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光船之旅 ~ 不同於開車追尋極光的體驗，將乘船離開雷克雅未克，在海上眺望山脈與城市燈光，等候

可遇不可求的北極光。 
 玻璃屋酒店(薩利色爾卡) 及(羅凡尼米) 

~ 追蹤如夢似幻，可遇不可求的北極光(AURORA BOREALIS)，找尋祥和的信念。不用在寒風中追光，
躺臥在玻璃屋內舒適床舖上，仰天欣賞星空，引領我們守候光之女神「歐若拉」Aurora Borealis 

 冰島 ~ 雷克雅未克「金環遊」和溫泉之旅：藍湖溫泉區(包入場~請自備泳衣)享受舒泡之樂 
 極地探險破冰船 ~ 乘坐專業探險之破冰船，欣賞氣勢磅礡的冰海，在波斯尼亞灣北部冰封海域，轟轟衝

壓冰海，震撼絕倫 
 打撈帝王蟹 ~ 生長在挪威北部深海之下 800 至 1000 米的帝王蟹，因其碩大肥美，綠色無污染而深受人

們的喜愛和推崇。跟隨探險專業人士，於冰地挖鑿的冰洞打撈釣起 
 極地追蹤、安排馴鹿拉雪橇及雪狗拉雪撬 

首 10名尊享$1500 大優惠 
慶祝連續第十八年舉辦「破冰船、北極光」之旅 

住宿玻璃酒店，市場罕有、尊貴無比 

為您締造非一般的感受，暢談經年的旅程 

 

 

 

 

 

 

 

 
 
 
 
 
 
  

一剔價：免收服務費及已包各地所有機場稅項 
PBNGJ 為選乘商務客位，費用及詳情請向報名旅行社查詢。 
注意：價目將會調整，請查詢報名旅行社，敬請留意。 

 
 
 

 
 
 
 

 
 
 
 
 
 
 
 
 
 
 
 
 
 

 

出發日期 
【 】較高成團日期 團號 

成人價-佔半房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小童價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單人房 

附加費 
服務費 

各地所有 

機場稅項 
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2020 年 1 月【24】日 
(年三十) 

PBNG 
經濟艙客位 $58498 起 $58498 起 $55898 起 $10998 免收 已包 

細心安排~航班資料(最後以茶會資料為準)  
香港/赫爾辛基 AY102 24 JAN 2020 1025/1505 

赫爾辛基/雷克雅未克 AY993 24 JAN 2020 1610/1800 

雷克雅未克/赫爾辛基 AY994 27 JAN 2020 1850/0020+1 日 

赫爾辛基/伊萬洛 AY605 28 JAN 2020 1640/1820 

羅凡尼米/赫爾辛基 AY536 02 FEB 2020 1815/1930 

赫爾辛基/香港 AY099 02 FEB 2020 2345/1530+1 日 

結伴同行優惠如下：4 位減$300｜5-7 位減$500｜8 位或以上減$800 

注意：優惠名額有限，價目以報名及付訂金作準，團費及優惠如有任何調整或更改，恕不作另行通知 

 



 

 

 

 

 

 

 

 

 

 

 

 

 

 

 

 

 

 

 

 

 

 

 

 

 

 

 

 

 

 

 

 

 

 

 

 

 

 

 

 

 

 

 

 

 

 

 

 

 

 

 

 

 

 

 

 

 

 

 

 

 

 

 

 
於羅凡尼米、薩利色爾卡及冰島雷克雅未克極光船在黑夜中欣賞美
麗的夜空，追蹤如夢似幻，可遇不可求的北極光，找尋祥和的信念! 

冰島-黃金瀑布 

以宏偉及美麗見稱之黃金瀑布。此瀑布分為兩層，河水

從附近的冰川溶化匯聚而成。 

三次追蹤 
可遇不可求的北極光 

乘坐雪地摩托拉動的雪撬前往打撈帝王蟹 

生長在挪威北部深海之下 800 至 1000 米的帝王蟹，因

其碩大肥美，綠色無污染而深受人們的喜愛和推崇。跟

隨探險專業人士一起乘坐於雪地摩托拉動的雪撬前往打

撈帝王蟹活動，於冰地挖鑿的冰洞打撈釣起。 

玻璃屋酒店(兩次) 
躺臥在玻璃屋內，欣賞廣寬夜空。追蹤可遇不可求

的北極光(AURORA BOREALIS)，找尋祥和的信念 
 
 



第1天        (2020年1月24日 星期五 年三十)                
香港  雷克雅未克[冰島]  
Hong Kong  Reykjavik[Iceland]  
早上於機場集合，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芬蘭航空 
客機經赫爾辛基轉機後飛往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航機
於是日傍晚抵達後，隨即專車送往酒店休息。 
 
