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qL*: =?=> >>>=
PdJqC7;56>5867= B@D3D3?AC3:9<FFB47

O}
elimjgchdekfon
}9pJ:9E4.K/58.FE;?q.

jppAG=EHq8;.pCA@q8FXp=6<>q

|0D
SUT\VX\T`XT\ HPX\ZT\VJ SaWVW\J R]^aTbJ OW\[T^YI L OTb_

QNRRRKLRM

c_A3
XU aAR9<[LWCVnMuna3CdhLQnTMu3FQD35O0x4jIr\G*X3En-3n7w

g5YJoM}iC|g2582\{d5

YU @xfpv]Y*s5{XN^E1d{TJEh]]*s_ZT}PXN^E_e.JE3<|g/*p_Z5

ZU n-PR4jK}r,7I/4d\DE4jdohq.d3En-Y1*_sa\K1M3S,QE5

8YWX^pXXu[0{|K9 @3W=

<U=

i-+<_N

bq@onc
VkGPK@

QRl8-zwc3{|I=Iv5i

+tcb6i@@3{o3Ku:+/

3[QRl8=3EK2n-/9LQ

Rl8{g:Uf3;:iUhN+.

:<BTi5

bb?F+c
FY3e;

~IityGF3BaKU\ityG

:P}O3FazuX=7Q`/@*
s}x:jTqvV53g6i4Zl

cjr}]Nv3E6VyBwg}4

Z:yC53gE6*Fa<=|6P
A3K6*iitesgityGqa

:7eJT5

b`x>ic
ND}0Oe

Na807BNMa:j@I|Dh\P

C / } : I T z l D @ Q N 3 m

PloebenfQ5D}`D{p:QJTz3f

v/@TwPC@?:o-hJf3QJ

Tz5{BvDOTzCBzK:o7h

BdpTB`Sl5

,4ZX`:Xi4ZlobZmg:S|xl@3L*,}\G3Y
j-iZhB:GQC>3f_Y5ZX>8:W?3B{0BhX
t30zmo5GLaMa5Kw:B1>6*iVB**[g39
g[aOKXl@Ge/3x0m/+P:|l5m1G3h4N4
o4K+[`r}B[iAJ:j:Nw5340jXQ9rE>:
A>PN5WFIO5:,}3.@x>w[A2[Y5

,fsK^l4ZX3@Sn-H-,*4ZXFka:\XpH
FNUQYYHOWWS JZXWXQ KQRTVYG5y?a:VV,KEKR:glJ
w3<-U6*gT*[W.|:y?a3V2_^:M}k=3
+Z6n:4ZX78<M5
PZXC|x85308O53H3~`BjF}4{n3UuNS5Q

ob|*EuCaiR+=^sOjlw;RC/e8p
F1yf7d{\XpHo7ilW-_ohuC+G



W]<qL*: =?=> >>>=
PdJqC7;56>5867= B@D3D3?AC3:9<FFB48

O}
QNRRRKLRM

6^m7AS_@Y/A@z|{Tg.+A=+Bs|oZ

=+Bs|xl-=5gbvP
d,+y f,+yml,3s+{w*{Ob{+s~+vPOn/s+0{1 s1 dw~0{+}{PQd20}5 bs/*Qd20}5 `,y l{vwQ

mss/{0w~}s

R QRl8{UegY3~`jMU}4{n3tU=[SxjF[^3egNX

hH3UuNS5

|}~s

]{8v|=T/;@sZF0B-SF0A@KEnA=

`R,QY{1@KEnA=39@M1WxA=Q-=

4-F=aY2{waa*u:KY{1
m1,u}z,~*Q_{15 ds~~Qc,~vw+ ds~~Q^~2w ds~~Qos0s h20w2*Ql,5s~ ks~suwQj~v n,4+Q

b/ww b,/ mz,--{+y

] y[p_i@HpCQCk+kecZ*h@na3CdA^?3n-{416

ch@h}S?hecch@IDS?5

] 9~]}0Oe_X]Y_pGTWBKL^0D3*X`]XpsVr2Ee3YXr`

7N_Gi@3+{Muk7h7Sh5

] fXr_i@7}7.:yVh2|3haRB@kyK}pvP:js33g

6D}D[5

|}~w

|}~u 5gbvP=7AS_=m+`>i@LwH^}RAm

@`e+AmxvmI
mss/{0w~}sQl,3s+{w*{Qms+1s _~s20 o{~~sywmO^5 b~{yz1Pmdw~0{+}{

] FY3e;_{4dX.Tj<^=3x6|6OityG}]Nv39b3g

6V{4ZlyCBw5

xvmI=@8DzZ=CNJ=dUn]4vk=

ZENJ@KEnA=4TczZ=fyIfpEZ=

@jzCfamX,DfvFuA=KMRHd=@`Ve

r*A=]{8v|@yUA
dw~0{+}{Qmw+s1w m.2s/wQm{tw~{20 h,+2*w+1Qnw*-w~~s}{, l,u} _z2/uzQnzw hs/}w1

