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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體驗 
暢遊芬蘭滑雪渡假勝地~Ounasvaara 滑雪場，特別安排四小時初級滑雪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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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時滑雪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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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特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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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庫城堡 
探訪聖誕老人村，一睹傳說中聖誕老人真面目，團友更可在北極圈分界線拍照留念                   
  (更可贈獲「抵達北極」證書一張)，村內的聖誕老人郵局亦是必遊之處， 
  除了有多項設計精美的聖誕郵票及精品外，團友更可親手寄出，               
  印上世上獨有之聖誕老人村郵戳聖誕卡。 
特別安排:土庫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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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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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沉冰海 

 
 
 

天數 行程安排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城市 住宿酒店備註 12、13 

1 香港赫爾辛基羅凡尼米 ~ ~   

2 羅凡尼米~拉努阿 酒店早餐 ~ 豐富晚餐
拉努阿 
Ranua 

入住 
Holiday Village Gulo Gulo  

北歐複式小木屋(獨立桑拿及廚房) 

3 拉努阿~羅凡尼米 酒店早餐 馴鹿肉餐 豐富晚餐

4 羅凡尼米  酒店早餐 ~ 豐富晚餐

羅凡尼米 
Rovaniemi

連續 2 晚入住   
Glass Resort 

特色玻璃頂小屋酒店 
**此酒店房內均有獨立洗手間及浴室設備 

https://glassresort.fi/ 

5 羅凡尼米~凱米土庫 酒店早餐 豐富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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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庫~赫爾辛基 豐富早餐 ~ 豐富晚餐

7 赫爾辛基 酒店早餐 地道三文魚餐 豐富晚餐

赫爾辛基

Helsinki  
Scandic Hotel 或 

Holiday Inn 或同級 

8 赫爾辛基 酒店早餐 ~ ~  

9 赫爾辛基香港  旅途愉快 
*如因火車時間調動未能安排酒店早餐，將安排火車上享用早餐盒。 
*如不能安排入住行程單張上所述之城市酒店，則會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客人不得籍此要求退出或賠償。 
*如火車或郵輪航期調動或停駛，行程編排會按照其調動而作出更改，或改乘其他交通工具，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客人不得籍此要求退出或賠償。 
 

乘坐芬蘭航空往返 時差 飛行時間(以小時計)

去程 香港赫爾辛基羅凡尼米 AY100/AY531 2205/0540+1 // 0720/0850 約 13.35/1.30 小時 

回程 赫爾辛基香港 AY99   0005/1715 

慢香港 
5/6 小時 

約 12.10 小時 

*航班參考資料，一切以茶會公佈為準 

 
 

 
 

*日程表內所列之自費活動，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 
 

 
DAY 1    
香港 赫爾辛基 羅凡尼米 
Hong Kong Helsinki  Rovaniemi 
各團友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辦理離境手續後由專業領隊陪同乘搭芬蘭航空經赫爾辛基轉機飛往羅凡尼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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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羅凡尼米~拉努阿~拉努阿動物園(包入場)~北歐複式小木屋(獨立桑拿及廚房) 
Rovaniemi ~ Ranua~Ranua Wildlife Park~ Holiday Village Gulo Gulo 
拉努阿動物園:芬蘭最北端動物園，園區建於森林之中, 內有五十多種極地動物可以欣賞，如北極熊、貓頭鷹、馴鹿等。穿梭一片白雪茫茫的樹林,，戶外觀賞

動物，帶來一次特別的體驗。 
*如不能入住 Holiday Village Gulo Gulo，則安排改住羅凡尼米 Nova Skyland 小木屋酒店。 

 
 
DAY 3 
拉努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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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士奇狗養殖場~包乘坐哈士奇狗拉車及享用特色熱飲一杯~ Glass Resort 玻璃小屋酒店 
Ranua~ Rovaniemi ~Santa Claus Village~Arctic Circle ~ Reindeer Farm +Reindeer Ride~Husky 
Farm~Husky Ride ~ Glass Resort 
聖誕老人村:位於 66 度 33 分的北極線上，踏入它以北範圍，便進入地球之巔的北極彊土，那遙遠地域並不是人人有機會造訪，故此能到此一遊已是難得的「壯

舉」。所以遊過聖誕老人村，人們總不忘購買一份極地證明書,紀念自己曾來過這裡。證明書備有多種語文，閣下甚至可選擇中文的款式。聖誕老人村是世界著

名地標，來到那兒,當然想購買獨特的紀念品。位於村內的聖誕老人郵局天天訪客不絕，大家爭著選購紀念郵票、當地特產聖誕卡等。但最受歡迎的是從該處

出一張印有聖誕老人村郵戳的賀卡。 寄
 
馴鹿場:可使各團友深入瞭解拉普蘭人之生活習慣，以及北極圈內之馴鹿的各種生態。 

馴鹿雪橇：探訪北極圈馴鹿，特別安排乘坐馴鹿雪橇於雪地上飄移。 
*如因特別情況或天氣問題未能安排馴鹿拉車，每位團友均可獲退回港幣$300，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團。 

哈士奇狗:以 Husky 雪犬為題材的和路迪士尼電影~「極地雪犬」(Eight Below)於世界上各地上演大獲好評。Husky 這名字，原本是「魁梧」意思，它泛指不同

區域雪地的狼種工作犬。芬蘭拉普蘭常見的西伯利亞雪犬(Siberian Husky)較亞拉斯加雪犬的體型小，不過身高一船均達 51 至 60 釐米，體重亦有 16 至 27 公斤。

牠們長相酷似野狼，嚎叫聲音跟狼族也近似。這種狗最吸引人往往是一雙清澈別緻的眼睛，有時藍如鑽石有時褐如瑪瑙，偶爾亦有左右眼珠不同顏色的品種。 
*如不能入住羅凡尼米，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凱米(KEMI)。  
 
 

DAY 4 
羅凡尼米~Ounasvaara 滑雪場~包 4 小時滑雪體驗:『初級滑雪課程 90 分鐘+滑雪活動』(安排 4 小時滑雪用
具:包括雪杖+雪橇+雪鞋+滑雪衣服及登山吊車)~ Glass Resort 玻璃小屋酒店 
Rovaniemi ~ Ounasvaara Ski Resort~Ski Experience~ Glass Resort 
滑雪體驗:特別安排初級滑雪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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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時滑雪用具:包括雪杖+雪橇+雪鞋+滑

