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之北歐海陸極光11天
【全台獨家】2天1夜北極圈挪威傳奇極光郵輪，4晚入住極光玻璃木屋、8天7夜極光熱點拉
普蘭區，品帝王蟹特餐

8天7夜極光熱點拉普蘭區，海陸雙宿「極光郵輪」&「豪華極光玻璃木屋」不同視角追極光。
品帝王蟹特餐，雪上摩托車、哈士奇雪橇、馴鹿雪橇...等冬季限定戶外活動！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6號10樓之6 電話：02-2571-8555 / 02-2571-8885



航班時間
天數 起點 迄點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1 台北 曼谷 泰國航空 TG635 20:10 23:05 約3小時45分

2 曼谷 斯德哥爾摩 泰國航空 TG960 01:25 06:50 約11小時35分

10 奧斯陸 曼谷 泰國航空 TG955 13:30 06:20 約10小時50分
，隔日抵達

11 曼谷 台北 泰國航空 TG632 08:15 12:45 約3小時30分
※各產品出團日期、航班、機位及團體狀況時有更新，以上內容僅供參考。

冬之北歐海陸極光11天

歐雅旅遊 冬之北歐海陸極光11天



航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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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台北／曼谷／斯德哥爾摩 (瑞典)

早：X
午：X
晚：X

豪華客機

-
今晚集合於桃園機場，經轉機點後直飛北歐，夜宿機上，次日清晨抵達。
泰國航空是唯一往返挪威、瑞典及丹麥三條北歐航線的亞洲籍航空公司。從轉機點曼谷直
飛北歐各國首都，無須在歐洲轉機，早上7點左右抵達北歐，觀光時間完整；轉機時間僅約
2小時，直飛時間約11小時，方便又省時。

★ 特別安排 ◎ 下車參觀 ● 入內參觀門票已含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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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斯德哥爾摩(市區觀光)~市政廳~／露利亞(瑞典)-凱米~極光
玻璃屋第1晚(芬蘭，進入拉普蘭區)

早：機上套餐
午：視航班時間而定
晚：飯店內主廚推薦
★玻璃海景方塊屋 Seaside Glass Villas 
或同級

露利亞-(163km/2hr)-凱米

『斯德哥爾摩』市區觀光
斯德哥爾摩擁有「北歐威尼斯」之美稱，慢步在古
色古香的◎舊城區、欣賞造型典雅的皇宮建築，感
受這個都市的迷人魅力！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含門票)
市政廳外觀壯麗典雅，參觀鋪滿紅磚的「藍廳」是
諾貝爾頒獎晚宴所在，還有貼滿金箔輝煌奪目的「
金廳」、屋頂如維京船覆蓋的「議會廳」都值得一
看。續★搭乘國內線班機，飛往瑞典北方第一大港
『露利亞』，夜宿位於兩國邊界的雙子城『哈帕蘭
達』，迎接極地拉普蘭區探險之旅！

★玻璃海景方塊屋~2017.2018世界奢華酒店大獎
玻璃屋沿著波士尼亞灣建造、整齊排列面向大海，
每一棟都是獨立套房，玻璃屋頂可讓您躺著找尋極
光蹤跡，大片落地窗一覽波士尼亞灣海景，完美隔
絕戶外天寒地凍，溫暖的等待極光女神現身。

極光行程注意事項，報名前請先行瞭解：
※ 極光為自然界現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 2020年全數出發日期已需求訂出玻璃屋，但少數飯店尚未確認，若未入住玻璃屋，則另行退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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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凱米-~破冰船巡航&冰海浮泳~-羅宛聶米~極光巴士夜遊~極光
玻璃屋第2晚(進入北極圈)

早：飯店內享用
午：瑞典當地風味餐
晚：飯店內主廚推薦
★北極圈全景木屋 Wild Nordic Finland
Panorama Huts 或同級

凱米-(75km/1hr)-巴特斯卡斯納斯-(170km
/2.5hr)羅宛聶米

● 極地探險破冰船巡航&冰海浮泳
今日來到波西尼亞灣海域，極地破冰之旅即將啟航
，利用船身重量壓碎半公尺厚的冰層前進，真是「
冰」來將擋、無堅不摧！穿上暱稱為「龍蝦裝」的
防寒救生衣體驗★冰海浮泳，必定永生難忘！船公
司還會★頒發證書，紀念登上破冰的壯舉。

