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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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歐抓帝王蟹賞極光破冰船 10 天 
～玻璃極光屋、體驗滑雪趣、哈士奇雪橇、雪上摩托車、芬蘭浴、郵輪、 

冰雪城堡、馴鹿雪橇、聖誕老人村、冰釣～ 

1/30 NT:179,900 元/人 
以上報價均含稅、兩人一台 WIFI

2/22 NT:156,900 元/人  
 

行程特色 
★LET IT GO～歐若拉追尋幸福： 
芬蘭人稱為 Aurora Borealis，千百年來神秘而美麗的現象，成為北極圈範圍內珍貴的大自然奇觀。其

形成原因是：太陽風和地球磁場在離地球 90-160 公里的高空碰撞，形成一百萬兆瓦放電現象。極光

同時可發生在北半球和南半球，最佳觀測的時間是冬季，極光因太陽黑子活躍的時期而有 11 年循環

一的旺盛期。北地有一個古老傳說：「凡看到北極光的人，會幸福一輩子，若跟戀人看到，便得到祝

福，一起幸福快樂地生活。」夢幻綺麗的北極光，既浪漫又難得一見，加上今年是北極光 50 年一遇

之璀璨年份，你還等甚麼呢！ 

★觀賞北極光的必要條件： 

1：每年十一月至隔年四月，於挪威、瑞典、芬蘭三國位於北極圈內的領土是極光出現頻率最高的時

間。 

2：室外溫度零下 10－15 度 C 

3：晴朗無雲的天空。 

4：遠離燈光的騷擾。 

5：夜間 8 點到 12 點出現機率更高。 

（備註：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2018-2019 芬蘭極光團玻璃極光屋嚴選四家 

Snowman World Glass Resort 度假酒店 
位於聖誕老人村（Santa Claus Village）內，坐落在 Rovaniemi。所有公寓都配有落地窗、桑拿浴室

和私人戶外熱水浴池。度假酒店距離聖誕老人辦公室（Santa Claus' Office）僅有幾分鐘的步行路程。 

每間住宿都設有一台平板電視和休息區，供客人在忙碌一天後放鬆身心。客房內設有小廚房和沏茶/

咖啡設施。 

在 12 月至 3 月期間，所有客人均可獲得 Snowman Ice World 的全日入場券。Snowman World Glass 

Resort 度假酒店還設有 24 小時前台、旅遊諮詢台和內部餐廳。在 10 月至 3 月期間，當地流行的活

動是追逐北極光。 



 

 

 



 

 
Northern Lights Village 度假酒店 
位於 Saariselkä，提供一間餐廳、酒吧和免費 Wifi。酒店擁有自己的馴鹿圍場，歡迎客人觀看和餵食

馴鹿。酒店擁有免費停車場。 

玻璃屋頂小屋可讓您在客房內觀賞到北極光。每間小屋均提供迷你吧、電熱水壺和帶淋浴的私人浴室

等標準設施。 

酒店內的 Kota 餐廳提供舒適的壁爐和拉普蘭（Lapland）的當地美食。 

客人可以在 Northern Lights Village 酒店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例如雪地摩托和哈士奇狩獵活動以及

北極光狩獵之旅。越野滑雪和雪鞋徒步旅行也可供客人參加。酒店距離最近的伊瓦洛機場（Ivalo 

Airport）26 公里。 

 
   



 
 

 

 

 

 



 

 

 

 
 

 
★全國獨家唯一安排-體驗滑雪趣(COUNTRY SKIING) 
台灣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並沒有辦法形成天然的雪場，所以大部分的雪友以日本、韓國、大陸、加



拿大、美國、為考量滑雪國家。這次前往芬蘭邂逅幸福的極光之外，順便體驗相當難得的滑雪樂趣。

在冬天，滑雪是瘋迷歐洲的戶外活動，我們安排體驗滑雪，讓你在這雪白的世界中增添無限的回憶。

一般坊間的行程當中，可能為顧及安全性所以沒有安排滑雪的活動，但滑雪其實是一項相當安全的戶

外活動。我們將派專人教學，除了指導你學會基本的滑雪動作外，同時也會提供雪鞋，雪橇，雪仗，

雪白世界增添無限的歡笑與永生難忘的經驗。 

  