雪衣服+登山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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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5 
羅凡尼米~凱米~ SAMPO 三寶號破冰船*土庫(最古老芬蘭城市) 
Rovaniemi ~Kemi~ Sampo Arctic Icebreaker Turku 
SAMPO 三寶號破冰船: 該艘長 75 米，重 3540 噸的破冰船「三寶號」(Sampo)，至今載客已有四十多年歷史。「三寶號」乘容量達 150 人，主要由 12 月至 4
月，在芬蘭與瑞典之間的波斯尼亞灣(Gulf of Bothnia)北部結冰的水域行駛。駛入冰海，巨輪開始在冰封水域奮力破開通道，其實破冰船的主要竅門，在於船底

如圓刀的設計，和五千噸的重量。破冰船於前進時，把其重壓向厚達兩米的冰層，「圓刀」便順勢將它割開。跟著移動船身會與被破開的冰塊撞擊，發出震耳

欲聾的巨響，船身也為之震盪。乘客此時都爭在船頭目睹那人與大自然博鬥的壯觀場面，興奮處，大家禁不住替破冰船成功闖開海路而歡呼拍掌。當船抵達堅
冰層，更精彩是有機會穿上特製防水保暖橡皮衣，嘗試浮沉冰海滋味，過程絕對保證安全。投入苦寒水域的經驗人人試過難忘。 硬

 
土庫:位於芬蘭的西南方，不僅是芬蘭最古老的城市，也是瑞典統冶時期的首都，深受瑞典文化影響。市區內有建於 13 世紀的大教堂、貫穿市區利用運輸的奧

拉河、代表中央集權的城堡，以及物品交易熱絡的市場。在過去幾世紀以來，土庫遭逢戰爭、大火等侵擾不斷，經過 1827 年大火後，土庫幾乎成為廢墟，俄
國沙皇因此重新規畫土庫市鎮，並設計政府建築，包括東正教堂、市集廣場旁的瑞典劇院和天文台，令市鎮更富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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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別情況下未能安排入住行程中的(火車客房設有獨立洗手間及浴室)，將安排入住(其他客房設有公共洗手間及浴室)並退回每位 HKD200，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團。 
 
 

 
DAY 6 
土庫~土庫教堂~中世紀廣場~土庫城堡(包入場)~赫爾辛基 
Turku~ Turku Cathedral~ Old Great Square ~Turku Castle~ Helsinki 
土庫教堂:當 13 世紀士庫因貿易活動而興起時，這座石造大教堂就已成為人民信仰的中心，當時稱為聖母祝福教堂。1827 年一場摧毀整個土庫的大火，也將大
教堂塔樓和內部所有文物付之一炬，重建後的塔樓高達 101 公尺，使逼教堂成為土庫最明顯的地標。教堂內挑高 24 公尺，飾有美麗的壁畫圖案，大火後重建

邀請著名宮廷畫家 R.W. Ekman 繪製。土庫大教堂也是重要名人下殮的地方，包括歷任主教，以及皇后 Karin Mandsotter 等。 時
 
土庫城堡:1556 年瑞典國王瓦薩任命兒子約翰(DukeJohan)為芬蘭公爵，他和波蘭籍皇后 Katarina Jagellonica 在此過著奢華的宮廷生活，大肆擴建城堡，可說是
土庫城堡最輝煌的時期。1614 年城堡的主要建築被火燒毀，此後宮廷生活的重心都轉移到城堡的東半部，再度風光了數十年之久，直到 18 世紀成為監獄和倉

庫。經過二次世界大戰，土庫城堡更是完全成了廢墟，1941 年起開始重建工作，歷時 40 年才完成 160 個房間的重建工作，恢復中古時期的樣貌。1993 年成立

歷史博物館，展示芬蘭中世紀人民的生活實況，以及復原中世紀宮廷生活與用品等，並以模型說明城堡歷代的改變。現在有時重要的芬蘭國宴或聖誕晚宴，也
會在此舉行。 
*如不能安排入住赫爾辛基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許溫凱(Hyvinkaa)。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Old+Great+Square&spell=1&sa=X&ved=2ahUKEwi4oLP2zIT6AhX1plYBHW-8C-4QkeECKAB6BAgCE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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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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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Tempellakio Rock Church~ Sibelius Monument~ Uspensky Cathedral~ 
Helsinki Catherdral 
石 中教堂:建於石崖之內，採用最新穎設計，為 1969 年建築師設計之代表作。 

東正教教堂(外觀):金碧輝煌的烏斯別斯基東正教堂，深紅俄式外貌，裡面滿佈華麗傳統宗教裝飾，是北歐最大的東正教教堂。 
*如因特別情況下未能安排入內參觀石中教堂，將改為門外拍照，並退回入場門票費用 EUR 3，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團。 
*如不能安排入住赫爾辛基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許溫凱(Hyvinkaa)。 
 
 

DAY 8 
赫爾辛基~全日自由活動 
Helsinki~ Free at Leisure 
推介客人可自行前往赫爾辛基老市場(Old Market Hall):一幢有吸引力的建築，內部裝修保留了舊時期的風格。市場的佔地不大，內裡也有很多食材和小
餐廳，其中許多攤位提供海鮮、傳統的芬蘭菜、想瞭解一下地道的芬蘭食物就絕對值得來走一回。 

 
 
DAY 9 
赫爾辛基 香港 
Helsinki  Hong Kong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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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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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停留倫敦或赫爾辛基，停留附加費為$20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 
4. 凡持中國護照(PRC)客人，必須自備有最少兩次之有效英國入境簽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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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凡當日報名參加澳紐、美國、地中海、南非、歐洲、印度之團隊及當日申請停留延期返港，如於出發前 14 天(通知日期及出發日期日不計算在內) ，不能按顧客意願取得停留機位，本公司會

給予顧客退回團費及停留附加費; 若經本公司代辨簽証，則須扣除簽証費及手續費。 
     另外，(1) 凡客人申請停留日子(並不在當日報名同日申請) 或  
     (2) 當本公司通知顧客不能按意願取得停留機位，而顧客亦願意繼續等候或接受另擇其他停留日子，但如兩者之日子均未能成功確認機位 
     (1)&(2)顧客必須接受隨團同日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如顧客於出發前 14 日內(通知日及出發日不計算在內) 報名再申請延期返港，若航空公司 
   未能確認，顧客須跟團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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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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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如三人或以上之單數報名客人不願意預繳單人房附加費，須自動放棄半間房，即 3 人入住雙人房(以兩張單人床為主)，但客人仍需要補回火車單人房附加費HKD1000，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

