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AFF08 
生效出發日期:2022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 

聖誕老人村 

 

Santa's Igloos Aurora/ 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 

 
 

Holiday Village Gulo Gulo 

四人可成行 
體驗旅遊全新模式【四人 都可以出發嘅旅行團】 
讓你們享受細心安排嘅旅行服務【無需四圍  BOOK 車、BOOK酒店、搵路、搵景點】 
特意預留自由時間【享受個人喜愛嘅 食、玩、買】 
細心安排獨立專車服務【客人盡享 私人空間之旅程】 
安排當地 專屬 華語導遊兼司機（Driver guide） 
當地遊不包全程機票費用，本社可代訂機票，請向櫃檯職員查詢 

 

 悉心照顧 細心安排   
 隨團之工作人員(導遊及司機)均已完成完全接種疫苗或
持有出發前 72 小時內核酸檢測之陰性結果 

 沿途在旅遊車上提供防疫口罩、消毒濕紙巾及酒精搓手液
之設備 

 每天均會消毒及清潔旅遊車廂 
 抵港前，本社會安排客人於當地之醫務化驗機構或機場 
核酸檢測中心進行核酸檢測 (客人需自費) 

 本社可代訂香港指定檢疫酒店，詳情可聯絡本社職員 
 如出發日或之前因當地或香港政府延長防疫政策或收緊
檢疫措施，旅客可選擇延期或改轉其他地方或取消出發，
不需收取任何費用 

 

獨特體驗 
暢遊芬蘭滑雪渡假勝地~列維滑雪場，特別安排三小時 
初級滑雪課程，由當地英語專業教練教授本團友基本 
滑雪技巧，讓您更能享受滑雪的樂趣。  
(安排滑雪用具:包括雪杖+雪橇+雪鞋+滑雪衣服+登山吊車) 

乘坐三寶號破冰船(Sampo)，體驗破冰船輾碎冰層的震撼 
感覺，穿上特製防水保暖橡皮衣，嘗試浮沉冰海滋味。 

包昂費貴活動:北極馴鹿拉車及哈士奇狗雪橇拉車 
全包昂貴入場費用:拉努阿動物園、石中教堂、探訪聖誕老人村  

(更可贈獲「抵達北極」證書一張)  
精心安排品嚐美味可口的馴鹿肉餐、地道三文魚餐 
細意安排入住設計獨特的玻璃頂小屋酒店 

" 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 "或" Santa's Igloos Aurora " 
，透明玻璃的屋頂，讓您可躺在溫暖舒適的睡床上觀賞 
北極光，如夢似幻、浪漫非常 及  

  入住一晚北歐複式小木屋(獨立桑拿及廚房) 
 



 

EAFF08 

出發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成人(佔半房) 每位價目(HK$) 

四人同行$28999 六人同行$25999 單人房附加費$12000 
 *可向櫃檯職員查詢二人同行之價錢  
天數 行程 

專車/ 
接送 早餐 午餐 晚餐 城市 入住酒店(或同級) 

1 

伊瓦洛(芬蘭) 
於「伊瓦洛」機場集合 

(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飛往赫爾辛基及伊瓦洛) 
*抵達後由當地接待職員陪同送返酒店休息。 

接送 

 

出發日 ~ 
伊瓦洛 
Ivalo Ivalo Hotel 或同級 

2 

伊瓦洛列維[列維滑雪場~包 3 小時滑雪體驗 
(安排 3 小時滑雪用具:包括雪杖+雪橇+雪鞋及 

登山吊車) ]戶外追蹤北極光 
**如遇滑雪場緊急維修，所有滑雪活動均會停止而恕不另外通知。 
**客人參與各項滑雪活動前，應衡量個人身體狀況，以及當時的天氣和雪地情況， 
  以評估應否參與，並遵照一切安全守則，以保障自身安全。 

專車 

酒店 
早餐 

~ ~ 
列維 
Levi 

Sokos Levi 或同級 

3 

列維羅凡尼米[聖誕老人村、聖誕老人村郵局、 
北極圈交界線(包每人跨越北極圈證書一張)、 
北極馴鹿場及馴鹿雪橇拉車]玻璃小屋酒店 

專車 馴鹿肉餐 豐富晚餐 

羅凡尼米 
Rovaniemi 

或 
洛士托 
Luosto 

入住   
" Santa's Igloos Arctic Circle " 

<羅凡尼米> 
或" Santa's Igloos Aurora " 