★極光巴士夜遊~獨家贈送專業攝影師隨團拍攝
夜晚驅車前往森林深處，主動出擊追尋幸福極光，
獨家贈送★專業攝影師隨團拍攝，無垠夜空下靜待
極光翩翩現身，用鏡頭捕捉難得美景，給您無比的
感動！(※全程約3小時，含穿著禦寒裝備、行車、拍
攝時間，備有營火與熱飲。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
象，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 北極圈全景木屋
進入芬蘭北部拉普蘭區，旅人們不再追求奢華大飯
店，而是選擇隱密舒適的度假木屋，使用溫暖木質
調打造出北歐風格空間，衛浴設備一應俱全，大片
落地窗可近距離感受感受北極雪白世界的靜謐之美
，讓您體驗歐美人士最喜歡的度假模式。

※破冰船活動約3小時，含航行、工作人員解說、冰海浮泳時間。
※基於安全，125公分以下、7歲以下孩童無法參加「冰海浮泳」活動，恕不另行退費。
※波士尼亞灣海域近年因極端氣候影響，會發生海面無結冰之情形，破冰船將無法出海航行，將依
照船公司建議安排替代行程：登破冰船參觀、體驗試穿龍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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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羅宛聶米~馴鹿雪橇郊野遊~北極圈聖誕老人村~拉普蘭傳統工
作坊~極光玻璃屋第3晚

早：飯店內享用
午：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晚：飯店內主廚推薦

★北極樹屋酒店 Arctic TreeHouse Hotel 或
同級

★北極圈聖誕老人村~馴鹿雪橇郊野遊
聖誕老公公就住北極圈上的◎聖誕老人村，在此將
可獲得★跨越北極圈證書，別忘了與聖誕老人合影
留念。續前往馴鹿農場，★乘坐馴鹿雪橇行走在森
林雪地之間，您彷彿是帶來歡樂氣氛的聖誕老人，
趣味無窮！

★拉普蘭傳統工作坊
生活在芬蘭北部的拉普蘭人，有部分仍過著樸實的
傳統生活，世代傳承著手工制作技術，荒野中的天
然材料即是靈感來源，使用馴鹿皮、鹿角、樹皮等
素材製成精美的工藝品。特別安排貴賓在設計師的
指導下，親手做出獨一無二的拉普蘭紀念品。

★北極樹屋酒店~2019世界奢華酒店大獎
北極樹屋的外觀靈感來自芬蘭傳統玩具「käpylehm
ä」(松果牛：將松果插上四根樹枝就像頭小牛)，木
瓦屋沿著山坡而建，高高聳立在樹林之中，就像好
奇等待著極光出現的巨大松果牛，完美融入森林景
觀。小套房內應有盡有，大片落地窗將銀白世界框
成一幅美麗的畫，只需慵懶的待在房內，等待極光
翩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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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羅宛聶米-莎麗薩卡~哈士奇雪橇車~雪上摩托車之旅~極光玻
璃屋第4晚

早：飯店內享用
午：芬蘭當地風味餐
晚：飯店內主廚推薦
★豪華極光玻璃木屋 Kakslauttanen Ar
ctic Resort-Kelo Glass Igloo 或同級

羅宛聶米-(247km/3hr)-莎麗薩卡

★哈士奇雪橇車
強壯的哈士奇，幫助許多冒險家前往北極圈內探險
，牠們是聰明且善解人意的動物，只需簡單口令就
能夠駕馭哈士奇雪橇，在雪白世界裡與牠們野遊，
會帶給您不少樂趣！(※2人共乘一部雪橇，全程約1
小時，含穿著禦寒裝備、解說時間。)

★ 雪上摩托車之旅
穿上禦寒裝備，並在教練的指導下展開★雪上摩托
車之旅，行經蜿蜒坡道、冰凍荒野，隨處可見極地
特有的針葉林與白樺樹。
※2人共乘一部，全程約2小時，含穿著禦寒裝備、
工作人員解說時間，請出國前辦妥『國際駕照』。
※12歲以下孩童、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孕婦、脊
椎骨及頭頸部受傷者皆不適宜參加，請審慎評估身
體狀況再參加，若無法參加請於報名時告知旅遊專
員。

★莎麗薩卡北極圈度假村~豪華極光玻璃木屋！
這裡是北極圈內最知名的度假村，入住超人氣★豪
華極光玻璃木屋，主要建材使用拉普蘭區特有凱洛
松原木建造，結合最夯的玻璃圓頂臥室，寬敞的空
間附有桑拿室、小客廳和小廚房，可試試全芬蘭人
都熱衷的芬蘭浴，在玻璃屋內享受璀璨的北歐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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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莎麗薩卡-科肯尼斯(挪威)~極地帝王蟹捕撈體驗