退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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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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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必須清楚瞭解其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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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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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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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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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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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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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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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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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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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經濟艙之機位級別(Class)滿額而須提升更高之團體經濟艙級別(Class)，客人須補回額外附加費$500 至$3000 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21. 根據旅遊業監管局(旅監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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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可自行瀏覽旅監局網站(https:tia.org.hk/)。 
22.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23.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2023年3月21日」之團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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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為確保客人獲得適當保障，客人參加本公司旅行團，必須購買本公司提供之旅遊保險，保障範圍已涵蓋確診感染COVID-19 而引致之損失; 或客人必須持有個人旅遊保險，並確保其保障範
圍包括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須額外更改機票，延長酒店住宿等費用，保障金額不少於港幣$15,000，而醫療費用亦不少於港幣$1,000,000。 

   
更新日期: ENFF09(29092022)EUA_0321 取代 ENFF09(20092022)EUA_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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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芬蘭入境要求 
(適用於持有香港特區護照之人士) 

 

 
自2022年7月1日起，芬蘭政府取消對所有乘客的旅遊入境限制。 
https://www.visitfinland.com/en/practical-tips/covid-19/ 
 
https://thl.fi/en/web/infectious-diseases-and-vaccinations/what-s-new/coronavirus-covid-19-latest-updates/travel-and-the-coronavirus-pandemic#ar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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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 W-Finland (08072022) 

 



 

      
 

長線(北歐)自費節目參考收費表 *參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所有自費活動純屬介紹，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建議客人不可用該自費活動，作為報團之主因                                      生效日期:2023 年 2 月 15 日起 
 城市 自費活動項目 活動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人數 
費用(歐羅 EUR) 不參加之安排 成人價目 小童價目 來回交通 接送 

來回交通 接送 
如行程中有自由活動，安排交通來回酒店及市中心  － 

 

 － 

 

15-19 人人人人 EUR25 (19人或以下) 

EUR20 (20人或以上) 大小同價 

於街頭 拍照或 自由活動 

20人人人人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 

哥本哈根 【丹麥】 
費德烈 城堡 被譽為丹麥最美麗城堡。城堡由二座主要建築物及人工湖上之橋樑相連而成,氣勢雄偉。當中之『皇家教堂』，是皇室傳統加冕之地方,城堡現已改為博物館予遊客參觀。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 1 小時 45 分鐘 10 人人人人 EUR 50 EUR 45 克倫波 城堡 城堡乃“莎士比亞"著名舞台劇 r 哈雷姆特』故事起源地。城堡由『佛德烈二世』興建,富麗堂煌之裝飾及價值不菲之珍藏，嘆為觀止。(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 1 小時 1 小時 10 人人人人    EUR 40    EUR 35    提佛利遊樂園 建於 1843 年，位於市中心，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遊樂園之一，是丹麥老少咸宜的一個著名遊玩地方。 2 小時 30 分鐘 10 人人人人 EUR 45 嘉士伯啤酒博物館 博物館是嘉士伯啤酒廠的一部分，在老嘉士伯廠原址上所建。整個參觀行程是按照啤酒的釀制過程設計的，采用了圖釋、影像等手段，遊客基本可以對釀酒有一個初步的認識。另外，酒廠至今還保留著 11 匹好馬，用於運送啤酒秀，隨著工廠的發展，也許總有一天它們也將退出歷史舞臺，但是它們在嘉士伯成長的過程中曾經擔任過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說是歷史的“見證人”。從二樓收集的二萬多只啤酒瓶開始參觀，了解酒廠的歷史和發展情況。 1 小時 30 分鐘 10 人人人人 EUR 40 

律勒 【瑞典】 加默爾斯塔德教堂村 （瑞典語：Gammelstads kyrkstad）是瑞典北博律勒附近的一個小鎮。它完整地保留了早期教堂村莊的特點，於 1996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 加默爾斯塔德教堂村在律勒河上游 10 公里處。這些房子最初建立的原因早期瑞典教區的面積非常大，14 世紀加默爾斯塔德教區所轄面積差不多是現在整個北博滕省地區。週末和宗教節日的時候，附近村莊的禮拜者來到這裡的教堂做禮拜，由於距離遙遠且交通不便，不能當天回去而住在這裡。後來除了宗教節日，其它時候房屋的主人也經常來小住幾天，商業也發展起來。 17 世紀，加默爾斯塔德初步形成現在的教堂村。如今小鎮共有 424幢木頭房子，圍繞著一座建於 15 世紀早期石頭教堂。教堂現在用作社區服務。 1 小時 45 分鐘 
15 人或人或人或人或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EUR 30 (大小同價) 

斯德哥 爾摩 【瑞典】 
德寧翰宮 方形小城堡的瑞典皇宮是閻王辦公和舉行慶典的地方。建於 17 世紀,共三層高,於 1690 年建造,花了 65 年,是瑞典著名建築學家特裏亞爾的作品。正門由兩隻石雕獅子分立兩旁。皇宮四壁有許多精美的浮雕,皇宮華麗的大廳裹,壁上掛著大帽的歷代國玉和皇后的背像畫,穹頂有雕刻和絢麗的繪畫,有的室內還陳設著古代的戰車兵器、珠寶飾物、金銀器血和手持長矛、全身披掛著鋼盔鐵甲的中世紀騎士實體模型。王宮衛隊穿著傳統衣著,非常威風。(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 1 小時 45 分鐘 10 人人人人    EUR 45    EUR 40    斯德哥爾摩皇宮 斯德哥爾摩皇宮是位於斯德哥爾摩老城北部的瑞典王宮。它的歷史始於中世紀，雖然現時王室已經搬出到郊外的卓寧霍姆宮，但斯德哥爾摩王宮仍是瑞典國王的官方居所。 除了用作王室居所的樓層外，王宮其餘部份也有作參觀或收藏用途，如古斯塔夫三世文物館寶藏展覽廳、軍械展覽廳和位於地底的三王宮博物館等。 1 小時 45 分鐘 10 人人人人 EUR 45    EUR 40    Skansen  戶外博物館 具有百年歷史的瑞典斯坎森露天博物館,它是世界上第一家露天博物館;並以一種“活態”的展示方式改變了傳統博物館的概念。這座博物館不是依附一幢建築並在其內部進行收藏展示,而是以多種傳統建築、街區、歷史實物以及特定自然環境共同營造的一種開放式展示場所。(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 45 分鐘 45 分鐘 10 人人人人    EUR 40    EUR 35    華莎戰船 博物館 該船於中世紀時，利用天然木材所製造，設計別具一格，而博物館內更設建造時之史及建造過程，讓你一目了然。 1.5 小時 半小時 15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 40    EUR 35    

