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祥琥珀] 芬蘭+瑞典+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雙遊輪 

超值 10日(倒走版) 

◤航班資訊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時間 出發機場 抵達時間 抵達機場 

去 吉祥航空 HO-1310 1215 台北桃園(TPE) 1425 上海浦東(PVG) 

去     吉祥航空 HO-1607 1+0055 上海浦東(PVG) 0620 赫爾辛基(HEL)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時間 出發機場 抵達時間 抵達機場 

回 吉祥航空 HO-1608 1420 赫爾辛基(HEL) 0420+1 上海浦東(PVG) 

回 吉祥航空 HO-1309 0900 上海浦東(PVG) 1100 台北桃園(TPE) 

 

 
 

【瑞典-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是瑞典首都及最大城市，亦是斯德哥爾摩省首府。瑞典王國

政府、國會以及瑞典王室的官方宮殿都設在斯德哥爾摩。位於瑞典的東

海岸，瀕波羅的海，是著名的旅遊勝地。市區分布在 14座島嶼和一個半

島上，70餘座橋樑將這些島嶼聯為一體，因此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

譽。 

【波蘭-格但斯特】 

波蘭是世界琥珀產量最豐富的國家之一。而位於波蘭北部的格但斯特，

由於盛產琥珀因此聚集了許多琥珀加工作坊，漸漸地也變成世界琥珀最



大集散地，也因而擁有琥珀之都的美譽。同時，格但斯特亦譽為波羅的海的黄金，擁有美麗的海港和

主城，是一個真正被海神守護的美麗城市。在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導火線就發生在此。 

【波羅的海三小虎-立陶宛】 

立陶宛為波羅的海三小國中面積最大，首都位於維爾紐斯，這個名稱是從

立陶宛語的『狼』一詞演變而來的，傳說立陶宛大公─蓋迪米納斯，有一

次到這裡打獵時，紮營於現今的格基明納斯塔附近，睡夢中見一頭巨大的

野狼朝他咆哮，這個預言性的夢，即要他在方才睡著的地方，建立一座偉

大的城市。 

【波羅的海三小虎-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位居波羅的海三小國中間的國家，首都里加為三小國中最大的城

市，也最富都會氣息，瀕臨波羅的海，市區滿佈精緻典雅的建築，是個繁

榮的商業中心，有著許多的博物館、世界級的歌劇院，和繽紛熱鬧的夜生

活去處，素有「小巴黎」之稱。 

【波羅的海三小虎-愛沙尼亞】 

火紅的網路 Skype即源自於愛沙尼亞，這裡已被視為矽谷的延伸，也是歐

洲資訊技術發展最活躍的國家，首都塔林位於芬蘭灣南面與芬蘭首都赫爾

辛基僅 80 公里的距離，兩國來往頻繁，塔林一向是高消費的北歐國家喜

愛造訪的地方。 

 

 
雙波羅的海過夜郵輪 

★赫爾辛基～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格但斯特 

註：含豪華郵輪海盜自助式晚餐，價值 40歐/餐。 

 
 

★暢遊 3大世界文化遺產之都 



 

 



 

行程安排 

行程 

第一天 台北~上海市區觀光日遊~赫爾辛基（芬蘭） 
飛機抵上海後, 驅車前往上海半日遊~~東方明珠塔非常醒目，外灘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個區域，由一段

沿黃浦江的馬路和沿路的建築和設施構成，為上海重要的地標之一。全長 1.5公里，南起延安東路，

北至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東面即黃浦江，西面是舊上海金融、外貿機構的集中地。上海市被黃浦江

一分為二，分為浦東、浦西兩部份，浦東是觀光客會旅遊的地點，也較為熱鬧。之後帶著夥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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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最新型的波音 787-900型夢幻飛

機，翌日在空服員親切的問候聲中飛抵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上海外灘步行街 

備註：行程表內「◎」為下車參觀；「●」為入內參觀 

特別提醒(國際段班機)： 

註 1：手提行李限ㄧ件 10公斤(20x55x40CM)，拖運行李限ㄧ件 23公斤(三邊之和不可超過 158CM)，請

貴賓於搭機前留意行李重量。 

註 2：若行李超過上述重量，費用依據各航空公司規定，由領隊協助、旅客於現場支付，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註 3：外籍航空團體票一經開立即無退票價值，若開票後取消將依實際取消費收取;依國外旅遊定型化

契約規定，如該機票款超出解約賠償之數額，亦須由旅客負擔。 

註 4：您所參加本次行程所安排的航段，自桃園機場出發後需經中站轉機，飛往本行程的目的地。 



註 5：中站轉機務必配合當團領隊的引導，順利登上轉機的航段。依據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規定，

所有搭機人務必按照所開立的機票，依序搭乘使用，倘若中途有任一航段未順利搭乘，將被航空公司

視同持票人放棄本次旅程，並且後續的所有機票航段(包含回程機票)將全數被作廢失效。若此，後續

所有的旅程航段將必須自費重新購買新機票，費用通常在數萬元以上。 

【特別注意】 

1.因航班需在大陸上海轉機，旅客需持有台胞證(需具有效期，依返國日計算之)。 

2.本行程不包台胞證之費用，煩請主動告知是否持有有效期之台胞證；或同意由本公司協助辦理。 

【貼心提醒】 

1.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行程包含】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特別說明】 

★因航班需在大陸上海轉機，旅客需持有台胞證(需具有效期，依返國日計算之)。 

★本行程不包台胞證之費用，煩請主動告知是否持有有效期之台胞證；或同意由本公司協助辦理，感

謝知悉。 

早餐：X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飯店：夜宿豪華機上 

第二天 赫爾辛基～郵輪～斯德哥爾摩（瑞典）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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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著名的◎登貝里

奧基歐路得派岩石教堂，此教堂鑿空岩石的造型設計，是世界絕無僅有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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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5:30辦理登船手續，搭乘豪華郵輪前往享有「北歐威尼斯」之稱，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老農貿市場自理 晚餐:郵輪上自助晚餐 

住宿飯店：詩麗亞號豪華遊輪(二人一室內艙) 

第三天 斯德哥爾摩（瑞典）～郵輪～格但斯特（波蘭琥珀之都） 
早上 09:00抵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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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特別安排具有藝術氣息斯德哥爾摩的

三個地鐵站，同時也貼心地將地鐵票也將事先購買完成，不需要臨櫃購買。另外，新皇宮的衛兵交接

典禮也是不可錯過的景點喔! 