住宿：CANOPY BY HILTON HOTEL REYKJAVIK CITY 

CENTER 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酒店 
 
第2天        (2020年1月25日 星期六 年初一) 
雷克雅未克 ~「金環遊」~ 凱端斯火山口湖 ~  
平格費利爾國家公園 ~ 國會平原 ~ 間歇泉溫泉區 
~ 黃金瀑布 ~ 極光船之旅 
Reykjavik ~ (The Golden Circle) ~  
Kerid Volcano Crater ~ Pingvellier ~  
Hveragerdi ~ Geysir ~ Gullfoss ~  
Northern Light Cruise By Boat  
『金環一天遊』 
【冰島】屬於北歐之一的國家，處於大西洋北部極接近北
極圈的一個島國，人口約 26 萬 6 千，是歐洲最北的國家，
島上有三分之一是被冰川所覆蓋。每年夏天，冰島日長夜
短，氣候溫暖舒適，是最適合旅遊的季節。 
【凱端斯火山口湖】位於冰島南部，形成於 6500 年前，
火山噴發後由火山口積水而形成湖泊。冰島上有很多火
山，據說火山超過 200 座，目前有 40-50 座活火山。 
【平格費利爾國家公園-國會平原】此為昔日冰島國會會
址。1928 年始成為冰島第一國立公園，昔日此地是維京
人聚居地方，也是地質學者必到之處。這兒可探索到無數
的地殼裂隙和峽谷，證明地殼在這兒經過無數次的變動和
轉移。還有在此處的野花在火山岩隙中生長茂盛，夏天吸
引遊客到此遊覽。 
【間歇泉溫泉區】GEYSIR 是世界知名的地熱噴泉區，而
STROKKUR 是世界出名的噴泉。間歇噴泉數分鐘就會噴
出一股溫水和熱氣，激射至一百尺高空，是冰島奇景之
一。在溫泉區還有大小不同的噴泉和灼熱冒泡的窪泥，窪
泥在地內沸騰，更放出氣泡和發出氣泡聲音，奇趣無窮。
【黃金瀑布】以宏偉及美麗見稱之「黃金瀑布」。此瀑布
分為兩層，河水從附近的冰川溶化匯聚而成。 
【極光船之旅】不同於開車追尋極光的體驗，將乘船離開
雷克雅未克，在海上眺望山脈與城市燈光，等候可遇不可
求的極光。航程中將有專業導覽員帶你認識極光，體驗冰
島別具特色的極光之旅。(請穿著足夠禦寒保暖衣物於船
上靜候北極光。) 
 
住宿：CANOPY BY HILTON HOTEL REYKJAVIK CITY 

CENTER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中國餐館品嚐花膠、海參 

第3天        (2020年1月26日 星期日 年初二) 
雷克雅未克 ~  
乘坐特製 8 輪冰川大雪車暢遊郎格冰原 ~  
人造冰川隧道(藍冰洞)  
Reykjavik ~ Langjokull Glacier ~  
Super Snow Truck ~  
Man-Made Ice Tunnel(Ice Cave) 
【冰川大雪車暢遊郎格冰原】前往指定位置乘冰川大雪
車，盡情享受奔馳於雄偉壯觀冰川地帶，沿途冰川極致美
景，一片絕美的蔚藍和潔白，互相映襯著，感受壯觀和諧
的自然景觀，樂趣無窮。(注意：如大風雪關係或特殊原

因而令大雪車節目取消，本公司將以其他節目取代) 
 
住宿：CANOPY BY HILTON HOTEL REYKJAVIK CITY 

CENTER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當地餐廳品嚐冰島小龍蝦 
 
第4天        (2020年1月27日 星期一 年初三) 
雷克雅未克 ~ 尖頂大教堂 ~ 愛立信銅像 ~ 
珍珠樓(包括上觀景臺) ~ LAVA 熔岩餐廳 ~  
藍湖(包入場)  赫爾辛基[芬蘭] 
Reykjavik ~ Hallerim's Church ~  
Ericsson Meoorial ~ Perlan ~  
Lunch at LAVA Restaurant ~ Blue Lagoon   
Helsinki[Finland] 
早上驅車前往市內觀光，稍後於指定時間專車送往機場，
乘坐芬蘭航空公司客機飛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由於航
班時間關係，是日晚餐自理。 
【尖頂大教堂、愛立信銅像】市內最觸目的建築物――尖頂
白教堂，教堂前的銅像是美國政府於 1930 年送給冰島以
紀念冰島國會成立一千年的愛立信銅像，相傳他曾於公元
999 年乘船由冰島前往美洲，比哥倫布還早四百多年。 
【珍珠樓】冰島著名地標建築物，在其頂部的觀景臺上欣
賞雷克雅未克市內景色。 
【LAVA 熔岩餐廳】餐廳採用了熔岩峭壁的特色設計建
成，融合了現代設計與冰島大自然的野性精神。 
【藍湖】位於雷克雅未克 39 公里外著名的旅遊勝地，是
冰島一處著名的地熱溫泉。藍湖由部份火山熔岩形成，水
溫約 37-39℃。湖水富含硅、硫等礦物質。是喜愛溫泉人
士之天堂，團友可一嘗泡溫泉之樂趣(入場費及毛巾已包
括在內，請自備泳衣)。 
 