10-14 人人人人 EUR 60 EUR 55 斯德哥爾摩遊船 乘坐斯德哥爾摩遊船欣賞斯德哥爾摩沿岸醉人景色。 45 分鐘 30 分鐘 10 人人人人 EUR 30 赫爾辛基 【芬蘭】 芬蘭堡 芬蘭城堡建在赫爾辛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島上,是芬蘭最為重要及著名的景點，也是赫爾辛基市外海上璀璨的明珠。芬蘭城堡建於 250 多年前,是現存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要塞。在 1991 年，芬蘭城堡就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受到了保護。(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 1 小時 45 分鐘 

15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 35    EUR 30    
10-14 人人人人 EUR 55 EUR 45 鮑渥 是芬蘭第二的古老城市。14 世紀中期，瑞典國王下令開發此地，至今已有超過 680 年歷史 中世紀的建築群、蜿蜒曲折的街道、宏偉的教堂依舊如新，築成了鮑渥的面貌，彷彿整個城市沒有經歷過時間的洗禮，遊客來到鮑渥會有置身中世紀北歐的感覺。 1 小時 45 分鐘 

15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 40(大小同價) 

10-14 人人人人 EUR 50(大小同價) 塔林 【愛沙尼】 塔林古城 遊覽 愛沙尼亞共和國首都塔林(Tallinn)位於'愛沙尼亞西北部波羅的海芬蘭灣南的里加灣和科普利灣之間,歷史上曾一度是連接中、東歐和南、北歐的交通要衝,被譽為『歐洲的十字路口』，塔林三面環水，風景秀麗古樸，是北歐唯一一座保持著中世紀外貌和格調的城市。 2 小時 30 分鐘 10 人人人人 EUR 130 EUR 120   



 

*參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所有自費活動純屬介紹，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建議客人不可用該自費活動，作為報團之主因 城市 自費活動項目 活動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人數 

費用(歐羅 EUR) 不參加之安排 成人價目 小童價目 
洛士托/ 羅凡尼米/ 伊萬洛/ 薩利色卡 【芬蘭】  

雪地摩托車 體驗之旅  (日間/晚間)費用:出發前細意安排禦寒衣物，乘專車前往營地後由專人介紹駕駛技巧。駕駛途經天然美麗的環境，享受漫天雪地飛馳之感覺，更於中途安排熱飲及可於休息途中拍照留念。晚間之旅，更有機會於黑夜中親眼目睹夜空中灑落的神秘光束-北極光，整個行程共約 2小時。 (*根據當地法例，客人必須持有效國際駕駛執照方可 駕駛雪地摩托車) 2 小時 1 小時 10 人人人人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EUR 210 (每人一車)/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EUR 170 (二人一車) EUR 150 (沒有駕駛執照之 成人及小童 必須與當地人員 同坐) 

於街頭 拍照或 自由活動     

追蹤北極光 之旅 於黑夜中安排乘坐專車到達北極圈遠足區。安排雪鞋徒步從這裡走進有機會搜索北極光之處，如天氣晴朗，有緣更可能看到北極光舞動於天空。更於中途安排熱飲及可拍照留念，及後安排專車送返酒店，整個行程約 1.5 至 2小時(此活動需視乎天氣而定) 1.5 小時至 2 小時 
1 小時 10 人人人人 

EUR 150 (大小同價) 浮冰體驗之旅 (包熱飲一杯) 把自己浸入到冷凍的湖水，放鬆瞭望著天空！如果天氣晴朗，我們可以看到美麗的星星，甚至可能會驚嘆壯觀的北極光。這是一種具有高品質的導向式的體驗，保溫衣服涵蓋你的整個身體，保持乾爽並絕對安全。可以真正體驗異國情調的傳統北極浮泳。(包專車接送) *註:小童需達到身高 150cm 及體重 45kg 才可穿浮衣暢浮冰海。 *名額有限，建議客人於報名時或茶會前先預留位置，領隊出發前通知確認人客。 30 分鐘至 

1 小時 1.5 小時 8 人人人人 
EUR 140 (大小同價) 奇妙流動玻璃屋之旅 客人會安排躺在一個提供暖氣的流動玻璃車卡(車卡內提供枕頭被鋪)，欣賞北極光有專人會負責駕駛雪地摩托車在冰湖上飛馳。 *名額有限，建議客人於報名時或茶會前先預留位置，領隊出發前通知確認人客。 30 分鐘 1 小時 10 人人人人 

每輛每輛每輛每輛 EUR 220(二人一車)/         每輛每輛每輛每輛 EUR 170(每人一車) 北極光雪鞋行 之旅 從酒店出發，在工作人員帶領下徒步走到酒店或河流附近之森林區，如遇天氣晴朗，有緣更可能看到北極光或小動物；整個行程約 1.5 至 2小時(此活動需視乎天氣而定及只適合 12歲以上之客人參與) 1.5 小時至 2 小時 1 小時 10 人人人人 EUR 90 奧斯陸 【挪威】 民族博物館 這裡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博物館，位於市中心一水相隔的比格島上，內裏有許多從別處移建來的中世紀木結構教堂、住宅、作坊和馬廄等。博物館的講解員身著古代民族服裝，遊客猶如返回幾百年前的世界。博物館集中展示整個挪威的民風、傳統生活方式，包括從全國各地原物移來的一百七十座古式民間建築，展品二十三萬件，此外還有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的城市建築，例如舊式加油站等。 1 小時 30 分鐘 10 人人人人 EUR 40 EUR 35 前進號博物館 館內擺放昔日挪威探險家羅爾德·阿蒙森南極探險時乘搭的帆船「前進號」，旅客可以走進船內參觀船員生活的倉房、娛樂活動室，以及船內設備等。 1 小時 30 分鐘 
15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30 EUR20 

