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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日程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土耳其航空 TK25 台北(桃園) 伊斯坦堡 22:10 06:00+1 

第二天 土耳其航空 TK1751 伊斯坦堡 奧斯陸 08:45 10:45 

第三天 挪威航空 DY310 奧斯陸 基爾克內斯 09:00 11:15 

第八天 挪威航空 DY4040 露利亞 阿蘭達 (斯德哥爾摩) 14:05 15:25 

第九天 土耳其航空 TK1796 阿蘭達 (斯德哥爾摩) 伊斯坦堡 17:35 23:05 

第十天 土耳其航空 TK024 伊斯坦堡 台北(桃園) 02:05 17:40 

◆ 土耳其航空，兩點進出：奧斯陸進，斯德哥爾摩出。 

◆ 二段國內段飛機：奧斯陸／基爾克內斯，露利亞／斯德哥爾摩；長段飛機節省拉車時間，讓您輕鬆遊北歐。 

◆ 特別提醒(中段班機)： 

 ❶.手提行李限ㄧ件 8公斤，拖運行李限ㄧ件 20公斤，請貴賓於搭機前留意行李重量。 

❷.若行李超過上述重量，費用依據各航空公司規定，由領隊協助、旅客於現場支付，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 敬告本團貴賓： 

您所參加本次行程所安排的航段，自桃園機場出發後需經中站轉機，飛往本行程的目的地。 

◆ 溫馨提醒： 

中站轉機務必配合當團領隊的引導，順利登上轉機的航段。依據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規定，所有搭機人務

必按照所開立的機票，依序搭乘使用，倘若中途有任一航段未順利搭乘，將被航空公司視同持票人放棄本次旅

程，並且後續的所有機票航段（包含回程機票）將全數被作廢失效。若此，後續所有的旅程航段將必須自費重

新購買新機票，費用通常在數萬元以上。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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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全程安排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

的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❶.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❷.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❸.如有遺失之狀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2000 元。 

 ❹.此行程加贈貴賓，簡易防滑鞋套。提醒您，進入室內時和上下車巴士，務必先將您的冰爪取下壁免刮傷地板或滑倒。 

  

■【贈送兩人一台 WIFI 機】 

※注意事項※ 

 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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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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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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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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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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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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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5000元。 

 

 

■【追尋極光五晚，有更多機會看到北極光】從前愛斯基摩人以為是鬼神引導死者靈魂上天堂的火炬，許多民族

也有他們不同的極光傳說。1619 年，伽利略以曙光女神奧羅拉之名創造出 aurora borealis 一詞。伽利略解釋

極光是由反射從地球上上升蒸氣的太陽光。芬蘭北部羅凡尼美和莎麗薩卡等地，是歐洲觀測北極光的首選地

區，因為這裡處於極光地帶，符合夜晚黑暗、無光害和空氣透明度高等觀看極光的三要件。 ※ 極光之出現純屬

自然現象，實無法保證一定可以看到北極光。 



 
 

  

■ 【莎麗薩卡：HOTEL KAKSLAUTTANEN GLASS IGLOO 極光玻璃圓頂木屋乙晚】(房間內含獨立衛浴設備) 

標榜「躺著也可以看到極光」，是許多人來到北極圈指定入住的飯全透明的玻璃屋，採用隔熱玻璃和不結霜的特

製設計，儘管在室外溫度負 30度的情形下，室內也能維持正常的溫度。 

 

■ 【凱米：SEASIDE VILLA 海濱別墅乙晚】(房間內含獨立衛浴設備)凱米時尚極光玻璃屋渡假村於 2016年 12

月正式開幕，每一個房間是一間獨立小屋及設有獨立浴室，一個大的景觀窗，你可以從房間內欣賞大自然的奇

景(若天氣許可)，幸運的您也許今晚可看到大自然奇景極光。原來追尋極光那麼簡單，只要躺在舒適的床鋪，誠

心祈禱，靜候天際降下的幸運與奇蹟。 



 

■【旅遊路線圖】 

※ 以上地圖僅提供路線示意參考，並未依照比例繪製，請見諒！ 

 