ks~suwQj~5*-{u m1sv{2*QOks00 1z/,2yz\is1{,+s~ h20w2*Qks/~{s*w+1 ^2{~v{+yPQ

jt0w/3s1,/5 ks/}QO^5 j3w/+{yz1 _/2{0wPQm1,u}z,~*Om4wvw+P

] SMAu_/sUMu{4Aad_33]H;jV7e}h*EX=zbd0

:N-a_c4pveS@3.t5+BXn:+BXnpvc4X*Pu^

a3,K\V<Jw3fX`]`pX=:Jw^-A.:P\.o4ky_?s.h

qXxP:gAE_c3]uQ/d0zgc4m5`7N4mXSR4jr<

bM5

|}~v

A^?

N-a_c

5gbvP=sWxl-=Oi[in=eK2~Ct

@I[1~LwQA=]M7hC,U-B6Oi[G<
mss/{0w~}sQlw{+vww/ l{vwQi,/1zw/+ g{yz10 o{~~sywQc~s00 l,,x ]2/,/s _st{+0Q]2/,/s

d2+1{+y msxs/{ 4{1z m~w{yz

R /X{UegY3~`jMU}4{n3tU=[SxjF[^3egNXh

H3UuNS5

|}~t

qz{z~x jz~vV/<D

f|s,,Tn**w a.+*+s cstz~,gl_s



W]<qL*: =?=> >>>=
PdJqC7;56>5867= B@D3D3?AC3:9<FFB49

O}
QNRRRKLRM

6^
d,+y f,+y

W7*`tn~.u5

|}~{

f]T=@jzC_bDtpkFihDN]0A=

w?90qHd=woQY{1@KEnA=@`Ver*A

=8V+>@GlA
j0~,Qo{yw~s+v ks/}Qo{}{+y mz{-0 h20w2*QO^5 j3w/+{yz1 _/2{0wPQ_,-wzsyw+ O`w+*s/}P

] ND}0Oe_Na8u`BNMa:j@I|Dh\PC/}:ITzlD1Q

N3mPloebenfQ5D}`D{p:QJTz3fv/@TwPC@?:o-hJ

f3QJTz5{BvDOTzCBzK:o7hBdpTB`Sl5

|}~y

]{8v|=uv]A=f]T@c\A
m1,u}z,~*Qfs/~01wvQj0~, Oi,/4s5P

|}~x

8V+>=HNhzZ=h^pz:jF=~|y[

=5>Vt=@jzCfvFuBgpOoA=T/;z

Z=]:Xyt=aY1Ewaa*ua{@-[m6

^@z|{Tg.+A
_,-wzsyw+Qf,+yw+0 i51/,3Qi5zs3w+Q]*s~{w+t,/y ks~suwQg{11~w hw/*s{vQ_{15 ds~~Q

m1s12w ,x d_ ]+vw/0w+ s+v m1/,yw1 kwvw01/{s+ m1/ww1Qb/ww x,/ gw{02/w ,/ j-1{,+s~

1,2/md,+y f,+yOn/s+0{1 s1 dw~0{+}{P

] bzVf_H4{4Aad_3-ZMumzV_c4Vuz1<Gh3,tn

<J?BF*s_ZPivG^.5+{MukTpz^Gd/e4De:J0

]djS.o3{ITbM^rGW03`{GDg^3FQDhZ5@9[O

fmXSRjnnIe5

|}~z

rGW0

ME3JfbM

I` ]f Hf Cf |R+ dB=q+

S ;d? YH`f =qlV
jeb[Q

d,~{vs5 _~2t mss/{0w~}ss[:

T =qlV V\cf =qlV OSY=qc~s00Ql,,x ]2/,/s _st{+0

U =qlV V\cf V\Ef ][kA d,~{vs5 e++ _{15 pw01s[:

V =qlV >JGf Oaaff ; o{}{+y g{+wsm{~|s g{+wOa

W Oaaff Un`@f V\Ef J^0[_ ^w01 pw01w/+ m1z~* ^/,**ss[:

X =qlV V\Ef V\Ef QJE mus+v{u m|,~501 d,1w~snz,+ a2/,-s d,1w~ j0~,x|,/vs[:

Y =qlV V\Ef Oaaff ; `b`mOa

Z Oaaff V\Ef ;d? ; ;d?