<洛士托> 
特色玻璃頂小屋酒店 
(www.santashotels.fi) 

*此酒店房內均有獨立洗手間及浴室設備 

4 

羅凡尼米/洛士托拉努阿[拉努阿動物園(包入場)、 
哈士奇狗養殖場、包乘坐哈士奇狗拉車] 

北歐複式小木屋(獨立桑拿及廚房)  
專車 豐富午餐 ~ 

拉努阿 
Ranua 

入住 
Holiday Village Gulo Gulo  

北歐複式小木屋 
(獨立桑拿及廚房) 

5 

拉努阿凱米[SAMPO 三寶號破冰船*] 
(只限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0 日出發之團隊)  

赫爾辛基 
**承諾保證！倘若於出發前被獲破冰船主辦單位最後公佈，因天氣暖化或冰層太薄， 
  決定不能開航；此節目將取消，每位團友均可獲退回港幣$1500。團友不得藉故退出 
  或取消。 
＊小童需達到身高 150cm 及體重 45kg 才可穿浮衣暢浮冰海。 

專車 地道三文魚餐 豐富晚餐 
豪華列車上 
(二人包廂) 

 
*列車上特別安排每個車廂房內均有 

獨立手洗間及浴室設備。 

6 

赫爾辛基[赫爾辛基大學、石中教堂(包入場) 、 
西布裏斯紀念碑、東正教教堂(外觀)、 

赫爾辛基教堂(外觀) ] 
專車 

豐富 
早餐 

~ 豐富晚餐 赫爾辛基  
Helsinki 

Scandic Hotel 或 
Holiday Inn 或同級 

7 赫爾辛基【自由活動】  ~ 

酒店 
早餐 

~ ~ 

8 
赫爾辛基【自由活動】   

(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 
是日於指定時間集合乘專車前往機場。 

接送 ~ 祝旅途愉快! 

*行程表上的符號: ~ 代表自費安排。 

美麗華單張條款: 
1. 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客人，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客人可於本社購買旅遊保險或提供有效之保險證明，否則本公司將保留接受客人報名之權利。 
3. 每位訂金$8000。 
4. 如需訂購機票，請向櫃檯職員查詢。 
5. 客人報名後 10 個工作天內將有專人通知代訂之機位及行程安排是否確認，若機位及行程一經確定後，客人必須於由通知日起計 3 天內全數繳清，逾期者所有安排將會自動取消，所繳付之訂金恕不發還，訂

金不得轉予他人或其他旅行團使用。 
6. 團費不包括全程機票費用、各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保險費、香港旅遊業議會印花成本。 
7. 團費已包括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 
8. 團隊不設香港領隊隨團出發，客人必須於出發前 2 天前往預約之分行取回所有機票及行程資料。敬請留意：客人必須核對清楚所有資料確實無誤，否則責任自負。 
9. 客人須自行前往香港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到步後，將會安排當地職員接待，當地職員、導遊、司機均以華語或英語作溝通及講解﹙視乎線路而定﹚。 
10. 基於不設隨團領隊出發之團隊屬半自由行型式，當地導遊或工作人員只會於日間設行程景點遊覽時才會出現及提供安排及照顧，其餘時段一概均須由客人自理。 
11. 當地導遊司機的工作時間，須根據當地之法例標準每天不能超過 10 小時 ﹙工作時間按由酒店出發及回程到達酒店計算﹚ 
12. 歐洲各國為保護其歷史建築之原有風貌，而限制酒店經營規模，加上歐洲環保觀念甚重，至今歐洲仍有一些酒店並未裝設冷氣空調(寒冷地區則在冬季供應暖氣空調)，此乃常態敬請知悉！ 
13.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

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14. 有關此團之旅行團團費、稅項及服務費等費用，請參閱分行派發之價目資料表或網站。 
15.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6. 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向分行職員索取細則詳情，或請參閱收據背面責任細則。 
17. 本公司之團費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若遇外幣大幅浮動，本公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費用之權利，拒絕繳交者，其參團資格會被取消而所繳交費用並全數退還。 
18.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 1 人、3 人、5 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19. 所有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義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 
20. 如最終本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或當地個別酒店不設三人房，客人可選擇： 
     I )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入住單人房，本公司不會安排客人跟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II)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如不願意繳付單人房附加費，須自動放棄半間房，即 3 人入住雙人房(以兩張單人床為主)，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21. 行程﹑膳食及住宿之先後次序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22. 行程內住宿酒店只供參考，將於肯定出發及總人數確定後才落實，並於出發前由專人通知。 
23.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酒店級數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24. 行程單張上之景點或餐廳，如因特殊情況關閉或休息(節日或額滿)而未能前往，本公司會作特殊安排取代未能前往之景點或餐廳，如出發前得悉事件，會有專責同事個別通知已報名客人，客人不得藉詞退團。 
25.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 30 天內將完全

