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典波波深度 10 天 
預計航班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去程 中華航空 CI915 台北(TPE) 1435 香港(HKG) 1630 1hr55mins 
 卡達航空 QR817 香港(HKG) 1910 杜哈(DOH) 2235 8hrs25mins 
 卡達航空 QR169 杜哈(DOH) 1+0135 

斯德哥爾摩
(ARN) 0655 6hrs20mins 

回程 卡達航空 QR260 華沙(WAW) 1800 杜哈(DOH) 0025+1 5hrs25mins 
 卡達航空 QR818 杜哈(DOH) 0155 香港(HKG) 1505 8hrs10mins 
  CI916 香港(HKG) 1735 台北(TPE) 1930 1hr55mins 

     

 行程路線圖 

	 	 	 	 	 	 	 	 	 	 	 	 	 	

	

第一天 台北 / 轉機點 / 斯德哥爾摩 
今日帶著夥伴~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快的腳步，搭乘最新型的
夢幻飛機，翌日在空服員親切的問候聲中飛抵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Ｘ 
住宿飯店：飛機上 
第二天 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  
早上清晨班機抵達後, 稍作休息後驅車前往參觀斯德哥爾摩市的象徵市政廳，這裡也是諾貝爾獎頒獎
典禮後舉行舞會的場所。隨後您可逛逛斯德哥爾摩老城 Gamla Stan，老城可追溯至 12 世紀，充滿必
看的景點、觀光勝地、咖啡館、正宗的瑞典餐廳與名品店，斯德哥爾摩老城區本身就是一個露天博物
館，此處能夠快速感受這座城市與體驗瑞典文化的地方，在老城區迷離蜿蜒的狹巷小弄漫步，亦會發
現這裡販售不少紀念品、禮品，神秘墓穴與古代壁畫後頭藏著如詩如畫的美景。 
預計下午 15:30 辦理登船手續，搭乘詩麗亞號豪華遊輪前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早餐：飛機上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郵輪上自助晚餐 
住宿飯店：詩麗亞號豪華遊輪(二人一室外艙) 
第三天 赫爾辛基(芬蘭)～塔林(愛沙尼亞) 
早上郵輪抵達後遊覽這個融合北歐及俄羅斯風情的城市：(包括洋溢十九世紀俄國風味的古建築物、洋
蔥頂的俄式東正教教堂、議會廣場、大聖堂、音樂大師西貝流士紀念公園。 
有"波羅的海的女兒"美譽的赫爾辛基。城市坐落於一個半島的尖端處，並有 315 座島嶼。市中心區位
於該半島的南部。赫爾辛基是歐洲夏季旅遊勝地，尤其在夏至前後的白夜期間，由於地處高緯度，夏
天太陽只落下四、五個小時，但氣溫不高，氣候涼爽，港口外幾個小島更是游泳的好地方。但冬季常
為陰天，太陽僅在空中持續幾個小時，可是由於大西洋暖流，氣候並不寒冷。 
赫爾辛基必到景點~擁有 120 年以上歷史的老農貿市場，經整修後於 2014 年重新營業，有許多海鮮
料理的店家，因為芬蘭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延靠蜿蜒漫長的海灣與有數不盡的大小湖泊、充沛水域，
所以孕育出許多新鮮豐富的海鮮。 
預計下午 17:00 辦理登船手續，搭乘豪華郵渡輪前往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早餐：郵輪上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塔林風味餐 
住宿飯店：Nordic Hotel Forum  或同級飯店 
第四天 塔林(愛沙尼亞 309KM)4H → 里加(拉脫維亞) 
早餐後前往塔林，塔林的舊城區在 1997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是歐洲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城市之一，
分上、下城區，地勢較高的圖姆皮(Toompea) 上城區，易於防守，屬於統治階層與貴族的活動領域。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是 19 世紀俄國沙皇建立的東正教教堂，5 座洋蔥式圓頂、11 座鐘組成的鐘
塔和以黃金裝飾的馬賽克鑲嵌畫，皆充滿俄羅斯風潮的證據；窺視廚房塔，原是一座砲兵塔，由此可
以一覽塔林無限美好的風光。位於下城區的市政廳廣場是舊時百姓生活聚集的地方，廣場最顯著的建
築就是建於 14 世紀晚期，歷時三十年才興建完成的市政廳，是目前北歐地區唯一保存下來的歌德式
市政廳，屋頂上塔林標誌的「老湯姆士風向標」隨風飄動。廣場上還有一間從 1422 年開店至今，是
愛沙尼亞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古老的藥局。之後前往拉脫維亞首都-里加 
早餐：旅館內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飯店：Radisson Blu Hotel  或同級飯店 
第五天 里加(拉脫維亞 302KM)4H → 維爾紐斯(立陶宛) 
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曾經屬於蘇聯的一部份，是在十五個共和國中經濟最好的，因此里加也有「小
巴黎」之稱，是三小國中最大的城市。今天漫步在 1997 年登入世界遺產的舊城區，里加天際線最引
人注目的即是聖彼得教堂上高達 123 公尺的尖塔，為巴洛克式風格，塔尖頂著重達 158 公斤的鍍金風
向雞為城市標的。舊城廣場上有一座波羅的海地區最大的多姆主教堂，裡面的彩繪玻璃與多達 6718
根管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管風琴堪稱當地最美的教堂。三兄弟屋因三幢歌德式風格的山形牆面相連
而著名，年代最久的即右邊這棟約建於 15 世紀的民宅，中間棟於 17 世紀重新修建，左邊最年輕的建
築直到 18 世紀才出現，有趣的是三棟建築的窗戶依縮減的牆面也逐漸變小，現為建築博物館所在地。 
之後前往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早餐：旅館內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米其林推薦當地風味餐 
住宿飯店：Holiday Inn Vilnius  或同級飯店 
第六天 維爾紐斯 – 特拉凱 - 302KM→ 比亞維斯托克(波蘭北部) 
早餐後維爾紐斯充滿中世紀氣息的舊城區中，薈萃了 100 多座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古建築，造型優
美、古樸而典雅，教堂廣場上矗立的維爾紐斯大教堂是立陶宛的國家象徵，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與
廣場上的鐘塔相互輝映，廣場地面還有一個意義非凡，標示著「STEBUKLAS(奇蹟)」的地磚，是 1989
年波羅的海三小國集結 200 萬人，手牽手拉成一條人龍，從維爾紐斯經過里加再到塔林，抗議蘇聯侵
占爭取獨立的起點所在。漫步在維爾紐斯舊城中，彷彿真的回到古中世紀一般，不論是歌德式或巴洛
克式建築，偶爾穿插著俄羅斯東正教洋蔥頭造型，多達 65 座教堂以及豐富古蹟，使得維爾紐斯舊城
在 1994 年名列世界遺產。從 15 世紀建造的聖安娜教堂，紅磚哥德式尖塔的外型是矚目的焦點，連拿