住宿：HILTON HELSINKI AIRPORT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LAVA 熔岩餐廳｜晚：自理 
 
第5天        (2020年1月28日 星期二 年初四) 
赫爾辛基 ~ 西貝流斯紀念碑 ~ 上議院廣場 ~  
舊市集廣場 ~ 烏斯別斯基東正大教堂  伊萬洛 
~ 薩利色爾卡 
Helsinki ~ Sibelius Monument ~  
Senate Square ~ The Market Palace ~ 
Uspenski Cathedral  Ivalo ~ Saariselka 
早上驅車前往市內觀光，稍後前往機場乘航機飛往伊萬
洛，抵達後驅車前往薩利色爾卡入住酒店休息。 
【西貝流斯紀念碑】雕塑家 Eila Hiltunen 為紀念芬蘭名
作曲家西貝流斯而設計，紀念碑由數百根不鏽鋼管焊接而
成。 
【上議院廣場】四周都是新古典的建築物，淡黃色的新古
典建築群顯露出宏偉壯嚴的氣氛。 
【烏斯別斯基東正大教堂】洋蔥頭頂為紅磚綠頂，所有尖
塔上的十字架面向東方，共十三個尖塔，象徵耶穌及十二
使徒。 
 
住宿：HOLIDAY CLUB SAARISELKA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第6天        (2020年1月29日 星期三 年初五) 
薩利色爾卡 ~ 希爾克內斯[挪威] ~ 乘坐於雪地摩
托拉動的雪撬前往冰地挖鑿的冰洞打撈帝王蟹 ~ 
冰雪酒店(入內參觀)、安排餐膳及餵飼馴鹿 
Saariselka ~ Kirkenes[Norway] ~  
Snowmobile Sledge Driving On The Ice ~  
Catch King Crab Safari Tour ~  
Kirkenes Snowhotel 
【希爾克內斯】位於挪威北部，是挪威最著名的生產帝王
蟹的地方，在希爾克內斯可以參加捕撈帝王蟹的活動，這
裡一年四季都可以捕撈帝王蟹，只不過冬天的蟹肉更肥
美。 
【乘坐雪地摩托拉動的雪撬前往打撈帝王蟹】生長在挪威
北部深海之下 800 至 1000 米的帝王蟹，因其碩大肥美，
綠色無污染而深受人們的喜愛和推崇。跟隨探險專業人士



一起乘坐於雪地摩托拉動的雪撬前往打撈帝王蟹活動，於
冰地挖鑿的冰洞打撈釣起。 
【冰雪酒店】酒店的建材都是純天然冰雪，室溫保持在零
下五度左右。安排餵飼馴鹿。 
 
住宿：THON HOTEL KIRKENES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品嚐帝王蟹｜晚：當地餐廳 
 
第7天        (2020年1月30日 星期四 年初六) 
希爾克內斯 ~ 薩利色爾卡 ~  
沙米族博物館(入內參觀) ~ 住宿於玻璃屋酒店 
Kirkenes ~ Saariselka ~ Siida Sami Museum ~ 
Overnight at Glass Villa  
早上驅車前往薩利色爾卡參觀沙米族博物館。 
【沙米族博物館】館內展示芬蘭的文化特點，從遠古時期
至現今的環境發展和變化；同時描述北極地區土著居民的
生活、畜牧馴鹿傳統及語言發展。午餐於當地餐廳。 
【玻璃屋酒店】躺臥在玻璃屋內，欣賞廣寬夜空，感受『世
界唯一』寒冬的奧秘。 
 
住宿：NORTHERN LIGHTS VILLAGE-AURORA CABIN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註： 
 玻璃屋酒店不設單人房，必須兩人一房 
 NORTHERN LIGHTS VILLAGE-玻璃屋酒店設備較

為完善，屋內設有淋浴間及衛生間，方便舒適！ 
 
第8天        (2020年1月31日 星期五 年初七) 
薩利色爾卡 ~ 哈士奇狗養殖場 ~ 哈士奇狗拉雪撬 
~ 羅凡尼米 ~ 極地中心及省立博物館 
Saariselka ~ Husky Dog Farm & Sledge Driving 
~ Rovaniemi ~ Arktikum 
 