10-14 人人人人 EUR35 EUR25 挪威國家博物館 這是北歐地區最具規模的博物館，於 2022年 6月開幕，樓高三層，約有九十個展覽廳，可輪流展出博物館大約四十萬件藏品中的六千五百件精選作品。蒙克的《吶喊》被視為此館的鎮館藏品，挪威女皇的加冕禮服也是博物館內的珍藏文物。 1 小時 30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35 EUR25 洛恩 【挪威】 洛恩空中纜車 洛恩空中纜車是全世界最陡峭的空中纜車, 乘坐洛恩空中纜車是探索挪威峽灣美景最快速而便利的方式。乘客由挪威峽灣到達霍文山（Mt. Hoven）山頂(1011 m)只需五分鐘, 就可以欣賞到令人屏息的全景峽灣風光。 1 小時 30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75 EUR45 古凡根 【挪威】 斯泰格斯坦 觀景台 觀景台位於冰川峽灣之上 650 米，在峽灣壁上向外延伸出 30 米的瞭望台，讓游客可遠眺整個峽灣的全景，看到峽灣、山巒和周圍的景色。 45 分鐘 30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35(大小同價) 弗洛姆 【挪威】 維京村 維京村呈現了 1,000 年前維京人的生活，裡面住著各年齡階段的維京人。村莊內展示了維京人的傳統工藝，遊客亦可參與投擲斧子或射箭活動。 1 小時 30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45 EUR35 米湖 【冰島】 米湖室外 天然溫泉 米湖室外天然溫泉是一個自然保護區，擁有一個獨特的生態系統。這座高雅設計的複雜建築擁有百年曆史的傳統，為游泳者提供一種完全自然的體驗。 1 小時 30 分鐘 2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55 EUR55 冰島騎馬樂 冰島馬是世上最純潔血統的馬匹種類。約在 1200 年前由北歐運到冰島。冰島馬體型小，髮型傲嬌，顯得更為可愛，以及其步法花樣多，訓練良好，更是世界上較為順良，因此很適合第一次騎馬的大人和小孩。 30 分鐘 30 分鐘 15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130 EUR130 雷克雅維克【冰島】 觀鯨之旅 登上遊船開始尋找海中的鼠海豚、小鬚鯨及座頭鯨難忘之旅。船上亦有提供特別的保護衣物，但建議客人攜帶帽子、圍巾及手套等，以獲得更佳的保暖效果。客人可於船艙內一邊享受熱飲，一遍觀賞窗外景色。 《包括當地（船上）講解員》 3 小時 海上暢遊 45 分鐘 2 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190 (大小同價) 雷克雅維克 直升機之旅 直升機高空俯瞰冰島首都，亦是冰島最大城市雷克雅維克。沿途可欣賞大小不同的屋頂，隨後飛往首都的南北兩端。觀賞首附近的城鎮及鄉村。於這裡機會目睹（遠眺）廣泛的熔岩地及火山口  **註：由於座位有限，客人體重如超過 120kg（265lbs），須額外繳付 EUR 175（座位費）** 15-20 分鐘 於直升機上 30 分鐘 2 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400 EUR300 北極光追蹤 (巴士) 於黑夜中安排乘坐專車到達北極圈。安排雪鞋徒步從這裡走進有機會搜索北極光之處，如天氣晴朗，有緣更可能看到北極光舞動於天空。中途可拍照留念，及後安排專車送返酒店。《包毯子、雪鞋及酒店接送》  1.5-2 小時 30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80 EUR80 雷克雅維克 北極巡航(遊船) 北極光巡航 Aurora Borealis 遠離城市的燈光，使北極光能在黑暗下展現。《包保暖外套及酒店接送》  2-3 小時 30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105 EUR105 朗格冰原 【冰島】 朗格冰川大雪 車及藍冰洞 自然奇觀 Langjokull 冰川是冰島第二大冰川，冰洞只有在冰河收縮和河水凍結的冬季形成。每年，新的洞穴會在同的地方形成。通過冰隧道，可以在旅程中看到一個驚人的冰洞，將高達 300 米的冰蓋擴散到固體冰蓋中。冰的藍色光。你走越深，冰越藍，甚至可能看到內部的冰教堂！參觀冰洞後，我們將回到雷克雅維克。《包禦寒衣物及雪鞋》 《包來回接送及包午餐》 **由於冬季每天舉辦約兩班，故名額有限。按先後次序排列，先訂先得，額滿即止。 **冰洞是一個不斷變化的自然現象，因此是不可預測的。我們將根據安全和其他條件決定參觀的冰洞 全程約 9 -10 小時 1 小時 45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350 EUR350 藍冰洞自然 奇觀 由導遊帶領下參觀於瓦特冰川之下的藍冰洞，親身體驗冰川的壯麗及震撼，是一生難忘的經歷。 1.5-2 小時 2.5-3 小時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160 EUR160 斯奈菲爾 【冰島】 吉普車追蹤 北極光 由專人帶領下乘坐吉普車遠離市區黑夜中穿梭，追蹤觀賞極光的最佳他點。極光是一種自然現象，一般出現在寒冷、晴朗的冬夜，顏色從黃綠色到藍色、紅色、粉色、紫色，甚至是白色。 4 小時 1 小時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180 EUR180 傑古沙龍 冰川湖 【冰島】 乘水陸兩用  觀光船  穿上救生衣及登上特製水陸兩用觀光船，暢遊舉世知名，多部著名荷里活電影拍攝場地之傑古沙龍冰山湖，除船上有專業英文講解員，亦可近距離目睹千萬年冰山，歎為觀止，畢深難忘。有機會更可一淺嚐由講解員從冰山拔掉出來之冰塊，固中樂趣，更添旅程無限回憶。  備註：  1)由於每天限定班次及人數，故名額有限，按先後次序排列，先訂先得，額滿即止。 2)此活動適用於每年約 4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出發團隊，按當時天氣及冰山湖最終實際情況而定。 25 分鐘 ~ 2 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85 (大小同價) 法羅群島 韋斯特曼鳥崖 <乘船觀鳥> 是法羅群島很著名的旅遊景點，每年都會有很多遊客乘船至此觀賞。韋斯特曼鳥崖是法羅群島最好的觀鳥去處，這裡聚居著很多鳥類， 包括有海鷹、海鳩、管鼻藿、三趾鷗等，成為了鳥兒歡樂的天堂。 2 小時 45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70 EUR50 本土啤酒廠 Foroya Bjor 參觀法羅群島本土啤酒廠，認識其啤酒及其他本地出產的酒精飲品的歷史，並可以親嚐本地啤酒。 1 小時 30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50(大小同價) 海岸探索之旅 登上高速快艇(12 人一船)遊覽馬島(Hestur)海岸範圍，欣賞高聳 宏偉的玄武岩石柱，更有可能看到棲息於峭壁之上的海鸚，也會 探索天然形成的石洞，如天氣許可，更會駛入洞穴之中探險， 刺激之餘能感受大自然的奇妙。 1.5 小時 30 分鐘 10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 