■【帝王蟹之旅】體驗當地人必備之「捕撈帝王蟹」技法。並想用當地最負盛名的帝王蟹料理。 

■【凱米破冰船之旅】觀光破冰船 SAMPO號，在北國海域已服務超過 40年，每年冬天都駐在芬蘭凱米的海

港，迎接世界各地的旅客上船，一圓破冰的夢想體驗。三小時破冰巡航中，參觀船內設備，聽船員講解破冰原

理，再上甲板飽覽壯闊冰海的超真實震撼；當破冰船前進時，船底的圓型刀順勢把重量壓在冰上，破開厚實堅

硬的冰層，一望無際的壯麗美景。 



 

■【極光馴鹿夜遊之旅(馴鹿雪橇+熱飲+營火) 】遙想芬蘭的古老歲月，馴鹿載運厚重的貨物在雪地裡步步前

行，身為童話中聖誕老人的忠實夥伴，馴鹿拉著聖誕老公公巡遊，為全世界的小朋友散播歡笑與希望。如今，

馴鹿雪橇演變為深受大眾歡迎的遊憩活動，跟著馴鹿的腳步來一趟深度探險，彷彿穿梭了時間的長廊，走進拉

普蘭歷史。 

■【聖誕老人村】相傳北緯 66.5 度極圈線後就是聖誕老人的國度，童年美好回憶中的聖誕老公公就住在聖誕老

人村，村莊洋溢歡笑熱鬧的節慶氛圍，您可以在聖誕老人辦公室挑選一張明信片，到聖誕專屬郵局蓋上獨一無

二的郵戳，寄給親人、情人和朋友。此外還可預約聖誕卡片，聖誕節來臨時，就會收到一張聖誕老人村送來的

溫馨祝福。 

  

■【哈士奇雪橇】極地裡可愛的哈士奇，被當地人稱為《拉普蘭最忠心的朋友》。 

■【雪上摩托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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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圈紫晶礦山】世上唯一對外開放的寶石礦山，讓您有機會親眼目睹瑰麗的紫色寶石。 

■【紫晶列車】搭乘特有的紫晶列車 深入洛斯托森林，一窺 紫色寶石的美麗。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斯德哥爾摩市的象徵，一座高 106 公尺的臨湖建築。 

■【金廳(入內參觀)】廳內貼有 1900 萬片馬賽克金箔磁磚，金碧輝煌，中央嵌飾美娜蓮女王的黃金像。 

■【藍廳(入內參觀)】壯麗典雅的外觀，鋪滿馬賽克的裝飾，是諾貝爾頒獎大典的晚宴所在。 

■【現代藝術地下鐵之旅】斯德哥爾摩地鐵是在地下岩盤中挖掘出來的，因此有許多特殊的岩石景觀，瑞典人就

在這些岩石上，請藝術家們畫下最吸引人的作品，造就了一條長 110公里的畫廊，當地人又稱之為世界上最長

的藝術作品；幾乎大多數車站都被各種藝術創作妝點的各異其趣，尤其是藍色線沿線各站，從第一個進行藝術

化的起站-中央車站 T-Centrelan 到終站 Hjulsta，每次停站都有出人意表的裝飾出現。 

  
 

 
 

 



■ 以上餐廳如遇客滿或特殊節慶客滿或休假，則改以同等級同性質餐廳替代，菜單會依實際狀況些微調整。 
■ 西式餐食因餐廳不接受團體出發後更改主菜單，若您需調整主菜部分(不吃牛、鴨、豬、雞等)，敬請務必於團 
  體出發前三個工作天告知您的業務。 
 

  ★☆★ 極光為大自然現象，如旅途中因氣候因素無法觀賞極光，敬請見諒 ★☆★ 

第 1 天 桃園 (飛行時間約 12 小時) 伊斯坦堡 

今日集合於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轉機點，飛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夜宿機上，於次日清晨抵達。 

※【貼心提醒】※ 

❶.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❷.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❸.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 早餐：X     ■ 午餐：X     ■ 晚餐：機上精緻餐食 

■ 住宿：夜宿機上 
 

第 2 天 

伊斯坦堡 (飛行時間 3 小時 30 分)奧斯陸(市區觀光、維京船博物館、維吉蘭人

生雕刻公園) 

※入內參觀※【維京船博物館】             

※下車拍照※【國王大道、市政廳、國會、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 

■【奧斯陸】位於挪威南端峽灣內，南邊面海、其他三面環山，廣闊溪谷深入內地是世界各大首都中最

富自然氣息。奧斯陸與斯德哥爾摩一樣，位於深入內陸，彎曲複雜的水道深處，自古即是北歐人的居

住原鄉。 

參觀市區港口邊的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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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央火車站前到皇宮的熱鬧的街道就是奧斯陸最著名的卡爾約翰國王大道。 