  
 

★帝王蟹捕撈之旅(KING CRAB SAFARI TOUR)： 
在遙遠的挪威東北方，與芬蘭、俄羅斯和巴倫支海接壤，是基爾克內斯小鎮 Kirkenes。位於北極圈

再往北上 400 公里，與芬蘭、俄羅斯和巴倫支海接壤，是基爾克內斯小鎮 Kirkenes，同時是海達路

得航線的終點，來到這裡就好像你已經到了北極北。這個小鎮正以其令人難以置性的海鮮聞名遐邇。 

 
★ 北歐破冰船之旅(極地探險家號 POLAR EXPLORER ICEBREAKER)：  
「極地探險家旅遊破冰船」是拉普蘭內最大的旅遊破冰船。在 3 個小時內，你將成為船隻巨大的破冰

力量的見證，破冰船的震撼另人難忘，還有浮沉冰海的滋味特別體驗，讓您收獲滿滿。結束後還會有

船長將向所有人頒發克魯斯游泳證書作為難忘的禮物。多姿多采的北歐旅程，令人倍感愜意！ 



（破冰船如遇客滿或氣候關係，冰層厚度不夠無法開船，將予以退費每人 100 歐元） 

 
 

 
 

★其他必走雪地之旅： 

1.『馴鹿雪橇』：  

傳說中聖誕老人在聖誕前夜乘著由馴鹿拉的飛天雪橇派禮物給小孩子。聖誕老人從煙囪爬進屋內，留

下給孩子們的聖誕禮物。領頭的馴鹿叫魯道夫（Rudolph），長著一個會發光的紅鼻子。馴鹿是芬蘭

拉普蘭的一個標誌，因為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拉普蘭，馴鹿的數量大概相當於當地的人數。所以，

去到拉普蘭，請像聖誕老人那樣跳上雪橇，享受馴鹿車的樂趣吧！。 

  
2.『哈士奇雪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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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需要工作時，HUSKY 又是甚懂人意的動物，跟她們野遊，

會帶給參加者不少溫馨樂趣。 



  
3.『雪上摩托車』： 

最快的雪地玩意，莫過如此種比我們常見電單車更易學和掌握的車輛。通常租車配套會附帶駕駛指導，

和頭盔、保暖衣物全副裝備，務求大家出發玩得放心。 

   
4.『聖誕老人村』： 
可於聖誕老人郵政局，寄出妳的祝福給妳的朋友。 

  
5.『冰釣』： 
每到冬天，芬蘭大大小小的湖面一派冰封勝景，冰釣也成瞭喜愛釣魚的芬蘭人最主要的娛樂活動之

一。 

  
 

6.『芬蘭浴』： 
芬蘭諺語「先建桑拿，再搭房屋」，桑拿（Sauna）起源自古老芬蘭部族，很久以前已有記載。今 

桑拿蒸氣浴室仍是芬蘭人重要交際場所。傳統煙燻桑拿在房外鍋爐用木材燒水，木材香氣會隨蒸 

水滲到裡面，令使用桑拿者有額外怡人享受。 



  
 

7.『冰雪城堡』： 
北歐年度盛事－凱米「冰雪城堡節」散播無限的熱情與歡笑給全世界每年冰雪城堡節以各種巧思，規

劃不同的主題和風格，在一大片皚皚的白雪世界中，打造一座全新夢幻的冰雪仙境。彷彿蒞臨《冰雪

奇緣》Elsa 女王的華麗冰宮，用數萬噸的冰建築城堡、教堂、餐廳，再以柔紅、橙黃、綠艷、淡紫等

光影投射，變化出雪國當中魔幻絢爛的七彩冰宮。在零下急凍的冰上溜滑梯，是您最獨特的「凍感」

經驗！ 

※冰雪堡壘每年開放時間為 2019/01/19~2019/04/13，若遇休館我們將安排其它冰雪屋展覽館(SNOW 

CASTLE EXHIBITION),恕不另外退費。) 