EUR100  (大小同價) 註註註註:1)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自費活動細則: 
1. 為使團友能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領隊及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 

2. 自費活動之收費按節目性質而訂，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券、司機的超時工作等，請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詢。 

3.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年齡等)計算。 

4. 各項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在參加活動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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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須承擔因參與自費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5.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6. 如客人計劃參加此自費活動表以外之項目時，可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詢，領隊或當地導遊只提供資料供客人自行作出安排。 

7.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8.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9. 如因天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 15 人(視乎情況而定)，又或非控制範圍內(包括遇到國慶日及公眾假期)行程會改期或取消。所有自費項目，須以安全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領隊或當地導遊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 

10. 以上價目表內之費用，只供參考，如有更改，均以當地收費為準。 
   更新日期: N-EURO-OPTION-LIST(15022023)EUA取代 N-EURO-OPTION-LIST(061219)EUA 



 

 

 

 

航空公司停留指南~歐洲 
                                  生效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起 
 英國航空團隊（BA）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 9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如客人延長機票有效期至 180 天，費用為$4500 

2. 停留附加費：停留行程尾站歐洲城市或中轉站倫敦，需補附加費$2200 （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更改回程地點：如更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需補附加費$2400，如更改回程尾站後，再欲停中轉站倫敦，需補停留附加費及更改回程費用合共$4100 (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                 

4. 英航特惠機票：倫敦至英國任何城市，每段收費為$25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倫敦至歐洲其它任何城市，每段收費為$25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客人自備國際機票，若欲經本公司代訂有關團隊內陸機票，每段收費為$25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5. 提前離港：如客人提前離港（Early Departure），需補附加費$2200 

6. 尊貴世界旅遊者（World Traveller Plus）可乘坐尊貴世界旅遊者客位附加費為$96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尊貴世界旅遊者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7.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可乘坐商務客位，附加費為$30000-$350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德國漢莎航空團隊（LH）             

1.  機票有效期 : 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 停留行程尾站附加費為$2200，停留中轉站法蘭克福或慕尼黑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欲停留行程尾站後再停留中轉站法蘭克福或慕尼黑，停留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停留及更改回程地點：如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停留附加費$2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 

4.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法蘭克福或慕尼黑/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瑞士航空團隊（LX）            

1.  機票有效期 : 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 停留行程尾站附加費為$2200，停留中轉站蘇黎世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欲停留行程尾站後再停留中轉站蘇黎世，停留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停留及更改回程地點：如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停留附加費$2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 

4.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蘇黎世/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法國航空團隊（AF）                  

1.  機票有效期 : 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 停留行程尾站附加費為$2200，停留中轉站巴黎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欲停留行程尾站後再停留中轉站巴黎，停留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停留及更改回程地點：如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停留附加費$2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 

4.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巴黎/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荷蘭皇家航空團隊（KL）  

1.  機票有效期 : 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 停留行程尾站附加費為$2200，停留中轉站阿姆斯特丹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欲停留行程尾站後再停留中轉站阿姆斯特丹，停留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停留及更改回程地點：如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停留附加費$2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 

4.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阿姆斯特丹/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芬蘭航空團隊（AY）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行程尾站附加費為$2100，停留中轉站赫爾辛基附加費為$21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芬航特惠機票：赫爾辛基前往歐洲任何城市，每段收費為$21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4.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3000（只適用於香港/赫爾辛基/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土耳其航空團隊（TK） 

1.  機票有效期 : 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45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行程尾站或中轉站伊斯坦堡，附加費為$20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伊斯坦堡/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阿聯酋航空團隊（EK）  

1. 機票有效期 : 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45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 停留行程尾站附加費為$2200，停留中轉站杜拜或曼谷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欲停留行程尾站後再停留中轉站杜拜或曼谷，停留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停留及更改回程地點：如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停留附加費$2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 如欲停留更改回程於其它歐洲城市地點後再停留中轉站杜拜或曼谷，停留附加費為$32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4.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杜拜/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卡塔爾航空團隊（QR） 

1. 不設停留。 

 -----------------------------------------------------------------------------------------------------------------------------------------  中國國際航空（CA）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行程尾站附加費為$1500，另需補回當地場機稅及燃油附加費;如停留行程尾站後，再欲停留中轉站北京，需補停留附加費$1500及停留北京附加費$15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備註 

1. 以上一切資料以報名時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上述費用只適用隨團出發之客人。如自備國際機票之客人則不適用。 

3. 停留機位之回程日子須於出發前訂妥，如機位已確定不能再作任何更改。 

4. 如更改回程尾站，客人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該回程地點 

5. 停留機位及商務客位確定與否，則視乎航空公司安排。停留機位及商務客位在出發前一經確認，不能再作更改， 但如未能確認，團友便須跟團返港，團員不得藉故反對及退出，而其已繳付之停留及升級費用將獲退回。如堅持退出者其已繳付之款項將不獲退還。 

6. 根據航空公司條例，如出發後自行放棄乘坐其中一段機位，往後的機段(機位)會自動取消。故此，客人如有以上更改，必須出發最少 15 天前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7.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機位級別(class)，代訂特惠機票或提升團體商務客位級別滿額而須提升更高級別，客人須補回額外附加費$500 至$3000 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8. 凡報名參加歐洲團隊之顧客，如報名即時或同日申請停留延期返港(需於出發前 14 天，報名日及出發日不計算在內) ，若未能按顧客意願取得停留機位，本公司可退回團費及停留附加費給予顧客; 如若經本公司代辨簽証，則須扣除簽証費及手續費。 

