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情请进店咨询

$9,990*/人起

含 全程四星酒店及特色酒店住宿

全程机票及税 

行程所提列票及餐食

舒适旅游巴士及中文导游

特色酒店

特色交通

特别安排

丹麦  挪威  芬兰   瑞典 24/1 - 9/2/2018 再次出发

挪威

丹麦
哥本哈根

斯德哥尔摩

赫尔辛基

凯米

罗凡尼美

拉普兰

阿尔塔

特罗姆瑟

瑞典 芬兰

奥斯陆

Tromsø

Alta 冰雪酒店，体验爱斯基摩人起居
芬兰超人气圆顶玻璃房
带独立桑拿房的圣诞老人木屋

世界唯一载人破冰船体验，跳入波罗的海

与真正的圣诞老人合影，跨越北极圈
跳入波罗的海，获得纪念证书
体验狗拉雪橇、雪地摩托车

北欧17日追猎极光之旅

奥克兰总店                      09 375 1717
中区Mt Eden 分店      09 638 6888
北岸Northcote分店      09 418 5188
北岸Rosedale分店       09 479 9588

西区Mt Albert分店                  09 845 6679
东区Howick 分店                   09 535 2809
东区East Tamaki分店         09 265 1888
北区Highland Park分店       09 535 8588

惠灵顿Wellington分店       04 499 9668
惠灵顿Mt Cook分店            04 803 3088
基督城Christchurch分店  03 365 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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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童话 
追猎 极光



*团前可自选参加迪拜两日游（15人成团）

第一、二天 24/01 - 25/01 奥克兰Auckland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参考航班：EK449 24/01 奥克兰21:15－迪拜次日05:30
EK151 25/01 迪拜08:20－哥本哈根12:20
由奥克兰搭乘国际航班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抵
达后午餐，休闲半日游，游览：大理石教堂，皇宫
广场，新港酒吧街，入住酒店休息，调整时差。

住: 四星酒店    

第三天 26/01 哥本哈根Copenhagen -卑尔根Bergen
早餐后参观：美人鱼雕像，神农喷泉，市政厅广
场，安徒生铜像，丹麦国会大厦－克里斯钦堡宫，
阿美琳堡宫（*）晚上搭乘航班前往卑尔根.

参考航班：SK2870 26/01 哥本哈根21:00－卑尔根22:20
住: 四星酒店

第四天 27/01 卑尔根Bergen
卑尔根意为“山中牧场”，是挪威第二大城市，航
运和商业中心。游览：十七世纪汉莎商人居所—世
界文化遗产布里根，搭乘卑尔根上山缆车（*）登上
弗罗依恩山俯瞰卑尔根全景，后参观渔货市场、以
及具有北欧特色的老城区。夜宿卑尔根。

住: 四星酒店

第五天 28/01 卑尔根Bergen-奥斯陆Oslo - 特罗姆瑟

Tromso 
参考航班:SK252 28/01 卑尔根09:20-奥斯陆10:10
早餐后游览：参观维尔兰雕像公园中栩栩如生的青
铜与花岗岩人像雕像作品。参观举办过冬奥会的贺
美考伦滑雪跳台（外观），从未被攻克过的奥斯路
阿克胡斯城堡（*），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市政厅外
景，晚上奥斯陆飞往特罗姆瑟。

参考航班:SK4438 28/01 奥斯陆21:45－特罗姆瑟23:35
住: 四星酒店

第六天 29/01 特罗姆瑟 Tromso 
早餐后自由活动，14:00左右酒店集合前往峡湾镇游
览，距离特罗姆瑟25KM，峡湾镇是特罗姆瑟治下的
一座小村庄，镇上人口仅有四百人左右。这里是观
看峡湾水景和极光的绝佳地点。

住: 当地酒店    

第七天，30/01 特罗姆瑟 Tromso -阿尔塔 Alta 
早餐后参观特罗姆斯达伦教堂，被称为北极海的教
堂，将特罗姆瑟的冬天和极光有机结合而设计的具
有现代感的教堂。其中教堂内的高约12米，重6吨的
彩色玻璃以其重厚沉稳散发着美丽的光芒。之后乘
巴士前往小镇阿尔塔。阿尔塔是芬马克郡(Finnmark)
最大的城镇,也称作极光之城。晚上我们将在湖边停
留，静静地欣赏夜空中泛起微微的绿光，同时与辽
阔的水平线和静谧的湖面相互映衬的美妙景象。

住: 当地酒店   

第八天，31/01 阿尔塔Alta -萨瑟利尔卡 Saariselka
早餐后驱车进入芬兰,入住拉普兰地区小镇-萨瑟利
尔卡的玻璃屋酒店。如果运气好，晚上只要睁开眼
睛就能看到美妙北极光。玻璃穹顶客房GLASS IGLOO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被游客称为特色酒店中的“
劳斯莱斯”。下午参加玻璃屋冬季活动：圣诞老人

之家。住: 玻璃屋       

第九天，01/02 萨瑟利尔卡-罗凡尼美 Rovaniemi
早餐后参加雪地坦克，之后前往圣诞老人的故乡-罗
凡尼美，游览圣诞老人村，与正宗圣诞老人会面并
合影（*），在圣诞老人的专署邮局为亲友寄上祝福
的卡片(自费).跨踏北极圈纬线，拍照留念。晚上入
住圣诞老人村小木屋酒店，小屋设有私人桑拿。工
作人员可以帮助安排驯鹿雪橇、狗拉雪橇和摩托雪
橇观光；船只、自行车和钓鱼器具均可在酒店内租
用。还可以在附近的滑雪道进行徒步及滑雪。