■【維京船博物館】這裡收藏全世界最完整的木造維京海盜船，展示了三艘在奧斯陸峽灣附近出土的維

京船，它們分別以出土地點 OSBERG、GOKSTAD及 TUNE 命名；其中九世紀的女王葬船～奧沙柏格

(OSBERG)，更能讓您看出當時維京人雄霸北海及大西洋海域的昔日風光，親眼目賭 1000 年前北歐維

京海盜橫行北海時期，這些看似簡單的大型木舟，居然可以載著維京海盜遠渡重洋，克服惡劣氣候及

翻天巨浪，到達西歐及北海各處，維京人造船技藝令人嘆服。 

■【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這個公園是雕刻家維吉蘭投入全部的心血來設計的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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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園中央高 17 公尺的尖塔《人生塔》為中

心，每座雕刻作品皆栩栩如生，表現得淋漓盡致，令人感動不已。 

■ 早餐：機上簡餐     ■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 晚餐：奧斯陸百年餐廳 

■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CONFERENCE CENTER ALNA OSLO  或  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或  

THON OSLOFJORD HOTEL  或  SCANDIC LILLESTROM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 
奧斯陸基爾克內斯(北歐帝王蟹之旅、雪橇車)【追尋極光第一夜】 
※特別安排※【捕捉帝王蟹之旅、雪橇車】 

早餐後，前往奧斯陸機場，搭乘國內線班機飛向挪威北部～基爾克內斯。 

※【(中段班機)特別提醒】 ※ 



 ❶ 手提行李限ㄧ件 8 公斤，拖運行李限ㄧ件 20 公斤，請貴賓於搭機前留意行李重量。 

 ❷ 若行李超過上述重量，費用依據各航空公司規定，由領隊協助、旅客於現場支付，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基爾克內斯】位於挪為最北部馬克郡的一個小城市，距離俄國和芬蘭都很近，也是挪威北方的濱海

重鎮。二戰期間，納粹佔領挪威，此地成為德國海軍基地，並遭受多次轟炸。直至 1944 年，基爾克內

斯才由蘇聯協助奪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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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蟹之旅】體驗當地人必備之「捕撈帝王蟹」技法。首先搭乘極地雪橇車，在結冰的

峽灣上行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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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帶回海邊的木屋現場烹調享用帝王蟹，帝王蟹左右蟹腳頂端對腳寬度可達 1.8 米，

重量可達近 1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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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雪地活動有提供禦寒衣物、雪鞋、安全帽、頭套、手套。 

※ 極光為大自然現象，如旅途中因氣候因素無法觀賞極光，敬請見諒。 

■ 早餐：飯店內早餐      ■ 午餐：北歐帝王蟹饗宴     ■ 晚餐：飯店內晚餐 

■ 住宿：THON HOTEL KIRKENES  或  SCANDIC HOTEL KIRKENES  或同級旅館 

   

第 4 天 
基爾克內斯莎麗薩卡(狗拉雪橇) 入住極光玻璃圓頂木屋【追尋極

光第二夜】 

■【莎麗薩卡】位於芬蘭北部，位在極圈線內 500 公里的拉普蘭省，是皚皚白雪打造的幽靜之境，自古

以來鮮少受到人為騷擾，是個天然純粹的森林處女地，亦是地球最北端的旅遊勝地。 

■ 特別安排【狗拉雪橇】相較於其他相同緯度的地區，芬蘭的氣候較為宜人，境內遍布湖泊與森林野

地，深冬雪景優美，造就愛好冬季活動者的運動天堂。今天特地安排在電影中看過太多哈士奇拖著雪橇

在白雪上奔馳的畫面，在這裡我們將踏上雪撬，讓可愛的哈士奇載著我們一顆赤子之心奔向原野。 

 ◆ 哈士奇雪橇，駕駛者限體重 45 公斤以上。 

 ◆ 哈士奇雪橇，若未達 4 歲以上，必須大人陪同，敬請見諒。 

 ◆ 雪地活動有提供禦寒裝備、毛襪、雪鞋、連指手套、圍巾。 

 ◆ 因此行程較刺激，若有個人特殊身體狀況、年長者、孕婦、兒童等，考量行程危險性及旅客安全，強烈建議不要參加。 

■ 特別安排【極光玻璃屋 NORTHERN LIGHTS VILLAGE】今晚特別安排入住北歐著名的冰屋村，房

間內含衛浴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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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追尋極光那麼簡單，只要躺在舒適的床鋪，誠心祈禱，靜候天際降下的幸運與

