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63-4633

2019/01/30【北歐】賞極光、玻璃屋、破冰船 10 天
NT:167,9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
由於極光為自然現象，是否出現需依當日氣候氣溫條件而定，無法保證絕對可以見到。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行程特色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參考航班

啟程地

目的地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所需時間

第1天

台北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025

22:15

06:00+1

12 小時 45 分

第2天

伊斯坦堡

斯德哥爾摩 土耳其航空

TK1793

09:05

10:35

3 小時 30 分

第8天

基爾克內斯

奧斯陸

北歐航空

SK4473

11:30

13:40

2 小時 10 分

第9天

奧斯陸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1754

17:25

23:15

3 時 50 分

第 10 天

伊斯坦堡

台北

土耳其航空

TK024

02:10

17:50

10 時 40 分

或
第1天

台北

曼谷

泰國航空

TG635

20:10

23:05

03 小時 55 分

第2天

曼谷

斯德哥爾摩

泰國航空

TG960

00:20

06:50

11 小時 25 分

第8天

基爾克內斯

奧斯陸

北歐航空

SK4473

11:30

13:40

2 小時 10 分

第9天

奧斯陸

曼谷

泰國航空

TG955

13:30

06:20+1

10 小時 50 分

第 10 天

曼谷

台北

泰國航空

TG634

07:25

11:55

03 小時 30 分

行程內容
第 一 天

桃園／伊斯坦堡（曼谷）／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北歐威尼斯美稱】

今日集合桃園機場，搭機經轉機飛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於機上過夜，迎接美好的北歐洲之旅。
餐
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飯店：夜宿機上

第 二 天

斯德哥爾摩～TALLINK SILJA LINE 郵輪之旅～赫爾辛基

瑞典的首都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的斯德哥爾摩；此地被譽為世界最美的都市，由２萬４千多個島嶼組
成的阿基貝拉哥群島最深處，位於波羅的海和馬拉爾湖之間，是一個美麗的水上都市。斯德哥爾摩，建
於十三世紀後來幾經戰火摧毀，十九世紀後期開始重新整頓以不破壞自然景觀為原則，同時為使交通更
便利又增設許多橋樑，此地加上城市設計完全配合自然景觀，因此與大自然有融和一體的感覺，此地又
以諾貝爾頒獎典禮舉辦地而聞名，加上許多國際性的會議在此舉行使其成為一座國際性的大都市。今日
展開市區觀光：參觀十七世紀的瓦薩號戰艦博館、市政廳。
【下車參觀】：王宮外貌、中古世紀老街、古色古香舊市街。
【貼心門票安排】：市政廳、瓦薩號戰艦博物館。
【主題欣賞】：
★ 瓦薩號戰艦博物館：1628 年 8 月 10 日波羅的海中最大戰鑑舉行處女首航，沒想到只前進數百公尺
便沉沒了。因為這附近的海水鹽份低，利於戰鑑的保存，因此保存狀態良好。
★ 市政廳：位於騎士灣旁，以堅固的紅磚所建造的市政廳，為斯德哥爾摩自由、自治、正義的象徵，
基本上是民族浪漫風格，外觀為義大利文藝復興樣式。眾所周知大型藍廳為 12 月 10 日諾貝爾獎頒
獎儀式後的例行晚宴會場。
餐
食：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北歐海盜式自助餐
住宿飯店：TALLINK SILJA LINE （若無法入住外艙，改住內艙，每人退 25 歐元）