未經使用及包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辦理全數退款，由有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26.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通知旅客有關行程資料，一切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考之用。 
27.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

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28.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29.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之團隊。 
30. 根據香港法例第 629 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

便須使用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員要求下，須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__                                                                    編制日期: EAFF08(26112021)EUA 

http://www.santashotels.fi/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__


 

  
 
 
 

各國家／地區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入境限制政策
前往芬蘭 限制性入境 

 
 
 
 
 
 
 
 
 
 
 
 
由2021年7月26日起，芬蘭政府列為香港及澳門是低風險國家。如客人已完成接種疫苗，不需要提供PCR結果證明便可入境，  
由於芬蘭市內餐廳、景點、公眾交通工具及公共活動場所等，或要求旅客提供已完成接種疫苗/PCR陰性檢測結果之證明文
件，方可進入。 
網站： https://www.visitfinland.com/article/practical-travel-information-for-travelers-to-finland-during-coronavirus-pandemic/#3cf0b16d 
因此建議客人前往當地時，應接種疫苗或72小時內進行檢測。 
 
芬蘭已取消對來自香港和澳門的旅客的入境限制。任何在香港和澳門居住的人都可以前往芬蘭。（僅限直飛航班） 
網站：https://raja.fi/en/guidelines-for-border-traffic-during-pandemic  
 
所有人士抵達前建議使用「FINENTRY」而作登記。網站：https://www.finentry.fi/en/  
 
已完成接種疫苗人士 
※出發當天必須已完成接種所需疫苗的最後一劑（如果是從冠狀病毒中康復的人，則只需接種一劑） 
  接種之疫苗需由入境當天起計需在過去 12 個月內及 14 日前完成。 
指明用途認可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列表網
站：(https://thl.fi/en/web/infectious-diseases-and-vaccinations/what-s-new/coronavirus-covid-19-latest-updates/travel-and-the-coronavirus-pandemic/which-vaccines

-are-accepted-at-the-points-of-entry-into-the-country-)   
 

※入境時必須出示歐盟認可 COVID 證書或指定的英語疫苗接種證明。 
該證書必須包括以下信息：接種者的個人資料（與護照相同姓名和出生日期）、接種日期和接種劑量、疫苗名稱、該人接種
疫苗所針對的疾病的名稱、負責為該人接種疫苗的個人或機構的姓名和地址，以書面或電子形式確認，並附有接種人合格電
子簽名或合格電子印章；如果出於行政原因無法做到這一點，則應使用適當的格式，例如印章或國家標誌，以明確標識負責
人或機構。 

 
未完成接種疫苗人士 
出示到達當地時間前 72小時內進行的 2019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陰性測試結果的證明須使用英語的指明相關的
登機核酸檢測（例如 PCR、PoC-PCR）獲得的陰性檢測結果。測試必須在到達當地前不超過 72 小時進行。 
網站：https://thl.fi/en/web/infectious-diseases-and-vaccinations/what-s-new/coronavirus-covid-19-latest-updates/travel-and-the-coronavirus-pandemic#arriving  
 
目前高風險地點名單可於下列網址查
看：https://valtioneuvosto.fi/-/1271139/terveysturvallisuus-rajoilla-suomeen-ulkomailta-saapuvien-velvollisuuksista-paatettiin?languageId=en_US  

註：此頁面根據最新旅遊政策及限制性入境而更新，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一切最新資料均以當地政府公佈為準。 

芬蘭入境要求 
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BioNTech(復必泰), Sinovac(科興) 
由入境當天起計需在過去 14日前完成 
(適用於香港居民) 

2019 冠狀病毒核酸檢測 
(PCR) 陰性結果證明 

隔離 

已完成 不需要 不需要隔離 

未完成 需要 

(必須到達當地時間前 72 小時內進行檢測) 
不需要隔離 
(但須出示 PCR 陰性結果證明) 

未完成之 15 歲以下兒童 不需要 不需要隔離 
 

 

      編制日期: W-Finland (26112021) 

https://raja.fi/en/guidelines-for-border-traffic-during-pandemic
https://www.finentry.f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