[ zt/K

?\V+M^n-6VXfS`h}4{ED3UuNS5

+ l~`hK2etxSRX-x+mxd,}4{[Vn-H-*}NzySA^_s3Nn-H-d,SA^`T_s3=[9*M;3b34R[yivvI]

s4wQx]05

Vuz1<Gh



W]<qL*: =?=> >>>=
PdJqC7;56>5867= B@D3D3?AC3:9<FFB4:

O}
QNRRRKLRM

WLu@7

/9@3W=b8ParQV/U7uC7

5}2.uVWCVnVvO?x qWWY\[+V`tqW_W\~}

g}23FQDVWCVnV.u qYWXW[+VCtqX\ZW~u

>f`eW=b8^WL3*}u7XDfLR3FQD3>RvO?x5

>ag}lfjfU,H16fgidZWSWWWP:|.uVWCVnV.uQ5

>ag}Ym75

dNH;7

>g}6dN>RH16H,OYSXWW3ldWCVnH16OZS[WW3ldN>RhWCVnH16

O\XWW37=u?qfZWt3L0{`j[wH5OdN>Rx+jbh^3g3DHw+`huz

SA^7c~hH|*|6n-QMXcMu7c5

>WLB?H3~W=b8zc`^7,{n3WLu@luED3N*W=b8f\5

>dNH16KhlfjfU,6K6X3~W=b8Jg{v43uz6KhqMu^nTO53

\B*W=b8u@f\5

>l4tqdN{f3;fUAT2Pc|s,,Q@q{GVnTg}7,3AU6zclfEc^3;fU

AT2Pc|s,,Q3q=ng^H16fOXWWWTOZWWW[+3qBtLsGM;5

>ag}Ym75

47

XU xDH,O_WWW3d,36DH*0{M]Wjw+3UuNSN

YU laGddxAei3Ggfag3UGDHngaGyH16x6D3pGy1?334[yi

_i8x]05PpGy1?BXfbwaG?xBwpG?1?3{1?MvfaG?x?>q;

?xJ{?5Q

ZU l~`hK2etxSRX-x+mxd,}4{[Vn-H-*}NzySA^_s3Nn-H

-d,SA^`T_s3=[9*M;3b34R[yivvI]s4wQx]05

[U :.uA{Y-X;PphcQX-AU0{M[9A{JeLI5

\U UGOi1v3DH*dd`B[9xcZA{JeLI5

]U *}Az^y:WLu@4QM4*}4_s-rh>,+n-3t6VfS[`0{tq{uz

9g3r}ui~s2Z43=[9*M;5

^U *N*}\Ehdlz6KP`l:3H164q26h~G+Q6iHnA{LRbmxcc*f4

bt5

_U n7368*d3`Bf\3+m1h9*M;5

`U A*3-f60X-wz5

XWU A*3-f6Y3]7Z@4`h.{4A{U87hA*<lzG43*;3B02c3gs

h3H,[}e\Pu9Q7OXY]W 5

XXU UG6*HnLRb~x*ddBcc*Sh:AUH;;3*K*0{M.k|`\Z5

XYU nLH6>7O3ur~:A*3ddhKU@N;3UG6cc*f4Shxi~s2xddA

s~3Y6*HnA{LRP000U0z~x*~-+s/v|Uu*}QMy\V6F5

XZU D2.uA{Y-Xz*<X4fz[yY7L{hHA*3=:?FwFJLm\o3A*<l

f<z[yY7L=hHA*33G734]sB6*sh]=63*hFb8x^sh^*Mq

26u9OZWW6uz]=63QM-f_SjxXfS020{tq^WL41L7x37{bs

xc^]=6ix[J]=3n7Dq*QM-f_Sj^\Bgjf\6r}ub4.uA{Y

-XLRP000U-zuy{U*+xQ5

X[U *N4y:_iz5
4jh4

KY^=

iMR3

v

v

v

v
v

w

qt

.E

EY

B5

AU3D

,{qL]1A{2
l]X

@?Tb

?a

>jf{R



 

生效日期：28/07/2016                                                       PDT-I-OPT-CIS-IEN-005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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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