第 三 天 赫爾辛基+++北極特快車～頭等艙+++凱米

【極光區～追尋極光第一晚】

芬蘭首都赫爾新基享有【波羅的海之少女】的美譽，面臨芬蘭灣位於北歐最深處的港口，此地之美
在於巧妙運用自然環境之都市建築，最引人注意是深受俄羅斯影響的古建築，十六世紀由瑞典王格斯達
夫所建，十八世紀時已成為當時重要的海上交通要衝，１８１２年帝俄統治時代也是此地古建築之所以
洋溢俄國風味的原因，１９１７年俄國革命爆發芬蘭得以獨立，１９５２年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展開
赫爾辛基市區觀光，議會廣場、俄式希臘東正教教堂及利用一塊岩石開鑿而成的岩石教堂、西貝流士公
園。傍晚搭乘北極特快車前往芬蘭西部凱米，凱米每年 12 月到 4 月最有名的是破冰船之旅。夜宿特快
車（二人一室上、下鋪）。
【下車參觀】：議會廣場、俄式希臘東正教教堂、西貝流士公園。
【貼心門票安排】：岩石教堂、北極特快車頭等艙 2 人一室夜臥火上下舖車（赫爾辛基－凱米）。
【主題欣賞】：
★ 岩石教堂：從天然岩石中挖建而成新型基督教教堂。從外觀看就像一個停在大理石上的飛碟，門口
上方有個小小的銅製十字架。
★ 西貝流士公園：為紀念芬蘭最著名的音樂家西貝流士。1899 年所創作的『芬蘭頌』寫出芬蘭的悲
苦命運和對未來的憧憬，幾乎成為當時的國歌。公園內的紀念碑一是西貝流士的鐵鑄頭像，另一則
是龐大的管風琴。
★ 聖誕老人特快車 UPPER DECKER：連接極圈~赫爾辛基間的芬蘭科技列車，將有限的空間發揮到
淋漓盡致，所需的設備一應俱全，讓人不得不佩服芬蘭人的設計巧思及其實用性。
餐
食： 早餐－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赫爾辛基時尚餐廳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飯店：北極特快列車頭等艙（若訂不到頭等改二等每人退 25 歐元）

第 四 天 凱米【破冰船之旅＋龍蝦裝漂浮體驗+狗拉雪橇】【極光區～追尋極光第二晚】
今日抵達後前往碼頭搭乘破冰船三寶號出海，展開 『破冰之旅』，享受航行北海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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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船抵達堅硬冰
層時，船上工作人員會協助旅客下船步行其上，更有機會穿上特製的全身防水保暖橡皮衣，嘗試在零下
二十～三十度的氣溫裡穿著特製泳衣，享受海面上漂浮之樂，人人試過難忘。另凱米每年 1 月底由平地
而起的雪堡也吸引無數遊客的目光。接續體驗『狗拉雪橇』
（2 人一台）的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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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壯的 HUSKY 厚毛犬，這群被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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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KY 又是甚懂人意
的動物，跟牠們野遊，會帶給參加者不少溫馨樂趣。

【貼心門票安排】：破冰船（行程約 4 小時）、狗拉雪橇（雪上活動有提供毛襪、連指手套、圍巾）。
【主題欣賞】：
★ 破冰船：全球只有芬蘭一家獨有，首推凱米破冰船，
「三寶號」
（SAMPO）
，船長 75 公尺，重 3540
噸，是全球現時唯一的觀光破冰船。其重量壓向厚達兩米的冰層，
「圓刀」
（船底圓刀形設計）便順
勢將它割開。跟著移動船身會與破開的冰層撞擊，發出巨響，船身為之震盪。
（漂浮衣限 12 歲以上或身高 145 公分以上才能體驗，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船上供應（西式）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飯店：CUMULUS HOTEL 或同級

第 五 天 凱米－羅凡伊密【耶誕老人村】－伊瓦洛【玻璃極光屋】
極光第三晚】

【極光區～追尋

今日專車前往造訪聖誕老人故鄉－羅凡伊密，造訪聖誕老人故鄉－聖誕老人村，聖誕老公公就住北
極圈上的聖誕老人村，一進村子最醒目的便是地上的北緯 66.5 度的極圈線。室內滿是聖誕節、聖誕老人
的紀念品和物件。也可和聖誕老人一起拍照（須自己付費）
，有一專屬的郵局，您可挑選明信片寄回給自
己家人，信上獨一無二的聖誕老人郵戳，很有紀念價值。接續前往芬蘭北部北極圈內大城－伊瓦洛。今
晚特別安排入住北歐著名的冰屋村，我們特別安排住宿於設計獨特的玻璃極光屋，您也可體驗北歐道地
的芬蘭浴，芬蘭浴又叫桑拿浴。「SAUNA」（桑拿）在芬蘭語中，是指「一個沒有窗子的小木屋」，如今
這個詞已隨著那種蒸汽騰騰的浴法走向世界，成為唯一進入世界語匯的芬蘭語片語。 而芬蘭是「芬蘭浴」
的故鄉，據說二千年前，有一戶人家正燒火做飯，突然下起大雨，雨水從屋頂漏下，滴在鍋邊被火燒得