住: 圣诞老人村木屋    

第十天，02/02 罗凡尼美 Rovaniemi
前往北极博物馆（*）游览，建筑物大多房间都在
地下，反映了“在气候恶劣而严酷的北极，植物和
动物只有在地下和雪下才能继续生存”的理念。博
物馆展品还包括棕熊、麋鹿等。参观爱斯基摩犬公
园，特别安排乘坐由亲自挑选、组建的自己的狗队
驾驶的雪橇（*）。

住: 圣诞老人村木屋    

第十一天，03/02 罗凡尼美 - 拉努阿 - 凯米Kemi
酒店早餐后驱车前往游玩拉努阿北极野生动物园*。
公园饲养着典型的芬兰和北欧动物，共50余种200多
只。之后前往凯米，入住冰酒店参观堪称世界上最
大的冰雪城堡冰雪堡垒里还有大型冰雕展览，晶莹
透明的冰雕令人叹为观止。

住: 冰酒店

第十二天，04/02 凯米 Kemi - 赫尔辛基 Helsinki
早餐后前往乘坐破冰船+雪地摩托，桑普号是世界上
唯一一艘载客破冰两用船。近4小时的观光中，乘
客每人都将换上防寒装备跳下波罗的海，被一望无
际的冰海环绕。最后，船长会为每个人颁发纪念证
书。晚上乘夜火车前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住: 夜火车

第十三天，05/02 赫尔辛基 -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抵达赫尔辛基后市区观光：洋溢着十九世纪俄国风
味的古代建筑物－东正教堂，议会广场，大圣堂，
参观著名的登贝里奥基欧路得派岩石教堂，西贝流
士公园。傍晚搭乘游轮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住: 游轮

第十四天，06/02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参观：瑞典皇宫，老城，歌剧院，峡湾街，举行诺
贝尔奖颁奖晚宴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北欧最
大的海盗沉船－瓦萨战舰博物馆（*）

住: 四星酒店

第十五-十七天，07/02-09/02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早餐后前往机场, 乘机返回。 

参考航班：EK158 07/02 斯德哥尔摩13:35－迪拜22:55
EK448 08/02 迪拜10:05－奥克兰次日11:10

北欧四国17日追猎极光之旅 $9,990/ 人起

*新西兰中国旅行社保留最终决定和解释的权利

费用包含

▪ 2-11岁儿童与两成人同房不占床减$1000，2-11岁小孩与两成人同房占床减$400

▪ 全程机票及税, 凯米-赫尔辛基夜间火车2人厢火车票及税

▪ 全程4星酒店双人间及特色酒店住宿(含早）

▪ 一晚游轮双人间海景房

▪ 12顿午餐，12顿晚餐（2顿正餐不含)

▪ 行程中"*"标注的门票 

▪ 舒适旅游巴士及中文导游

▪  导游小费AUD$150/人, 需在报团是付清

▪  升级冰酒店AUD$250/人,参观圣诞老人之家+雪地坦克+

  雪地摩托车AUD$500/人

费用不包含

▪  申根签证约$300/人(持中国护照的客人需办理）

▪  单房差（玻璃房需3-4人同住）$2000/人.

▪  行程未提及包含的自费景点及餐食

▪ 个人旅游保险, （强烈建议客人购买个人旅游保险）

▪  个人消费及一切非人力因素导致的额外费用

▪  可自选参加迪拜两日游（团前）$1000/人

旅行报名须知 
Booking Regulations and condition
1.  请于报名时付$2000/人订金（订金不退还）, 余额需在出团
前90天前付清。
2  报名时请带上有效护照(须自团队结束之日起至少还有6个月有
效期)，清楚完整填妥中旅假期报名表上所列一切资料。
3.  如无本社特别注明，成人为12岁或以上，小童为2-11岁；2岁
以下的婴儿将不会被安排交通座位及住宿床位。
更改及取消细则
4.  旅客如因任何原因主动取消或更变行程，已付订金恕不退还，
并且一切额外费用由旅客承担。
5.  如果由于自身原因取消行程，必须在行程出发前90日之前申
请退款，本社退还基本团费的50%（不含已付订金$2000，恕不
退还）；行程出发前90日以内，所有已付费用恕不退还。
6.  如无本社特别注明，已确认的住宿安排及机票将不能被转让。
7.  如在旅游途中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与导游会合，将被视为自
动放弃整个行程。
责任细则
8.  请各位旅客在出游前购买个人旅游保险，如在旅途中牵涉人
身及财产安全事项，与本社无关。
9.  旅客需承担因提供错误信息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10. 本公司保留合理更改行程的权利。
11. 旅程途中请自动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如有损毁或遗失,本社恕
不负责.
12. 如因自然因素（如:天气状况）或非本社控制因素（如:道路状
况、航空延误等非我方营运的交通延误）需要更改行程或引致滞
留，其产生的额外费用将由旅客承担。
13. 若由于酒店房间不足,本社保留更改到同级酒店的权利.
14. 请自备牙刷、牙膏、洗发水及拖鞋等日常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