9. 但;(1) 如客人辦理停留手續不在報名即時或當日申請，而結果不能按顧客意願取得停留機位者或(2) 當本公司通知顧客不能按意願取得停留機位，但顧客願意繼續等候消息或接受另擇其他停留日子，若然最終的結果兩者均未能成功確認機位者(1)&(2)顧客必須接受隨團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10. 如顧客於出發前 14 日內(通知日及出發日不計算在內) 方作出申請延期返港，若最終停留機位的結果航空公司未能確認，顧客必須隨團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更新日期: E-EUROPE-PRICELIST(16032023)EUA取代 E-EUROPE-PRICELIST(16022023)EUA 



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報名手續及繳款方法: (1)  旅客須出示有效的旅遊證件及身份證明文件。旅遊證件有效期須超過六個月，以團 隊回程⽇期起計。因證件失效未能出入境⽽引致之⼀切損失，須由旅客⾃⾏承擔。 (2)  訂金收費:     線路                              平日(每位)              旺季(每位) 本港遊                             全費                   全費 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300                HK$500 中國及東南亞 (日本除外)            HK$1,000              HK$2,000 日本                              HK$2000-3000         HK$6000  郵輪(東南亞)                        HK$2,000              HK$4,000 ⻑線及⻑線郵輪                    HK$4,000-6000         HK$8,000 ⻑線包括以下國家及地區：歐洲、澳紐、美加、地中海、俄羅斯、非洲、南美洲、 高加索、馬爾代夫、不丹、中東、印度等。 **旺季時段以本公司公佈為準。 **個別線路之訂金或有所不同，以報名時公佈的金額為準。 (3)  旅行團餘款須於出發前 10 天繳清，日本/⻑線旅⾏團餘款則須於 21 天前繳清；如加班團及旺季時段則須於出發前 21 天繳清; 郵輪團餘款則須於出發前 120 天前繳清，逾期者訂金作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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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支票必須為香港之銀行發出，並要劃線及抬頭請註明“Miramar Travel Limited”或“美麗華旅遊有限公司”，並須於 10 個⼯作天前繳交⽅能接受，⽽⻑線旅⾏團則須於 15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 (5)  鑑於外幣浮動、燃油漲價、稅項調整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 (6)  燃油附加費、稅項或其他徵收服務費，以出票當日航空公司或相關機構之最後公佈 為準，本公司將向客人退回多收之差額，或向顧客追回因外幣浮動而增加之差額費用，並須於出發前繳付。(全包價之旅行團產品除外)。 (7)  全包價旅行團產品已包括：團費、燃油附加費、稅項、其他徵收費用服務費及隨團工作人員服務費，若有關費用有任何調整，包括上升或下調，本公司將不會追收或退回有關款項。 (8)  本公司不會接受未滿 16 歲的人士，在未有成人陪同下參加本公司的旅行團。未有成人陪同而年齡介乎 16 至 18 歲之間的旅客，必須與父/⺟/合法監護人到分行辦理報團手續，並填妥「18 歲以下人士參團同意書」及提交參團者出世紙副本及其⽗、⺟或合法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 (9)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與客人的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  考之用。 (10) 報名時必須提供緊急聯絡人的姓名以及有效的電話號碼，否則本社不會接受報名， 敬請見諒。 (11)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二)  團費內容: 包括: (1) 機票 – 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不適用於提供經濟客位以外之團種)。 (2) 住宿 – 行程表所列或同級酒店，並以 2 人共用 1房為原則。如閣下報名時人數為單數            而無法與其他團友共用 1雙人房間，本公司有權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3) 交通工具 – 如行程表所列。 (4) 膳食 – 如行程表所列。 (5) 遊覽節目 – 如行程表所列。 (6) 行李 – 每人寄艙行李 1 件及手提行李 1 件。重量及體積以海、陸、空之交通供應商  之規定作準。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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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旅遊證件、各國入境簽證及針痘紙費用。 (3) 個人旅遊保險。 (4) 各國機場稅、海關課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及行李超重等費用。 (5) 行程表以外之觀光節目及自費項目。 (6) ⼀切私⼈性質的費⽤，如洗衣、電話、電⼦通訊、汽⽔、酒類、醫療、酒店服務員之服務費等。 (7) 行程內於當地餐廳用膳期間的飲品或飲用水。 (8) 延期逗留者住宿或機場之接送費用、更改機票手續費、單人房附加費、提升機位等級或其他相關之費用。 (9) 因罷⼯、颱風、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交通延誤、旅客私⼈理由及⼀切突發情況所引 致之額外費用。 (10) 付予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司機、郵輪上服務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費。旅客須  於旅遊當地或郵輪上繳付有關服務費。  服務內容如下:   與航空公司、酒店、車公司或地接社代表接洽，落實旅⾏團之⼀切膳食、住宿、交通及活動安排。集合團友、確保機位、協助旅客辦理過關、登機及領取行李手續。辦理酒店入住及退房手續、分配酒店房間、喚醒提示。介紹當地風土人情等。 (11) 旅行團服務費的金額已詳列於行程表及旅客須知，請細閱有關內容。如旅客對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表示滿意，亦可給予額外的服務費，以示獎勵。  (三)  旅遊證件及簽證須知: (1)  旅遊證件有效期必須超過六個月 (以回港日期計算)。 (2)  回鄉証有效期以回程出境日期計算。 (3)  旅行團途經中國或澳門，小童（11 歲或以下），須連同有效旅遊証件或回港證出發。 (4)  如需代辦簽証，旅客須於報名表列明的指定日期內繳交旅遊證件，相片及所需文件，逾期責任自負。 (5)  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不能如期出發或需改往其他地方，若證件已經由本公司遞交領事館辦理，簽證費及手續費恕不發還。  (四)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本公司如非因迫不得已理由(外遊)而於外遊旅行團出發前取消該旅行團，會按下述 方法向顧客發出通知:      (a)(取消三日或以下的旅行團)最少於出發前⼀⽇通知顧客(通知顧客及出發當日均不計);      (b)(取消四日至九日的旅行團)最少於出發前七日通知顧客(通知顧客及出發當日均不計);      (c)(取消十日或以上的旅行團)最少於出發前十四日通知顧客(通知顧客及出發當日均不計)。 (2) 報名後，若旅客因任何理由⽽取消訂位或更改出發地點、⽇期或旅客姓名等，⼀律視作取消訂位論。本公司會根據下列方法扣除有關費用(以下費用按每人每次計算): 旅行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郵輪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轉名、轉團、取消、退團或取消 30 天以上 91 天以上 扣除全數訂金 15 天-29天 61 天至 9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50%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8 天-14 天 31 天至 6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75%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7 天內 30 天內 扣除全數已繳付之費用 農曆新年、復活節、聖誕節、暑假等旺季期間及加班團，⼀經報名，均不能更改或取消，否則，其所有已繳付之費用將被扣除。 (3)  如改期或轉團後之新團費與原本團費有差異，旅客須補回差額。 (4)  旅客須攜同收據正本，親身到分行辦理取消訂位或更改資料的手續，電話及電郵通知 恕不受理。  