 
 
 
 
 
 
 
 
 
 
 
【哈士奇狗養殖場-哈士奇狗拉雪撬】雪撬犬是北極地區
古老的品種之一，屬於可從事粗重工作的犬種，體形健
壯，曾幫助許多探險家到達北極。除由專人介紹雪狗養殖
場外，更特別安排乘坐由哈士奇狗拉動的雪撬車。 
【極地中心及省立博物館】此乃多功能科學中心，展覽北
極圈內不同種族文化及探險研究各種主題，並介紹古今薩
米族人生活面貌，及馴鹿畜牧對他們的重要性。
 
住宿：ARCTIC CITY HOTEL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第 9 天        (2020 年 2 月 1 日 星期六 年初八) 
羅凡尼米 ~ 凱米 ~ 冰雪堡壘(入內參觀) ~  
極地探險破冰船 ~ 羅凡尼米 ~  
住宿於玻璃屋酒店 ~ 追蹤北極光 
Rovaniemi ~ Kemi ~ Snow Castle ~  
Polar Explorer Ice Breaker ~ Rovaniemi ~ 
Overnight at Arctic Snow Hotel ~ 
Northern Light(Aurora Borealis) 
早上驅車前往凱米參觀冰雪堡壘。 
【冰雪堡壘】今年已是當地第二十五屆之冰雪堡壘，主體
建築有冰雪酒店，餐廳及冰雕。 
【極地探險破冰船】乘坐專業探險之破冰船，欣賞氣勢磅
礡的冰海，在波斯尼亞灣北部冰封海域，轟轟衝壓冰海，
震撼絕倫。在三小時行程中，包括專人介紹破冰船的運
作。壓軸精彩節目，各團友可挑戰極限，穿上船上備有保

暖浮水泳衣征服冰海，一嘗世界唯一的冰泳，冰泳之餘各
團友亦可步行於堅硬冰層之冰海上，滋味無窮。 
【Arctic Snow Hotel 玻璃屋酒店】躺臥在圓頂玻璃屋
內，欣賞廣寬夜空，感受『世界唯一』寒冬的奧秘。在黑
夜中，更可追蹤如夢似幻，可遇不可求的北極光(Aurora 
Borealis)，找尋祥和的信念。 
 
住宿：ARCTIC SNOW HOTEL ~ GLASS IGLOO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品嚐皇帝蟹腳前菜 
 
注意︰玻璃屋酒店不設單人房，必須兩人一房 
 
 ARCTIC SNOW HOTEL GLASS IGLOO 
玻璃屋酒店於 2014 年 12 月啟業，此玻璃酒店的面積較
大及設備較為完善，屋內設有淋浴間及衛生間，方便舒適 

第 10/11 天                                    

(2020 年 2 月 2 至 3 日 星期日至一 年初九至十)        
羅凡尼米 ~ 馴鹿場 ~ 馴鹿拉雪橇 ~  
聖誕老人村及郵局  香港 
Rovaniemi ~ Reindeer Farm ~ Reindeer Drive 
~ Santa Claus Village & Post Office   
Hong Kong
【馴鹿場-馴鹿拉雪橇】參觀馴鹿場，了解拉普蘭人之生
活習慣以及北極圈內之馴鹿生態，更安排乘坐馴鹿拉雪
撬。 
【聖誕老人村及郵政局】前往聖誕老人工作室，可自由與
聖誕老人拍照留念外，亦可前往聖誕老人郵政局選購蓋上
聖誕老人村紀念印的名信片及購買別緻的紀念品。各團友
可於北極圈的交界線上拍照留念，更可獲發證書一張以作
留念。 
稍後於指定時間驅車前往機場，乘坐芬蘭航空客機經赫爾
辛基轉機後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1 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三文魚｜晚：--- 
 
 
 
 
 
注意： 
1)訂金每位 HK$12,000。 
2)餘款須出發前 45 個工作天全部繳清。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35 天至 45
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份之五十。 
3)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4)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
其他節目代替。 
5)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
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
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
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6)辦理簽證所需工作天因應各國領使館所需而有不同，詳情請查詢報名
旅行社，以確定最遲申請簽證日期，敬請留意！ 
7)一人報名者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全額，三人或以上報名者如有單身
男或女，本公司將盡量安排與同性團友同房，如最終未能安排，客人也
需繳付單人房附加費的一半費用，另單人房對比雙人房之房間細，敬請
留意！ 
8)玻璃屋酒店不設單人房安排，必須兩人一房。 
9)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charming-online.com
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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