奇蹟。全芬蘭極光玻璃屋房間數量，吸引世界各國的極光獵人爭相入住，追尋一趟人生這輩子一定要看

到的夢幻奇蹟。※極光為大自然現象，如旅途中因氣候因素無法觀賞極光，敬請見諒。 

■ 早餐：飯店內早餐     ■ 午餐：北歐風味餐    ■ 晚餐：飯店內晚餐 

■ 住宿：極光玻璃圓頂木屋 KAKSLAUTTANEN KELO GLASS IGLOO 



   

第 5 天 

莎麗薩卡(雪地摩托車)極圈紫晶礦山聖誕老人的國度羅瓦涅米極

光馴鹿雪橇夜遊之旅【追尋極光第三夜】 
※入內參觀※【極圈紫晶礦山】 

■特別安排【雪上摩托車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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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騎乘雪地摩托車，限 18 歲以上，基於安全理由、駕駛人請俱備駕照。 

 ◆ 雪地摩托車，限身高 130 公分以上才能體驗，若未達標準，會安排摩托車拖行雪橇代替。 

 ◆ 雪上摩托車活動有提供禦寒衣物、雪鞋、安全帽、頭套、手套。 

 ◆ 因此行程較刺激，若有個人特殊身體狀況、年長者、孕婦兒童等，考量行程危險性及旅客安全，強烈建議不要參加。 

■【極圈紫晶礦山 Lampivaara Amethyst Mine】紫晶礦山深藏在洛斯托森林深處，也是世界上唯一

對遊客開放的寶石礦山，是世界上少有的極圈礦區，亦是唯一對外開放的礦山，將搭乘當地特有的紫晶

列車(*如遇列車停駛，將改搭巴士)，讓我們有緣親眼目睹璀璨的紫色寶石，導覽員一一述說晶石的歷史

和故事，敬請大家用心聆聽紫水晶的呼喚，尋找那顆專屬自己的紫水晶。 

■【拉普蘭首府～羅瓦涅米】位於北極圈上的聖誕之鄉，北緯 66.5 度的極圈線，踏入它以北範圍，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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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壯舉。自石

器時代開始有人居住，大約西元前 750 年左右出現原始的農業活動。據統計，拉普蘭每年平均出現

200 次左右的極光，因此羅宛聶米自然成為極光旅客的驛站，對外交通便利，提供多種餐食和住宿服

務，讓各位補充體力繼續追光。 

■ 特別安排【馴鹿雪橇極光之旅(約兩小時)雪橇+營火+熱飲】首先前往換上保暖衣物前往馴鹿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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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營火邊，飲用熱騰騰的飲料，仰頭尋找極光的蹤跡，探索神秘的北極光，準備好您的相

機，歐若拉女神可能將隨時現身。 

■【馴鹿雪橇】遙想芬蘭的古老歲月，馴鹿載運厚重的貨物在雪地裡步步前行，身為童話中聖誕老人的

忠實夥伴，馴鹿拉著聖誕老公公巡遊，為全世界的小朋友散播歡笑與希望。如今，馴鹿雪橇演變為深受

大眾歡迎的遊憩活動，跟著馴鹿的腳步來一趟深度探險，彷彿穿梭了時間的長廊，走進悠遠綿長的拉普

蘭歷史之中。※ 馴鹿雪橇夜遊活動有提供禦寒裝備、毛襪、雪鞋、連指手套、圍巾。 

■ 早餐：飯店內早餐     ■ 午餐：北歐式風味餐     ■ 晚餐：飯店內晚餐 

■ 住宿：LAPLAND HOTEL SKY OUNASVAARA  或  SCANDIC ROVANIEMI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 6 天 
羅瓦涅米(極圈博物館、聖誕老人村) 【追尋極光第四夜】 