早：飯店內享用
午：★帝王蟹特餐
晚：飯店內主廚推薦
Thon Hotel Kirkenes或同級

莎麗薩卡-(268km/3.5hr)-科肯尼斯

★極地帝王蟹捕撈體驗
吃過帝王蟹，卻不曾親手抓帝王蟹吧！穿戴上我們為您準備的禦寒裝備及安全帽，搭乘★極
地雪橇車前往冰凍的峽灣湖面，體驗當地冬季的「捕撈帝王蟹」技法。貴賓們將有機會合力
將整籠的帝王蟹拉出冰面。★前往湖邊農莊大啖肉質鮮美的帝王蟹。(※10-15位貴賓共乘
一部雪橇車，全程約3小時，含穿著禦寒裝備、工作人員解說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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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科肯尼斯~海達路德極光郵輪之旅啟航~

早：飯店內享用
午：郵輪上餐廳
晚：郵輪上餐廳

★Hurtigruten
海達路德郵輪２人一室

★海達路德郵輪
今天前往碼頭辦理登船手續，登上★海達路德郵輪，展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峽灣海岸極光郵
輪航程。不同於一般郵輪強調的娛樂設施與表演活動，海達路德郵輪在船員、船長幾十年經
驗的駕馭下，熟練地經過錯綜複雜的狹窄狹灣水路，高山、絕崖、島嶼、海岸、峽灣…兩側
美景不斷，令旅人們忘卻塵囂，醉心於陸地與島嶼交錯的美景。天黑之後，您可以選擇待在
溫暖的觀景交誼廳、酒吧或回到艙房休息，當極光翩翩現身時，★船長會貼心廣播通知，不
用受冷吹風在戶外等待，期待歐若拉女神帶給您無比感動！(※ 極光之出現為自然界現象
，本公司不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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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川索~海達路德極光郵輪之旅終點~

早：郵輪上餐廳
午：郵輪上餐廳
晚：郵輪上餐廳

Scandic Ishavshotel或同級

『川索』~ 北極圈首府 北緯69°40′58″
郵輪今日抵達『川索』，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北極圈內最大城市，也是賞北極光的熱點城市，
被譽為「北極光之門」，美麗的峽灣和山脈就像夢幻仙境一樣，絕對會讓您深深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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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川索~全景纜車~／奧斯陸

早：飯店內享用
午：視航班時間而定
晚：飯店內享用

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Hotel或同級

★川索全景纜車
受到墨西哥灣洋流影響，川索的氣候比北極圈內同緯度城市溫和，是北極探險和極地研究的
重要根據地。特別安排搭乘★全景纜車登頂川索制高點，可一覽周圍島嶼、山脈和峽灣的壯
觀美景。續前往機場★搭乘國內線班機飛往挪威首都『奧斯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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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奧斯陸／曼谷／台北

早：飯店內享用
午：機上套餐
晚：機上套餐

豪華客機

北歐散策 『奧斯陸』
奧斯陸位於彎曲複雜的水道深處，自古即是北歐人（也就是維京人）居住原鄉，展開市區觀
光：◎卡爾約翰國王大道是奧斯陸最主要的商業大道；◎奧斯陸歌劇院是北歐經典設計建築
之一，外觀彷彿漂浮在海上的冰山，從不同角度觀看都有獨特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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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台北

歐雅旅人大聲說
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難忘的旅程，返回溫馨的家。歡迎您將旅程中的感動、照片，
投稿至【歐雅旅人大聲說活動】與更多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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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團注意事項
團費說明
1. 本報價適用於以上出發日期。(若應航空公司、飯店旺季加價，價格將會有所調整)
2. 團費包含：全程經濟艙團體機票、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餐食(自理餐除外)、住宿、門票、領隊小費。
3. 團費不包含：行李小費、機場來回接送、新辦護照費用、私人開銷等。
4. 包含保險：團體旅遊綜合險200萬+ 意外傷害醫療險20萬+ 履約保證保險500萬。
5. 房間以團體標準房為主(2人一室2張單人床)。若單數報名，將酌收全程單人房價差額。
6. 本行程之門票以團體成本來做計算，年長者、兒童之相關費用不做另外退費。
7. 特別加贈每位旅客豪華型旅遊平安保險200萬，限團進團出，投保年齡限制為年滿15歲~85歲(不含)以下

