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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波羅的海【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每位收費(歐羅)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冰雪歷奇之旅 出發前細意安排禦寒衣物，乘專車前往薩米人營地，在穿著傳統服飾的拉普蘭人帶領下進行橫度北極圈之儀式 (頒發證書) 。及後可試玩多項雪上精彩活動，包括駕駛馴鹿拉車、乘雪橇、冰上釣魚等。活動當中包享受熱飲。 

2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0分鐘 8人或以上 EUR 140 大小同價 
酒店或附近街道 自由活動 

羅凡尼米 / 伊萬洛 / 薩利色爾卡 追蹤北極光之旅 於黑夜中安排乘坐專車到達
Vaattun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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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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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分鐘 8人或以上 EUR 120 大小同價 酒店自由活動 凱米 / 伊萬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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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分鐘 8人或以上 EUR 95 大小同價 酒店自由活動 

15人或 以上 
EUR 35 EUR 30 

芬蘭 赫爾辛基 芬蘭堡 北歐最大的海軍堡疊，建於十八世紀末。在島上有博物館介紹堡疊和海軍艦隊之歷史。團友可參觀十八世紀海軍堡疊的建築和參觀古囚室，來認識到二世紀前海軍生活。另可乘船往返漫遊芬蘭小島風情。整個行程共需時約二小時。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0分鐘 

10-14人 EUR 50 EUR 45 

附近街道自由活動 

15人或 以上 
EUR 40 EUR 35 瑞典 

斯德哥爾摩 

露天博物館 這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露天博物館，亦是斯德哥爾摩最負盛名的觀光勝地。這裡收集了來自全瑞典各地農莊、房屋建築及古老街道，在這可看到瑞典的傳統生活方式和工作情況，是個「活生生的」動態博物館。 

1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分鐘 

10-14人 EUR 60 EUR 50 

附近街道自由活動 

15人或 以上 
EUR 40 EUR 35 挪威 

奧斯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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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0分鐘 

10-14人 EUR 60 EUR 50 

附近街道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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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 停車費、入場費、導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每位收費(歐羅)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15人或 以上 

EUR 45 EUR 40 費德烈城堡 丹麥最美麗的城堡，由三座建築物、人工湖及橋樑連接而成，其中之「皇家教堂」是當地皇室加冕之地，氣勢宏偉，值得參觀。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小時 

10-14人 EUR 65 EUR 60 

市區自由活動 

15人或 以上 

丹麥 

哥本哈根 嘉士伯啤酒廠 嘉士伯是丹麥很出名的啤酒，世界知名道亦很高，此村可在內試飲啤酒，亦可參觀其生產過程，有超過一百二十年歷史的博物館參觀，亦有紀念品可選購作留念。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分鐘 

10-14人 

EUR 30 EUR 25 附近街道自由活動 

15人或 以上 
EUR 120 EUR 100 愛沙尼亞 

塔林 

塔林 

Tallin (首都) 波羅的海三國中，面積最小，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後於 1992年宣告獨立的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像一個城鎮的首都，位於山丘上，充滿中世紀氣氛的古城，熱鬧的街道，富有生氣。 

2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2小時 

10-14人 EUR 180 EUR 160 

赫爾辛基市區 自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