發燙的石塊上，的答的雨水不斷化為縷縷蒸氣，使房屋形成了一個「熱氣坑」
，讓人覺得舒服愜意，受此
啟發，才發明了桑拿浴。晚間您可於設計獨特的玻璃極光屋，躺臥於屋內，仰望天空追蹤可遇不可求的
北極光，若幸運的您也許今晚可看到大自然奇景－極光。

【貼心門票安排】：聖誕老人村北極圈證書、玻璃極光屋。
【主題欣賞】：
★ 羅凡伊密（耶誕老人村）
：位於赫爾辛基以北 850 公里，面積 8017 平方公里，人口 60000，是拉普
蘭省省會，也是世上唯一位於北極圈上的城市。
★ 極光拍攝過程中需注意一些基本細節與要求。從照片看來似乎都很亮麗，不過整體光度實際上還是
相當弱，其燦爛多彩的風貌都需要長時間曝光才捕捉得到。因此，具有 B 快門的相機、三腳架和快
門線都是基本必備的；至於曝光時間則依底片的速度、光圈的大小與拍攝當時極光的實際亮度等因
素而定，一般可以從 5 秒至 30 秒不等，有時不妨也就極光呈快速運動狀態或靜止狀態來考量實際
的曝光時間。由於人類眼睛對綠色的敏感度最強，對紅色的敏感度相對較弱，因此在現場看到的大
部分都是綠色極光，其他如紅色、紫色、粉紅色極光等除非亮度夠強，否則肉眼較無法輕易辨認出
來，但它們卻能無所遁形地顯現在底片上。一般來說，標準鏡頭根本無法將極光整個形貌捕捉下來，
此時就該採用廣角鏡頭甚至魚眼鏡頭，尤其碰到發生在頭頂正上方的冠冕狀極光的情況，魚眼鏡頭
更能顯現出射柱狀極光輻聚於天空中某一點的壯觀景象。拍攝極光絕大部分都是在低溫環境下進行
的，溫度低至攝氏零下 2、30 度是常有的狀況，而且待在戶外往往就是個把小時甚至更久，因此必
須做好個人的保暖禦寒準備，從頭到腳都要做保護，否則造成凍傷是划不來的。照相機要在那樣酷
寒的環境下能正常運作，同樣必須採取一些適當的防範措施。相較之下，機械式相機畢竟比全電子
式相機受到低溫影響而出現操作失靈的機率低得多，但並不是說機械式相機就完全不會發生故障，
何況電池在低溫下的耗電速度也較快，因此要準備多餘的電池之外，若能以保暖包將相機機身妥適
包覆起來，自然能盡量少有掃興的情況發生。在拍攝極光的過程中，切記不要反覆將照相機從戶外
移到溫暖的室內，因為鏡頭上會凝結水汽而影響到拍攝的品質。
餐
食： 早餐－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飯店：HOTEL KAKSLAUTTANEN 或同級
（若住不到玻璃極光屋或渡假小木屋改住其他飯店每人退 150 歐元）

第 六 天

伊瓦洛【雪上摩托車＋馴鹿雪橇】

【極光區～追尋極光第四晚】

今日安排騎乘雪上摩托車（兩人共乘一部），用來在雪地行駛的交通工具，透過履帶旋轉來移動，
行駛時不需要特定的道路。雪上摩托車一般只有一至兩名乘員，常用於在滑雪場用於監視和救助用途，
也廣泛地給業餘玩家用於冬季戶外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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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騁馳在一望無際的雪地上。偶後再前往馴鹿農場，搭乘馴鹿雪橇，薩米人當做交通工具，也是拉普蘭
冬季代表性的戶外活動之一，搭乘著馴鹿雪橇在曠野森林行進。而今晚入住在北極圈內的伊瓦洛，在北
國極圈內當天色漸暗，您在此也有機會可在飯店附近等候幸福極光的出現。
【貼心門票安排】：雪上摩托車、馴鹿雪橇（雪上活動有提供毛襪、雪鞋、安全帽、連指手套、圍巾）
餐
食： 早餐－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
住宿飯店：IVALO、SANTA'S HOTEL TUNTURI 或同級