    
 

★精緻北歐料理滿足您的味蕾 

來到北歐，就要享受道地滋味，斯堪地那維亞風味餐、極地破冰船特餐、芬蘭西式套

餐，還有赫爾辛基票選最佳餐廳的藝術飲食。嚴選當令食材，每季變換菜單，北歐的

創意這次展現在餐桌上。我們在北歐看極光、摘星星，讓您大快朵頤！ 
註：因芬蘭極光旺季，行程內極光屋飯店、破冰船預約及中段航班，順序將視實際情況調動。 

 

特別安排~兩人一台 WIFI 

 
注意事項 

1.我們特別贈送兩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全程旅遊其間，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 ，

需要額外支付 NT2500 元。 

2. 此網路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由 2G、3G 及 3G+。 

3. 此分享器速度前 350MB 為 3G 或 3G+之後降為 2G 或 3G，流量不限吃到飽。 

4. 歐洲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5. 為避免超量造成網路服務中斷，建議在出國前先將 Dropbox、iCloud、APP 自動更新等程式關閉，也應避

免觀看網路電視、Youtube 等大量數據之服務。短時間內過大流量可能造成電信公司主動斷線或限速，本公司

將無法對此情形退費。 

6. 我們貼心提供網路分享器，敬請貴賓妥善使用。如有遺失之情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4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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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城市 班機 時間 

第一天 桃園／香港 CX-451 19:35 / 21:30 

第二天 香港／赫爾辛基 AY-070 00:40 / 05:40 

第二天 赫爾辛基／斯德哥爾摩 AY-643 08:00 / 08:00 

第八天 凱米／赫爾新基 AY-8306 07:00 / 08:30 

第九天 赫爾新基／香港 AY-069   23:40 / 15:30+1 

第十天 香港／桃園 CX-470  17:40 / 19:20 

 

 

行程內容                    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 (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經過 

第 01 天  桃園／香港／赫爾辛基                                          

今相逢自是有緣！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下搭乘豪華客機，經由香港轉機飛往『波

羅的海的少女』美譽的芬蘭首都─赫爾新基。於空服員的照料下，平穩的飛行中適度休息，夜宿機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02 天 赫爾辛基／斯德哥爾摩(瓦薩戰艦博物館、市政廳)     
經轉機飛抵有「北歐威尼斯」之稱的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是一個擁有大自然恩賜的大都市，同時

也是諾貝爾頒獎典禮所在地。由一個半島與十幾個島嶼組成，島嶼與湖水交錯，一幅水都的自然美景

躍然紙上，因此而有「北歐威尼斯」的美稱。★瓦薩號戰艦博物館：形狀保存完整的現存古老軍艦。

於 1628 年進行處女航時曾經沉沒，而在 1961 年被打撈起來，重新整修。爾後前往★市政廳；面對

梅拉連湖，是一棟 106 公尺的高塔，以紅磚砌成優美的外觀，她曾被譽為「20 世紀歐洲最美的建築

物」。這座建築物興建之初，是為了代表瑞典、丹麥與挪威三國的合作，現在市政廳的◎藍廳，是諾

貝爾獎頒獎後舉行慶祝宴會的場所，◎金廳則是諾貝爾獎典禮後舉行慶祝舞會的場所。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老城自助饗宴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QUALITY NACKA 或 SCANDIC INFRA CITY 或同級 

 

第 03 天  斯德哥爾摩(皇宮)++詩麗雅 SILIJA 號郵輪++赫爾辛基 



早餐後展開市區觀光：前往◎舊城區，參觀那裏有金碧輝煌的★皇宮，氣勢不凡的大教堂和高聳入雲

的尖塔，而狹窄的大街小巷顯示出中世紀的街道風采。在◎新城區，則是高樓林立，街道整齊，蒼翠

的樹木與粼粼的波光交相映襯。在地面、海上、空中競相往來的汽車，輪船，飛機，魚鷹，海鷗，給

城市增添了無限的活力！而遠方那些星羅棋佈的衛星城，更給人們帶來一抹如煙如夢的感覺。午餐特

別安排於高塔湖景餐廳享用西式套餐，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賞斯德哥爾摩迷人的景色。下午傍晚前往