※入內參觀※【極圈博物館、北極圈聖誕老人村】 

※特別安排※【贈送北極圈證書】 



■【極圈博物館 ARKTIKUM】館內藉著多種互動媒體，還設有科學館、文化中心，引領您深入瞭解拉

普蘭人的文化與歷史，體驗極圈內人們特有的生活方式。人類在極圈生活已有上萬年的歷史，極圈博物

館以「倖存」為主題，生動刻化人們如何在嚴峻的北極圈地區生存，並從中延續智慧和文化。博物館藉

由影像、音樂等多媒體設施，讓生活在熱帶、亞熱帶的我們，重新認識極圈對於地球的影響與重要性。 

■【北極圈聖誕老人村 SANTA CLAUS VILLAGE】相傳北緯 66.5 度極圈線後就是聖誕老人的國度，童

年美好回憶中的聖誕老公公就住在聖誕老人村，村莊洋溢歡笑熱鬧的節慶氛圍，您可以在聖誕老人辦公

室挑選一張明信片，到聖誕專屬郵局蓋上獨一無二的郵戳，寄給親人、情人和朋友。此外還可預約聖誕

卡片，聖誕節來臨時，就會收到一張聖誕老人村送來的溫馨祝福。聖誕老人村內的北極圈標線，緯度為

北緯 66 度 33 分，遊客到此必定跨著刻劃在地上的緯線拍照留念，並可獲得一張特地為您製做的跨越

北極圈證書。 

■ 早餐：飯店內早餐     ■ 午餐：北歐式自助餐     ■ 晚餐：飯店內晚餐 

■ 住宿：LAPLAND HOTEL SKY OUNASVAARA  或  SCANDIC ROVANIEMI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 7 天 

羅瓦涅米凱米 (冰雪城堡) SAMPO 破冰船之旅入住凱米海濱別

墅 SEASIDE VILLA【追尋極光第五夜】 

※入內參觀※【冰雪城堡】 

※特別安排※【凱米海景餐廳、入住凱米海濱別墅 Seadie Villa 乙晚】 

■【冰雪城堡】北歐最受矚目的節慶非冰雪城堡節莫屬，城堡每年都會推陳出新設定不同的主題，也曾

邀請其他國家建築師、冰雕藝術家共襄盛舉，如芬蘭、義大利、德國等國，2014 年更找來中國冰雕藝

術家主刀修建！建構材料除了冰雪之外，再無其他。1996 年城堡更因長達 1100 公尺的冰雪城牆而登

上金氏世界紀錄！ 

午後我們特別安排參觀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冰造建築冰雪城堡，如夢似幻般的冰雪城堡，一景一物皆經

由當地雕刻家的巧手建成，歷時超過五週的建造時間，占地約 2 萬平方公尺，從一塊塊的冰磚幻化成

城堡、藝廊、教堂、餐廳甚至旅館，絕對是您人生當中最獨特的體驗。 

除了參觀一年一度眾所屬目冰雪城堡外，為了讓全世界的旅客在ㄧ年 365 天都能來此朝聖，於 2018

年 12 月 27 日開幕 SnowCastle 365，在建築內，擁有ㄧ年 365 天都能觀賞的冰雕，除此之外，也有

IceBar、桑拿 (必須於櫃檯預約，費用請自理)、咖啡吧、海景餐廳等等。 

■【SAMPO 極地破冰巡航之旅】搭乘雄偉的北極 SAMPO 破冰船，登上甲板欣賞冰塊崩裂的壯觀奇

景，超過 3500 噸重的鋼材打造成的大船，該船在全速航行時，能穿破 50 毫米的冰層並且保持於每小

時 13 公里的航行速度，在衝破厚厚冰層時發出如雷般的巨響，即使是最老練的海員也會肅然起敬。這

艘破冰船自六十年代早期開始服役，直到 1987 年它成為芬蘭北部港口城市凱米 (Kemi) 的一個旅遊景

點前，此艘破冰船在結冰的芬蘭海域上奮勇航行已經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了。當巨大的鋼板船身和厚厚的

冰層相撞時，是破冰船給予乘客非比尋常體驗，但是它能夠提供的卻不僅僅如此。遊客還可換穿防寒救

生衣，躍入冰海中享受浮泳的驚奇體驗。並可領破冰船公司頒發的登船證書。 

■ 特別安排【SA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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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MPO 破冰船之旅，限身高 145 公分以上才能體驗，若未達此標準，請於出發前 14 日告知，小孩退費 50 歐。 