第 七 天 伊瓦洛－基爾克內斯【捕帝王蟹＋雪橇車＋享用帝王蟹】 【極光區～追尋極
光第五晚】
今日前往挪威帝王蟹之鎮基爾克內斯，往昔以露天開採鐵礦繁榮的小鎮，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為德俄
兩軍交火處遭受猛烈轟炸因而全鎮幾乎都經過重建，因此顯得現代化且清潔，近年由於冬季極光以及夏
日永晝當然還有幾乎終年可捕撈的帝王蟹而增加許多觀光遊客。1862 年這裡建立了一座教堂而改為現名，
其挪威語意思是「教堂源頭」，每到冬季一望無際絕美雪白。特別安排難得的經驗雪橇車及捕帝王蟹。
帝王蟹左右蟹腳頂端對腳寬度可達 1.8 米，重量可達 10 公斤。首先讓貴賓們穿上準備好的禦寒衣物，
隨即乘坐由導遊駕駛的雪上摩托車拉動的雪橇（每 8～10 人／一輛雪橇）前往冰封的海面上，利用雪橇
鑿出一個大洞。在這裡把預放的捕蟹籃拉上來，看看今天的漁獲，然後帶回海邊的木屋現場烹調享用帝
王蟹。

【貼心門票安排】：捕帝王蟹+雪橇車。（雪上活動有提供毛襪、雪鞋、連指手套、圍巾）

【主題欣賞】：
★ 北歐帝王蟹：帝王蟹最初來自俄羅斯堪察加半島的北太平洋。蘇聯科學家把帝王蟹帶進北 歐。由
於沒有天敵，北歐海域的帝王蟹增長迅速。生態保育人士認為帝王蟹破壞當地生態因而要求當局清
除帝王蟹。不過，對當地少部份漁人來說，帝王蟹是個賺錢的海鮮。挪威政府只發了幾張撈捕帝王
蟹的執照。有照的漁民可以帶著食客出海撈捕重達十公斤的帝王蟹。
餐
食： 早餐－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飯店主廚推薦
晚餐－帝王蟹餐
住宿飯店：THON HOTEL KIRKENES、SCANDIC HOTEL 或同級

第 八 天

基爾克內斯／奧斯陸

今日搭機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號稱是世界的峽灣之都，於 1299 年成為挪威首都，此市區採文
藝復興式建築，為國內最多人口居住的城市，主要的觀光景點集中於徒步區。從中央火車站前到皇宮的
卡爾.約漢斯是最熱鬧的街道。為奧斯陸主要的道路，兩旁有許多值得一看的景點，您也可在此享受購物
的樂趣！今日展開市區觀光參觀市政廳、國會大廈，前往有名的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
【下車參觀】：維格蘭雕刻公園、市政廳。
【主題欣賞】：
★ 奧斯陸市政廳：以諾貝爾獎和平獎的頒獎會場而聞名，每年 12 月 10 日舉行頒獎儀式。
★ 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受到奧斯陸市府的邀請，雕刻家維格蘭投入全部的心血來設計這公園，園內
共 212 座雕像，錯落於公園內，其中最有名的是『憤怒的小孩』
。還有高 17 公尺的尖塔－人生塔（1929
－1943 年製作），成為地標之一。
餐
食： 早餐－飯店早餐盒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或發餐費每人 15 歐元 晚餐－奧斯陸百年餐廳
住宿飯店：THON HOTEL、SCANDIC HOTEL 或同級

第 九 天

奧斯陸／伊斯坦堡（曼谷）

今日返台前，利用悠閒時光，您可在奧斯陸主要的道路，兩旁有許多值得一看的景點，享受購物的
樂趣！下午經轉機回台，結束愉快的破冰船極光之旅。
餐食：
早餐－北歐式自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或發餐費每人 15 歐元 晚餐－機上供應
住宿飯店：夜宿機上

第 十 天

伊斯坦堡（曼谷）／桃園

抵達伊斯坦堡後，隨即轉機返回甜蜜的家－台北，結束難忘的北歐極光破冰船之旅。
※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