受巨輪在冰封水域中破開通道，船身與海
面冰塊撞擊之震撼！在三小時行程中，包括專人介紹破冰船運
作。特別安排團友穿上特製保暖防水橡皮衣，一嘗在冰海飄浮
之樂。船公司更會頒發紀念狀予參加者，紀念這個難得創舉。 
※如遇天氣或氣候影響，引致破冰船不能啟航，已報名團友可獲退回港幣

$1,500，團友不可因此退出。冰海飄浮之樂參加者高度需要至少 140cm 。 

冰雪體驗365(冰雪城堡)：每年的裝飾設計都不一樣，大型
冰雕展覽，晶瑩透明的冰雕令人嘆為觀止。 
團友可自由參加雪上摩托車活動於北極雪地上奔馳二人
一車，駕駛者需有駕駛執照 
: Scandic Kemi 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冰雪餐廳 
 
第 6 天 凱米 ~拉努阿 ~ 極地野生動物園 ~  羅凡尼米 ~   

皮革工作坊 ~ 黑夜北極光追蹤                                         
Kemi  ~  Ranua  ~  Ranua Zoo  ~  Rovaniemi ~                 
Leather Workshop  ~  Aurora Hunting                                
早餐後，前往拉努阿參觀極地野生動物園。遊畢返回羅凡尼米，
晚上乘專車展開黑夜北極光追蹤。 
極地野生動物園：北歐最北動物園，內有五十多種極地動
物，如北極熊、雪狼、馴鹿等。白皚皚的樹林包圍整個動物
園，漫步在雪地中觀賞動物，帶來截然不同的體驗。 
皮革工作坊： 馴鹿與芬蘭人息息相關，除了是交通工具及
食材，其皮革更可製成裝備或手工藝品。前往皮革工作坊，理
解皮革的製作過程，更可親自用皮革製作小飾物。 
I 黑夜北極光追蹤：黑夜中乘坐專車前往極光觀賞營，舒適
環境中走進遠離光害的環境中，追蹤如夢似幻北極光外，更可
透過解說了解北極光的傳說與資料。在溫暖營火會中享用熱飲
及小吃，窩心貼心。遊畢乘專車返回酒店。(提供保暖衣物) 
※極光為自然現象，無法保證絕對可以見到，敬請見諒。 

: Original Sokos Hotel Vaakuna 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7 天 羅凡尼米 ~ 馴鹿場(馴鹿拉橇)  赫爾辛基          
Rovaniemi ~ Reindeer Farm (Reindeer Sleigh) Helsinki              
早餐後，到訪馴鹿場。於指定時間前往羅凡尼米機場乘坐客機
飛往赫爾辛基。 
馴鹿拉橇：了解拉普蘭人的生活方式及探訪北極圈馴鹿，
安排乘坐馴鹿拉撬，享受雪上馳走的快感。 
註：如因天氣暖化而導致積雪不足，馴鹿雪橇活動將取消，團友可於馴鹿

場內自由活動及親親馴鹿，敬請見諒。 

: 5星級Hotel Haven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第 8/9 天 赫爾辛基 ~ 岩石教堂 ~ 西貝流士紀念公園 ~                 
上議院廣場 ~ 烏斯別斯基東正大教堂香港                     
Helsinki ~ Rock Church ~ Sibelius Monument ~           
Senate Square ~ Uspenski Church  Hong Kong                                                   
早餐後，市内觀光。及後專車前往機場，乘坐芬蘭航空客機
直航飛返香港，航機第 9 天安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岩石教堂：建造在掏空的岩石中，教堂頂部的玻璃屋頂以
銅鋼支撐，形似飛碟般的外觀是芬蘭現代建築傑作。 
I西貝流士紀念公園：為紀念芬蘭作曲家西貝流士而設立。 
I上議院廣場：四周都是新古典主義式樣的建築群，宏偉的
赫爾辛基大教堂坐落於此。 
烏斯別斯基東正大教堂：建於1868年，斯堪的納維亞半島
上最大的俄羅斯東正教堂。 
註：如適逢舉行宗教儀式，岩石教堂或烏斯別斯基東正大教堂將不能入內

參觀，將改為外觀拍照，敬請留意。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維京餐廳 
晚餐:  

中式海參花膠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
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 客人不
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  入內參觀   I 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EEN19-021-0625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