。此為贈送項目，若不需要或投保資格不符，視同自行放棄，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
8. 當您繳付定金，即表示買賣雙方之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地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

的旅館、餐廳、交通、機票等費用。繳付定金後，若您因故改期或取消，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定金。

9.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若因懷孕、生病、意外受
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參團叮嚀
1. 以上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本公司得依照航空公司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實際情形調

整順序，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2. 以上航班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仍須確認以當團之班機為主。
3. 因各團出團日期不同，各城市若遇節慶、會議、展覽或賽事等特殊活動， 旅館早被訂滿之情況，將更改

住宿同等級旅館或行程調整，敬請見諒。
4. 因各團出團日期不同，各城市所安排之市區觀光、導覽活動，若適逢假日、特殊節慶或當地政府重要集會

遊行、交通管制，皆可能影響商店營業時間與既定安排活動進行，領隊將視現場狀況，在能力所及範圍內
，盡力安排完成行程。惟若因上述事項導致活動無法順利進行、影響行程造成不變，仍請旅客諒解。

5. 部分戶外活動(如：雪上摩托車)，12歲以下孩童、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孕婦皆不適宜參加；若欲體驗，
請審慎評估身體狀況再參加。

6. 為顧及其他貴賓之權益，歐雅旅遊有權利拒絕70歲(含)以上無親友同行及特殊身體與精神狀況之旅客報名
參加，敬請見諒。若自身有慢性疾病、行動不便等狀況，也請主動告知；若因未告知而衍生其他問題，敬
請貴賓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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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說明
1. 2020年全數出發日期已需求訂出玻璃屋，但少數飯店尚未確認，若未入住玻璃屋，則另行退差價。
2. 歐洲房型絕多數是兩小床雙人房，較少提供一張大床(常以兩張小床合併)。若需求一大床(Double)之貴

賓，煩請事先提出需求，需求後將依每間旅館狀況而定，不保證一定有大床。
3. 單人房為一人房(Single for Single use)，非雙人房供一人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單人房空間通

常較雙人房小。
4. 三人房通常為雙人房加一床，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彈簧床，房間空間並未增大，加上三人份

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住宿三人房。
5.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或同行親友一定要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 本公司會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

並盡量安排，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6. 住房分配是旅館本身在團體入住前就已經先排好房號，再發給領隊人員， 非本公司所能控制，本公司及

領隊人員皆無差別待遇，還請貴賓理解。

餐食說明
1. 拉普蘭區因地處寒帶，天候嚴寒、陽光不足、作物生長不易，民生物資需仰賴進口補給且蔬果種類有限，

所以餐食變化不大，不如台灣精緻多元，請貴賓理解。不過，當地有些特殊食材(如：馴鹿肉)，建議貴
賓可嘗試一下，體驗拉普蘭人的飲食文化。

2. 歐洲各國的飲食習慣與我們有相當差異，希望貴賓們能有入境隨俗的同理心。
3. 歐洲人對素食定義認知與我國大不同，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蔥、蒜、辣椒、奶蛋

甚至魚肉等食材的前提下，歐洲餐廳多以蔬果、奶蛋、起司等材料相互搭配料理；然而當地全素食品不如
台灣豐富、方便取得，故餐食重複性高且變化少，敬請茹素貴賓理解；建議您可準備平常喜歡食用的素食
食品（如：素食罐頭、泡麵等），以防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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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流程
1. 報名定金
與業務專員洽詢確認行程並繳交定金每人20,000元即報名成功(若選擇搭乘商務艙，須另加收差額)。
定金繳交方式(以下擇一)：

匯款
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松江分行銀行代碼【012】
戶名：歐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470-120-000-310
親臨敝公司現場繳交
線上刷卡
填寫信用卡授權書並傳真至：02-25718890

2. 參團資料
持台灣護照( 載有國民身分證字號)，請準備基本資料：
( 貴賓若有雙重國籍或持有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 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護照影本( 有效期需有9 個月以上，並於持照人簽名處簽名)
旅客基本資料表&簽證相關文件
簽訂團體旅遊契約書

3.行前說明會
出發前一星期於歐雅會議室舉辦，業務專員會於說明會前3天(出發前10-14天)以電話通知貴賓前來參加。
若無法出席，將用掛號寄出說明會資料(包括航班、旅館、天氣、領隊連絡電話、集合時間地點、行前須知)
4.尾款繳交
出席說明會時請一併繳交尾款。
未出席的貴賓請最慢於出發前7天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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