碼頭搭乘北歐豪華★詩麗雅 SILJA 號郵輪。吃水５萬８千噸，穿越波羅的海，沿途可欣賞渡假休閒小

木屋。帆船、小舟不時地穿梭於海面上在再加上方小島風光，構成了一幅美麗圖畫！續而航向一個擁

有大自然恩賜的大都市—赫爾新基。郵輪上可盡情享受最華麗的招待，您可在船上的免稅商店採購物

美價廉的商品，或可盡情享受北歐式的夜總會；另有無限享用的自助餐廳，讓你大快朵頤。夜宿豪華

遊輪。(如遇皇宮休館由其他行程替代或退費)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瑞典當地人氣餐廳        晚餐：郵輪北歐海盜式自助晚宴

宿：詩麗雅號郵輪﹝二人一室面海外艙﹞ 

備註：若無安排面海外艙,改內艙則退船艙價差台幣 1000 元。 

 

第 04 天  赫爾辛基／伊瓦洛－基爾克內斯(捕帝王蟹+極地雪橇車+帝王蟹大餐、芬蘭

浴)～邂逅幸福極光第一夜 
上午郵輪抵達赫爾辛基後，我們隨即安排搭乘內陸段飛機，飛往芬蘭北部北極圈內大城－伊瓦洛。抵

達後專車前往位於在挪威東北方，與芬蘭、俄羅斯和巴倫支海接壤，這個基爾克內斯小鎮 Kirkenes。

距離北極圈再往北上 400 公里。今日特別安排難得的經驗★帝王蟹捕撈之旅。我們將搭乘★極地雪

橇車行駛在結冰的峽灣之上，並由專人為您解說示範當地捕捉帝王蟹的方式，體驗當地人在冬季的「捕

撈帝王蟹」技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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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的帝王蟹(約每 3 人/2 隻帝王蟹，蟹有 8 隻腳，只有 6 隻可食用)。基爾克內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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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 100 公里還可到達

挪威、芬蘭和俄羅斯三國交界處，也是三個時區的交界處，每到冬季一望無際絕美雪白。芬蘭諺語「先

建桑拿，再搭房屋」，★芬蘭浴（Sauna）起源自古老芬蘭部族，很久以前已有記載。今日桑拿蒸氣

浴室仍是芬蘭人重要交際場所。傳統煙燻桑拿在房外鍋爐用木材燒水，木材香氣會隨蒸氣水滲到裡面，

令使用桑拿者有額外怡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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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豪華遊輪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或發放餐費 20 歐元  晚餐：帝王蟹風味大餐＋水酒

宿：THON HOTEL KIRKENES 或同級 

 



第 05 天  基爾克內斯－伊納麗湖－莎莉賽卡(哈士奇拉雪橇、玻璃極光屋之旅)～邂逅
幸福極光第二夜   
早餐後前往芬蘭北部的莎莉賽卡，沿途經拉普蘭省最大湖泊《伊納麗湖》，目睹湖、丘、林交錯的美

景，欣賞美麗的湖光山色！莎莉賽卡這裡位處在極圈線內 500 公里的拉普蘭省，是個天然純粹的森

林之地，來到這皚皚白雪的旅遊勝地追尋奇幻的北歐極光，當然各式的雪上活動是不容錯過的，★狗

拉雪橇：強壯的 HUSKY（哈士奇）厚毛犬，曾經幫助許多探險家到達北極，現在遊客 可乘坐他們拉

動的雪橇奔馳嚴寒荒原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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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需要工作時，HUSKY 又是甚懂人意的動物，跟他

們野遊，會帶給參加者不少溫馨樂趣；遊客順道瀏覽飼養雪犬的莊園，精靈得意的小狗往往令人們眉

開眼笑，爭著和牠們拍照為樂。今晚特別安排住宿於設計獨特的★玻璃極光屋，躺臥於屋內，您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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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普蘭(LAPLAND)： 
在芬蘭民間傳說裡，許多北歐神話都源於薩米人的信仰：萬物皆有靈魂。因此每個生物和非生物都有他們自己