 (5)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宿等)，當作自動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所繳費⽤⼀概不會獲發還。   (五) 根據旅遊業監管局關於持牌旅行代理商『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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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可選擇保留團費六個月或支付下列手續費、退票費後退回團費 團種 手續費(每位) 本港遊及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50  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旅行團(日本除外) 5 天或以下 HK$300 6 天或以上 HK$500 日本線旅行團 HK$500 ⻑線旅行團 HK$1000 郵輪團 HK$1000 或按郵輪公司公佈(以較高者為準)  退票費 退票費: 如旅行團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交通服務供應商堅持徵收退票費，旅行社為客人安排退款時，可向客人收取退票費的實際金額 *如旅⾏團跨省或跨國，⼿續費按較⾼或最⾼⼀地計算 *『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佈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  (六)  免責條款： (1)  旅行團所採用為團體交通票，旅客必須跟團往返。旅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餘下之費⽤概不發還，離團後之責任⾃負，⼀切後果與本公司及其委託之機構無關。如旅客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趕上預先安排的交通或住宿、間接或直接之費用或損失，客人需自行承担。 (2)  如旅客在出發前要求自行出發、個別返港，本公司定當樂意協助，條款請參閱其報名出發的行程表。但交通安排不論確定與否，則視乎交通供應商之最終決定，間接或直接之費用或損失，客人需自行承担，本公司概不負責。 (3)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車票、住宿或觀光項⽬，均屬團體訂位，⼀經在香港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未能使⽤者，⼀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4)  如遇本公司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如交通延誤、天災、戰爭、政治動盪、天氣惡劣、颱風、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工業行動影響、證件遺失、罷工等，必須將行程更改，或取消任何⼀項旅遊節⽬，⽽所引致之額外⽀出或損失，必需由旅客⾃⾏承擔及支付。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要求退還或賠償未完成行程之費用。 (5)  即使旅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或旅遊證件，⽽於入境時仍遭當值之移⺠局海關⼈員拒絕入境，其責任與本公司無關，⽽餘下之旅程費⽤亦將不獲發還。⼀切因此⽽引起的額外費用，如交通、住宿安排等須由旅客⾃⾏承擔，本公司⼀概不會負責。 (6)  在特殊情況下，本公司有權在啓程前或出發後取消或替換任何⼀項旅遊項⽬、亦有權縮短或延⻑⾏程。在此情況下，費⽤將酌情增減，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7)  如郵輪航行中，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船公司或本公司不會作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8)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行程之項目，並不會因此而作出補償，各參加者不得異議。 (9)  登船地點及郵輪停泊港口如有更改，⼀切以郵輪公司安排為準。 (10) 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住宿、膳食點、旅遊觀光點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司擁有、管理或操作。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或代上述服務機構簽發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服務機構預先擬定的規則條款簽發。旅客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根據當地法律向擁有、管理或操作有關交通工具、住宿、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概不會負責。旅客可向本公司查詢有關服務機構之資料。 (11) 如客人遇上突發情況或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團隊的行程，本公司須考慮當時環境及情況，並顧及其他團員的安全與利益等因素下，方決定領隊 / 導遊是否陪同該客人逗留當地並予以協助，客人不得異議及藉此要求賠償。此外，在客人出現突發情況下或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旅行團的行程，餘下未有使用的景點觀光、行程、酒店住宿、餐飲、交通及航班安排等，⼀切由客⼈承擔，本公司不會作任何退款或賠償，另如客⼈需要本公司職員於途中或完團後提供協助，當中衍⽣之額外開⽀，⼀切由客⼈承擔。 (12) 旅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嚴禁攜帶違禁品，違例者須⾃⾏負上⼀切責任。 (13) 所有住宿根據行程安排，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並給予同等級之住宿。                               (14) 如遇人數不足 15 人或旅行控制範圍以外之特殊情況，本公司有權不派隨團領隊出發或取消團隊。 (15)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16) 任何旅客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或在行動，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領隊有權視乎具體情況取消其隨團資格並無須發還任何費用，而受該旅客監護之 18歲以下同⾏旅客亦須⼀併離團，其離團後之⼀切活動，⼀概與本公司無關。 (17)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 http://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下，顧客決定不離港外遊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代旅行團。 (18) 如客人於出發前或行程途中，因其個人或同行者感染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病」而導致行程延誤、行程取消、行程更改等，而未能跟隨旅行團的行程，未有使用的景點觀光、⾏程、酒店住宿、餐飲、交通及航班安排等，⼀切由客⼈承擔，本公司不會作任何退款及賠償，另如客人因行程途中感染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病」而需要本公司職員提供協助，當中衍⽣之額外開⽀，⼀切由客⼈承擔。  (七)  旅客參與行程中活動及自費項目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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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中各項活動及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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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決定是否參加，不可單靠第三者的意見及推介。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引致的⼀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2)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概不會負責。 (3)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4)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或服務提供者進⾏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概不會負責。  (八)  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1)  遵照旅遊業監管局指示，旅行團收據上有 0.15%印花費，為旅客提供保障。 (2) 『旅遊業賠償基金』為顧客因旅行社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隨團旅遊，可申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3)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弄至傷亡之團員，提供 經濟援助。 (4) 深圳集散 1 天團，並不列入旅遊業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保障。 MT-T&C-1403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