 

破崙也迷戀她的美，還說要捧在他的手心帶回巴黎。由舊主教宮殿改成的總統府，有小白宮的暱稱。 
午餐後前往立陶宛古都和榮耀史蹟－特拉凱，1991 年立陶宛政府把特拉凱鎮及周邊地區 80 平方公里
土地劃為歷史國家公園，也是立陶宛最小的國家公園，2003 年列入世界遺產。特拉凱有多座湖泊在冰
河時期已經形成，不過讓這裡聲名大噪的則是在歐洲罕見被湖泊所包圍的特拉凱水中古堡，也是東歐
唯一的一座水上城堡。城堡的歷史可追溯至 13、14 世紀，立陶宛大公─蓋迪米納斯(Gediminas)在此
建城以阻擋條頓十字軍的宗教迫害，天然的屏障與堅固的城堡易守難攻。它的美在於城堡與周遭自然
環境的和諧存在，森林與湖泊和古城交織而成一幅獨特的風景畫，如詩般地美。 
下午前往波蘭北部著名旅遊小鎮-比亞維斯托克。 
早餐：旅館內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波蘭風味餐 
住宿飯店：Hotel Traugutta 3  或同級飯店 
第七天 比亞維斯托克(205KM)3H → 華沙(波蘭) 300KM→ 克拉科夫 
早餐後之後前往波蘭世界文化遺產首都-克拉科夫。 
拉科夫老城於 1978 年加入世界文化遺產。遊覽老城區欣賞各式各樣的古老建築。在老城廣場上有聖
瑪利亞大教堂、中世紀紡織會館等建築。接著我們前往建於 13 世紀的王宮「瓦維爾城堡」，堡內收藏
歷代波蘭王室的寶貴文物，城堡中的「大教堂」是波蘭歷代王朝加冕和王族長眠之地，前任教宗保羅
二世榮登羅馬天主教教皇之前即為該教堂大主教，從這裡可以眺望克拉科夫古城美景。 
早餐：旅館內自助早餐 午餐：高速公路休息站自理 晚餐：波蘭風味餐 
住宿飯店：Novotel Krakow City West  或同級飯店 
第八天 克拉科夫 300KM→ 華沙 
早餐後前往舉世無雙的【維利奇卡鹽礦】，這個鹽礦於 1978 年加入世界文化遺產，是歐洲最古老的鹽
礦之一。礦區內共有 9 層，最淺的在地下 64 公尺，最深的在地下 327 公尺，通道全長 200 公里，有
如迷宮令人嘆為觀止。您會看到由鹽礦所雕刻出來的禮拜堂、古鹽礦工具、地底湖等，最特別的是以
鹽礦雕成的-聖金加禮拜堂，鹽殿裡的石階、燭臺、吊燈及聖母像等全是由鹽雕琢而成，令人嘆為觀止。
鹽礦的空氣非常利於治療呼吸道疾病。午餐後驅車前波蘭首都－華沙。抵達後參觀「華沙」老城區，
華沙老城建築大部分都毀於二戰時期德軍炮火中，戰爭結束後波蘭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按照保留下來
老城區內每一棟房屋建築設計圖，一磚一瓦修復重建完成，也是唯一在二十世紀重新建造的老城區，
被聯合國文教組織於 1980 年評為世界文化遺產。景點：老城廣場、美人魚雕像、總統府、皇宮、華
沙大學、哥白尼雕像、十字教堂、居里夫人故居…等。   
早餐：旅館內自助早餐 午餐：鹽礦區風味餐 晚餐：波蘭風味餐 
住宿飯店：Hilton Warsaw Hotel  或同級飯店 
第九天 華沙 / 轉機點 / 台北 
今日帶著悠閒的步伐漫步在再華沙街道上，享受當地的文化風情,之後在領隊的招喚下前往機場辦理登
機手續,結束這段難忘的旅程。 
早餐：旅館內自助早餐 午餐：Ｘ 晚餐：飛機上 
住宿飯店：飛機上 
第十天 台北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
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 
早餐：飛機上 午餐：Ｘ 晚餐：Ｘ 
住宿飯店：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