的故事。無數的北極傳說都圍繞著北極光做主題，按薩米人的神話，那是天上火狐跑過北極荒原，尾巴攪動起

地上的白雪而激發出來的火花。雖然薩米人經常被認為是牧養馴鹿的民族，但今日許多薩米人已從事現代化工

作維生，雖然很多薩米人仍在北拉普蘭過著純樸生活，但已不住在傳統的科斯塔帳篷。薩米人目前是歐盟唯一

的原住民，居住在芬蘭、挪威、瑞典北部及俄羅斯東北部的科拉島。在芬蘭約有 9000 個薩米人，近幾年來他

們開始意識到保存自己的語言與文化而成力自治議會。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極圈自助風味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 

宿：ARCTIC GLASS IGLOOS 或 KAKSLAUTTANEN GLASS IGLOOS 或 SNOWMAN WORLD GLASS 

RESORT 或 NORTHERN LIGHTS VILLAGE 或同級 

（玻璃極光屋因為房間數較少，所以會因旅行社訂到的日期而改變入住日期的順序，盼旅客見諒） 

 

第 06 天  莎莉賽卡－羅瓦尼美（聖誕老人村、馴鹿雪橇、獨家體驗滑雪）～邂逅幸福
極光第三夜 
早餐後專車前往聖誕老人的故鄉--羅瓦尼美。首先造訪★聖誕老人村，位於羅凡尼米市外８公里，是

全世界萬千聖誕迷渴望一到的旅遊焦點。村內有 Korvatunturi 山區（聖誕老人居所）前來的原裝聖誕

老人，定時接見各地遊客，並與他們合照。這裡還有郵局連精品店，在那裡人們可以自己製作聖誕郵

票，寄出印有聖誕老人村郵戳的聖誕卡，但是切記該類郵件要投入局內的紅色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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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度為北緯６６度３３分。在芬蘭，正式分界標誌位

於聖誕老人村內。遊客到此，例必跨著刻劃在地上的緯線拍照留念，在此您可取得一紙進入★北極圈

證書留作紀念，建議您購買一張聖誕卡片，蓋上特有郵戳寄給親友或自己，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喔！傳

說中聖誕老人在聖誕前夜乘著由馴鹿拉的飛天雪橇派禮物給小孩子。聖誕老人從煙囪爬進屋內，留下

給孩子們的聖誕禮物。領頭的馴鹿叫魯道夫（Rudolph），長著一個會發光的紅鼻子。給聖誕老人拉

雪橇的馴鹿有 9 隻, 今日帶您體驗★馴鹿雪橇~極地裡可愛的馴鹿，被當地人稱為「拉普蘭最忠心的

朋友之一」，充滿源源不絕的熱情與活力。2 月則是芬蘭滑雪的旺季，許多旅客都選擇在這期間到當

地進行越野滑雪。當然我們也不會錯過這項熱門的雪上活動，我們獨家安排在極圈的森林當中感受最

特別的★體驗滑雪，在約莫 2 小時的活動當中，你可以慢慢的學著從雪上站立甚至到滑行！充分體會

到為什麼滑雪在芬蘭是一項十分受歡迎的活動。 

（雪上活動有提供毛襪、雪鞋、毛帽、安全帽、巴拉克拉法帽、連指手套、圍巾）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拉普蘭豬排風味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 

宿：SCANDIC ROVANIEMI 或同級 

 



第 07 天  羅瓦尼美(雪上摩托車、冰上釣魚)－凱米(冰雪堡壘)～邂逅幸福極光第四夜 
早餐後特地安排★雪上摩托車活動，穿上專業防寒裝備，經由教練指導，馳騁在廣袤的冰凍湖面，享

