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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圈極光對話 10 天 

~北歐  冰雪城堡+極光屋+破冰船+帝王蟹~ 
 

 20180315 出發團  

                       

 

 

 

 

 

 

 

 

 

★ 九大亮點 + ☆ 特別亮點 
破冰船 – 三寶號   ｜   雙極光小屋住宿 

冰雪城堡飯店   ｜   極光狩獵   ｜   湖上冰釣 

雪上摩托車   ｜   馴鹿拉雪橇   ｜   狗拉雪橇   ｜   現撈帝王蟹 

特別亮點 ： 凱米 *冰雪城堡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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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亮點 + ☆特別亮點   
 

1. 破冰物語-三寶號破冰船 (體驗冰塊撞擊的震撼、穿著防水保暖橡皮衣浮沉於酷寒的極地水域) 

2. 特別安排 雙極光小屋住宿 

3. 觀賞冰雪城堡飯店，體驗純冰塊打造的旅館 (2017/12/01~2018/04/20) 

4. 極光狩獵 (雪地巴士+Kota 帳篷小屋) 

5. 搭乘刺激的雪上摩托車 (2 人一部) 

6. 體驗聖誕馴鹿拉雪橇 

7. 超卡哇伊的哈士奇拉雪橇 

8. 享受湖上冰釣的樂趣 

9. 品嘗現撈帝王蟹 

特別亮點 ： 凱米 冰雪城堡節 *(1-4 月特別限定) 

 

天數 路線規劃 亮點 / 特色活動 

01 台北 ✈ 伊斯坦堡(轉機點)    

02 伊斯坦堡 ✈ 奧斯陸 挪威首都-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地) 

03 奧斯陸 ✈ 希爾克內斯 ★帝王蟹 + ★冰雪城堡 

04 希爾克內斯 – 莎麗賽卡  ★雪上摩托車 + ★湖上冰釣 + ★極光狩獵+ ★極光小屋 

05 莎麗賽卡－羅凡尼米 ★馴鹿雪橇  

06 羅凡尼米－凱米 ★狗拉雪橇 + ☆冰雪城堡節 + ★極光小屋 

07 凱米－露利亞 ★破冰船 

08 露利亞 ✈ 斯德哥爾摩  北方威尼斯-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頒獎地) 

09 斯德哥爾摩 ✈ 伊斯坦堡(轉機點) 斯德哥爾摩地鐵-世界最長的美術館 

10 伊斯坦堡 ✈ 台北  

 

 參考航班   
 

 參考航班 起點 迄點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土耳其航空 台北 伊斯坦堡 TK 25 22:15 06:00+1 

土耳其航空 伊斯坦堡 奧斯陸 TK 1751 08:45 10:45 

國內線 
北歐航空 奧斯陸 希爾克內斯 SK 4472 08:50 11:00 

北歐航空 露利亞 斯德哥爾摩 SK 005 09:55 11:15 

回程 
土耳其航空 斯德哥爾摩 伊斯坦堡 TK 1796 17:25 22:50 

土耳其航空 伊斯坦堡 台北 TK 24 02:10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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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1   台北 / 伊斯坦堡 

今日搭乘土耳其航空，經伊斯坦堡轉機，前往北國—挪威，展開冬日的北國風光及追尋極光之旅。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門票：X 

 

DAY 02   伊斯坦堡 / 奧斯陸 Oslo  

土航班機於伊斯坦堡轉機飛抵挪威首都奧斯陸。 

背靠奧斯陸峽灣，峽灣自然風情與現代都市風貌相互輝映，繁華又充滿活力。 

奧斯陸擁有一流的藝術展、歌劇、芭蕾舞與戲劇表演。除了適宜家庭親子外，音樂也是一大特色。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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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舉辦規模盛大的流行搖滾音樂節，以及一些定期的年度音樂節，從室內樂到重金屬應有盡有。 

 
奧斯陸市區觀光： 

◎市政廳 是奧斯陸最著名的建築之一，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舉辦地。除了作為市政府的辦公地點，

也是藝術工作室和畫廊。 

◎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由挪威著名藝術家古斯塔夫‧維吉蘭(Gustav Vigeland; 1869-1943)所雕刻製