 ※ 冰釣活動有提供禦寒裝備、毛襪、雪鞋、連指手套、圍巾。 



■ 早餐：飯店內早餐      ■ 午餐：北歐式自助餐     ■ 晚餐：飯店內晚餐 

■ 住宿：凱米海濱別墅 SEASIDE GLASS VILLA 

   

第 8 天 
凱米露利亞斯德哥爾摩(市區觀光) 

※下車拍照※【舊城區、皇宮、大教堂】 
早餐後，專車前往瑞典～露利亞機場，搭乘內陸段班機飛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中段班機)特別提醒】 ※ 

 ❶.手提行李限ㄧ件 8 公斤，拖運行李限ㄧ件 20 公斤，請貴賓於搭機前留意行李重量。 

 ❷.若行李超過上述重量，費用依據各航空公司規定，由領隊協助、旅客於現場支付，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斯德哥爾摩】◎被譽為世界最美的都市◎ 由 2 萬 4 千多個島嶼組成，位於波羅的海和馬拉爾湖之間，

是一個美麗的水上都市，有《北歐威尼斯》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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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成為一座國際性的大都市，也是北歐

最大、最熱鬧的城市。 

■【皇宮】位於舊城區大廣場旁邊，是目前世界上皇室仍在使用的最大宮殿，1754 年重建城義式巴洛

克型式，雖瑞典皇室已經搬到郊外的皇后島宮，但瑞典皇宮仍是瑞典國王的官方居所。 

■【大教堂】建於 13 世紀，位於皇宮和諾貝爾博物館之間的大教堂，不僅是斯德哥爾摩市民的信仰中

心，也是瑞典皇室舉行重大慶典或儀式的地方。再幾經數次祝融毀壞後重建，現在所見的大教堂是一

座內部為擁有五座侧翼的晚期哥德式架構，外觀為義大利巴洛克風格的建築 。 

■【舊城區】歷史可追溯至 13 世紀。城內有中世紀小巷、圓石街道和古式建築，深受北日耳曼式風格

影響。彎曲曲的巷弄裡藏著各式各樣古色古香的特色店家，值得您駐足探索。 

■ 早餐：飯店內早餐     ■ 午餐：卡中段航班，發餐費 15 歐     ■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 住宿：SCANDIC TALK HOTEL  或  SCANDIC SKARHOLMEN  或  QUALITY FRIEN  或同級旅館 

   

第 9 天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現代藝術地下鐵之旅)  (飛行時間 3 小時 50 分)伊斯坦堡 

※下車拍照※【市政廳(金廳、藍廳)】 

■【市政廳】◎是斯德哥爾摩市的象徵◎ 一座高 106 公尺的臨湖建築，參觀其中金廳內貼有 1900 萬片馬

賽克金箔磁磚，金碧輝煌，中央嵌飾美娜蓮女王的黃金像；另外壯麗典雅的外觀，鋪滿馬賽克的藍廳

～是諾貝爾頒獎大典的晚宴所在。 

■ 特別安排【現代藝術地下鐵之旅】斯德哥爾摩地鐵是在地下岩盤中挖掘出來的，因此有許多特殊的

岩石景觀，瑞典人就在這些岩石上，請藝術家們畫下最吸引人的作品，造就了一條長 110 公里的畫

廊，當地人又稱之為「世界上最長的藝術作品」；幾乎大多數車站都被各種藝術創作妝點的各異其趣，

尤其是藍色線沿線各站，從第一個進行藝術化的起站──中央車站 T-Centrelan 到終站 Hjulsta，每次

停站都有出人意表的裝飾出現。 



■ 早餐：飯店內早餐      ■ 午餐：百年洞穴餐廳      ■ 晚餐：機上簡餐 

■ 住宿：飛機上 

   

第 10 天 伊斯坦堡 (飛行時間 11 小時) 桃園 

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難忘北歐之旅，返回溫馨的家園。 

■ 早餐：機上簡餐      ■ 午餐：X      ■ 晚餐：X 

■ 住宿：溫暖的家 

 

 

A. 申根免簽證說明：  

○1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期) 

○2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

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B. 新辦護照者： 

○1 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至頭頂

長度不得少於 3.2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2 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謄本(驗

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3 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4 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之戶籍謄

本正本乙份 。 

○5 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由旅行

社業者代辦。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歐元*10天=100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