受冰上風馳的痛快，目睹難得一見的極地風光。★冰釣：每到冬天，芬蘭大大小小的湖面一派冰封勝

景，冰釣也成瞭喜愛釣魚的芬蘭人最主要的娛樂活動之一。接著前往凱米。安排只有在冬天才有的★

冰雪堡壘(Snow castle)，凱米的居民到冬天就會開使以冰塊堆砌出規模宏大的冰雪堡壘，裡面含蓋了

冰雪酒店、酒吧、餐廳、教堂等等，還有許 多巨型的冰雕展覽供旅客遊覽。今晚夜宿於凱米。 

◎冰雪堡壘每年開放時間為 2019/01/19~2019/04/13，若遇休館我們將安排其它冰雪堡壘或退 20 歐

元。 

◎雪上活動有提供毛襪、雪鞋、毛帽、安全帽、巴拉克拉法帽、連指手套、圍巾。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拉普蘭燉牛肉風味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 

宿： CUMULUS KEMI HOTEL 或同級 

 

第 08 天  凱米(破冰船＋冰河漂浮體驗)／赫爾新基 
早餐後搭上冬天芬蘭的重頭戲★破冰船「極地探險家」出海（約 3 小時），享受航行冰海中，巨輪在

冰封水域份利破開通道，船身與被破開的冰塊撞擊，發出震耳欲聾巨響，人類與大自然搏鬥的壯觀場

面，令人為之震撼與興奮。當船抵達堅硬冰層，船員會協助乘客落船步行其上，接著我們加做最特別

的★冰河漂浮體驗，團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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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苦寒

水域的經驗，人人試過難忘。下午搭機飛往芬蘭首都赫爾新基。（破冰船如遇客滿或氣候關係，冰層

厚夠無法開船，將予以退費每人 100 歐元）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破冰船風味套餐             晚餐：赫爾辛基時尚餐廳 

宿：RADISSON BLU SEASIDE HELSINKI 或 HOLIDAY INN HELSINKI WEST 或同級 

 

第 09 天  赫爾新基(西貝流士公園、白色大教堂、岩石教堂)／香港   

今日展開水鄉澤國赫爾新基之旅。此城市擁有俄羅斯時期的遺跡和近代化的建築蘊釀出歐洲數一數二

的美麗景觀。赫爾辛基距離塔林只有短短的 80 公里。★西貝流士公園，是為紀念芬蘭最著名的音樂

家西貝流士，赫爾辛基市民特別設置了這個公園與紀念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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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成了當時的國歌。公園裡西貝流士紀念碑相當別緻，包括

兩個部分：一是西貝流士的鐵鑄頭像，另一則是高 10 公尺，由 500 多支鐵管組成如龐大的管風琴形

狀的藝術造型，代表西貝流士的音樂，流傳千古。★白色大教堂，是赫爾新基的地標，列屬路德教會，

綠色圓頂和白色外牆的對比色設計得非常美觀，此地是俯看舊市區和海港的最佳位置。★岩石教堂，

紀念芬蘭國歌『芬蘭頌』的音樂家而建亦稱為芬蘭蒂亞大廳，是赫爾新基表演的大會場。從天然岩石

中挖建而成新型基督教教堂。從外觀看，教堂就像個停在大石裡的飛碟，唯一能看出教堂身份的，是

立在門口上方小小的銅製十字架。祭壇的位置經過特殊計算，夏季的禮拜時間，陽光會透過天窗，直

射祭壇上。◎露天市集廣場，是市區最有活力的地方，各式各樣的攤販應有盡有。◎購物商街，這裡

集結了北歐各大設計精品，當然著名的國際品牌 MANGO、ZARA、H&M 等都各自在不遠處向您招手。

逛累了找個咖啡館坐坐，靜靜欣賞當地的人文街景吧！。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經香港轉機回台，結束

愉快的豐富北歐之旅！ 

 

早餐：北歐自助式早餐        午餐：老城自助餐+水酒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豪華客機 

 

第 10 天 香港／桃園                                                      



今日抵達香港後隨即搭機返回台北，安抵桃園機場，結束這圓滿的北歐幸福極光之旅。心中雖有些不

捨，但也充滿著愉悅而真實的回憶，期望下次重逢時，此情此景能成為彼此共同而有趣的話題！祝您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所載明之內容均會全部走完，行程內極光屋飯店、破冰船預約及中段航班，順序將視實際情況

調動。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以團體確認的說明會資料航班編號與飛行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