作，由於大多以人生百態為主題，故名＂人生雕刻公園＂，園內有數以百計的青銅雕像與花崗岩雕像，

主要分為四部分：生命之橋、生命之樹、生命之柱、生命之環。 

園內雕刻以「憤怒的小男孩」、「人生高塔」最有代表性。 
 

早餐：機上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旅館 

住宿：SCANDIC VICTORIA HOTEL ROSENKRANTZGATE 或同級 

門票：含 奧斯陸市政廳、維吉蘭人生雕刻公園 

 

 

DAY 03   奧斯陸 / 希爾克內斯 Kirkenes 

上午搭機前往希爾克內斯，這個小鎮位於挪威東北部，臨博克海峽，靠近俄羅斯邊境，因此以巴倫支

地區首府與通往東方的門戶著稱。希爾克內斯，意思是「皮斯河源頭」，是世界最美麗的海邊小鎮。 

 

我們將乘坐遊覽車參觀市區及離市區約 50公里挪威和俄羅斯的邊界處；接著搭乘船隻（視當日天氣，

或改搭乘雪地摩托車）親近冰洋，體驗另一種新奇滋味；專人為您解說，觀賞現撈 ★帝王蟹的精彩，

潛入深海裡徒手捕捉帝王蟹，感受其他戶外活動無可比擬的特殊經歷！特別安排品嘗新鮮的帝王蟹，

主廚將現場料理帝王蟹，大啖北國美味肥蟹的甘甜清爽。 

 

★冰雪城堡飯店 

希爾克內斯曾被國家地理評選為最佳旅遊目的地(Best Trip Destination)，其中冰雪城堡飯店更不容

錯過！使用近 15 噸的冰雪打造出奇幻空間，不管室外溫度幾度，冰堡內都維持在-4℃，邀請世界各

地藝術家設計出多種主題房間，彷彿進入冰雪女王的家，令人驚奇。(園區預定開放時間 2017 年 12 

月 01 日~2018 年 4 月 20 日) 
 

早餐：旅館   午餐：現撈帝王蟹餐   晚餐：旅館 

住宿：THON HOTEL 或同級 

門票：含 帝王蟹撈捕、冰雪城堡飯店 

 

 

DAY 04   希爾克內斯－250KM－莎麗賽卡 Saariselka 

https://www.scandichotels.com/hotels/norway/oslo/scandic-victoria-oslo
https://www.thonhotels.com/our-hotels/norway/kirkenes/thon-hotel-kirk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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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專車前往『莎麗薩卡』，途經『伊瓦洛』，抵達後穿上我們為您準備的禦寒裝備，★搭乘雪上摩托

車(2 人一部)前往開闊的冰凍湖面，使用特製的鑿冰工具在冰湖上鑿孔，體驗芬蘭人冬季熱門活動之

一 — ★湖上冰釣。 

 

今晚安排 ★極光狩獵 搭乘巴士追尋極光最前線，還可以在 kota 小屋烤火取暖，品嘗烤香腸 
 

早餐：旅館   午餐：簡餐   晚餐：旅館 

住宿：NORTHERN LIGHTS VILLAGE 或同級 

門票：含 雪上摩托車、湖上冰釣、極光狩獵 

 

DAY 05   莎麗賽卡－250KM－羅凡尼米 Rovaniemi 
前往 ◎聖誕老人村(Santa Claus Village)，尋找聖誕老人。來到傳說中聖誕老人的故鄉，就感受到濃

濃的聖誕風味。可以腳跨北極線，還有聖誕老公公郵局，預約一張來自北極圈的聖誕卡片。 

安排 ★馴鹿雪橇郊野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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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住宿於設計獨特的 ★極光小屋 
 

早餐：旅館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旅館 

住宿：北歐精品旅館 4 星 – TBA 

門票：含 馴鹿雪橇郊野之旅 

 

 

DAY 06   羅凡尼米－120KM－凱米 Kemi 
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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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叮嚀：此活動約 3-4 小時，活動含禦寒衣

物及熱飲)。 

安排住宿位於海濱可欣賞海岸風情的 ★極光小屋。 

季節限定 凱米 ★冰雪城堡節 

每年一到四月在凱米舉辦的冰雪城堡節（Snowcastle Festival）已邁入第 22 週年，是北歐區最引人

矚目的冰雪盛宴，每年吸引 150 萬人前來參觀：冰屋旅館、冰砌教堂等夢幻建物。 
 

早餐：旅館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 

住宿：OY LUMILINNA KEMI SNOW CASTLE 或同等級 

門票：含 狗拉雪橇、冰雪城堡節 

 

https://northernlightsvillage.com/accommodation/
http://www.visitkemi.fi/en/seaside-glass-villas


6 
 

 

DAY 07   凱米－160KM－露利亞 Lulea 

安排極地探險號破冰船巡航 

 

今日搭上★破冰船（約 4 小時），享受航行冰海中，巨輪在冰封水域破開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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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更有機會穿上特製全身防水保暖橡皮衣(龍蝦裝)，嘗試浮沉極凍

冰海滋味，投入酷寒水域的經驗，令人難忘。 
 

早餐：旅館   午餐：船上三道式   晚餐：旅館 

住宿：QUALITY NORDIC HOTEL LULEA 或同等級 

門票：含 破冰船 

 

 

DAY 08   露利亞 /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今日班機飛往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是由 14 個島嶼組成，位於波羅的海(BALTIC SEA)及梅蘭湖(Lake Mälaren)

的交界，像是漂浮在水上的夢幻之都，素有「北方的威尼斯」之稱。  
斯德哥爾摩市區觀光:  

◎市政廳 是由瑞典民族運動啟蒙大師 RAGNAR OSTBERG 設計，1911 起造共花費 12 年建成位於梅

蘭湖畔，有著絕佳的地理位置，從市中心區任何角度都可看見這幢高 105 公尺的方形塔樓，其中著

名的 藍廳 就是每年舉辦諾貝爾獎晚宴的所在地。 

●舊城區 是一座小島，當地的每棟建築務都有著特殊意義及建築年代的標示，可在蜿蜒的街道中盡

情遊覽。 
 

早餐：旅館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旅館 

住宿：SCANDIC INFRA CITY HOTEL 或同等級 

門票：含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 

 

 

DAY 09   斯德哥爾摩 / 伊斯坦堡   

斯德哥爾摩市區觀光： 

 ◎瓦薩戰艦博物館 為長 69 公尺，高 52.5 公尺的瓦薩戰艦式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下令建造，他大

力整頓海軍，瓦薩戰艦就是為了向普魯士示威而打造，威風凜凜的戰艦在首航之時，在全城人民注目

下，被颶風吹掃，海水由槍砲灌進船身，轉眼翻覆。沉船在水下靜臥 300 年之久，於 1961年被發現

https://www.nordicchoicehotels.com/hotels/sweden/lulea/quality-hotel-lulea/?gclid=EAIaIQobChMIqZX_nKmd2AIV0AorCh2-pgxgEAAYASAAEgLtp_D_BwE
https://www.scandichotels.com/hotels/sweden/stockholm/scandic-infra-city?cmpid=ppc_BH2nd&gclid=EAIaIQobChMIztKS0qmd2AIVFyQrCh3FNAm3EAAYASAAEgI_-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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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撈上來，為此特別修建此一博物館，成為研究 17 世紀海員生活的最佳教材； 

◎瑞典皇宮即斯德哥爾摩王宮，位於舊城區，原本的 Tre Kronor 城堡被大火夷為平地，1754 年重建

成義式巴洛克型式，現在的瑞典皇室就居住於此，親民的皇室很大方地准許民眾參觀部分房間和博物

館展示廳。 

安排搭乘◎斯德哥爾摩地鐵，它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的美術館”。它是深入地下岩層開鑿而成，寬

闊的月台對面還保留岩壁粗糙的原來風貌，壁上散布著一件件雕刻作品，像山洞的出入口也常布置得

很富於藝術氣息，別具特色。斯德哥爾摩地鐵的藝術創作延伸了 110 公里長，100 個地鐵站都有不

同風格，展示了數以千計藝術家的作品。 

之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夜宿機上，於次日抵達。 
 

早餐：旅館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機場 

住宿：機上  

門票：含 瓦薩戰艦博物館、瑞典皇宮、斯德哥爾摩地鐵 

 

 

DAY 10   伊斯坦堡 / 台北  

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難忘北歐海陸極光幸福之旅，返回溫馨的家園。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X 

住宿：X  

門票：X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17/10/24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