下午 15:30辦理登船手續，搭乘詩麗亞號豪華遊輪前往格但斯克。 

早餐：遊輪上享用自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郵輪上自助晚餐 

住宿飯店：詩麗亞號豪華郵輪(二人一室內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8%87%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5%BF%E6%B4%8B


第四天 格但斯特（波蘭琥珀之都）-托倫 
行車距離: 格但斯特-(168公里)-托倫 
郵輪於中午 12:00抵達，下船後前往◎格但斯克老城區。 

格但斯克是波蘭北部沿海地區的最大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在漢薩同盟時代以來的 600多年間，格但

斯克始終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一個重要的航運與貿易中心。雖然在歷次的戰爭中曾經幾度衰落，但是，

在每次衰落之後不久，格但斯克都能夠利用它的區位優勢，恢復過去的繁榮。 

【波羅的海的黃金】琥珀誕生於 4000萬至 6000萬年前，是松樹樹脂經過地球岩層高溫、高壓的擠壓

作用產生質變的化石，有的琥珀埋藏於地表之下，稱為「礦珀」；也有懸浮於海水之中，稱為「海珀」。

史前時代，人類就懂得以琥珀作為首飾或燃料，全世界產量最豐的地區即在波羅的海沿岸，這裡的海

琥珀，以金黃色系為主，質感細膩，堪稱上品。 

下午前往托倫，托倫是波蘭少數在二戰期間免受戰火摧殘的城市之一，其保存完好的舊城區，現今已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如果來此旅遊，千萬不要錯過引人注目的舊市政廳，華麗的

市政廳，也是托倫廣負盛名的景點之一，這裡也是哥白尼的故鄉。 

早餐：遊輪上享用自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波蘭風味餐 

住宿飯店：托倫 Mercure Torun Centrum或 Hotel Burwar或同級 

第五天 托倫--華沙--比亞維斯托克 Biatystok(波蘭) 
行車距離: 托倫-(262公里)- 華沙-(202公里)- 比亞維斯托克 
早餐後前往華沙~波蘭首都及最大城市，人口有 175萬，亦是波蘭的政經文教樞紐。今天整座城市從瓦

礫堆重建， 彷彿是一隻浴火鳳凰，不論城市景觀或內在精神的表現，華沙所呈現的是新與舊、東與西

的融合！午餐後首先遊覽華沙舊城區(STARE MIASTO)，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資產名單中的一個

勝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摧毀，但是靠著以前留下的照片圖畫，波蘭政府將老城一塊一塊原樣重

建。◎城堡廣場、◎皇宮、◎啤酒街(ULICA PIWNA)則是老城區裡最長的一條老街，老城裡的市場廣場

是華沙最受歡迎的廣場，咖啡廳、餐廳、街頭藝人、紀念品店，是人潮最聚集的地區。Freta街 16號

則是◎居禮夫人故居、◎天文學大師哥白尼銅像等都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午後，前往比亞維斯托克，

此城市為波德拉謝省最大的文化中心，擁有豐富多彩的藝術表演中心、藝術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等，

此外，多姿多彩的公園和綠色空間也是旅遊的好去處。公園、廣場和森林保護區占據了比亞韋斯托克

面積的 32%，創造了獨一無二的優雅環境和娛樂空間。 

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飯店：Best Western OR Ibis Biatystok或同級 

第六天 比亞維斯托克--維爾紐斯（立陶宛） 
行車距離: 比亞維斯托克-(303 公里)-維爾紐斯 
早餐後驅車前往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下午漫步在此舊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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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飯店：Radisson BluDaugava Riga 或同級 

第七天 維爾紐斯--里加(拉脫維亞) 
行車距離: 維爾紐斯-(295公里)-里加 
早餐後隨即前往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有「小巴黎」之稱。抵達後參觀 1997年登入世界遺產的舊城

區，里加最高的建築物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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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風向雞,13世紀末,被當地居民認為避邪之物,現在則成為里加特有的

標誌。城內廣場上有一座波羅的海地區最大的◎多姆大教堂。◎三兄弟屋因三棟歌德式建築風格的樓

房相連而著名，最老的是右邊這棟建於 15世紀的民宅，中間棟於 17 世紀修建，左邊最年輕的是 18 世

紀才建築完成的，現為建築博物館。另一棟有趣的房子為【貓之屋】黃色豪宅上有兩隻發怒的貓而聞

名。市政廳廣場上還有一棟著名的建築物◎黑人頭之屋建於 14世紀，是當地商人集會所。 

下車參觀:里加老城區 

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住宿飯店：里加 Radisson Blu Conferrence&Spa Hotel 或同級 



第八天 里加—塔林（愛沙尼亞） 
行車距離:里加-(309公里)-塔林 
今日前往塔林，來到 13世紀時有號稱全世界最高尖塔的◎聖歐拉夫教堂，塔尖高達 124公尺，依舊傲

視全塔林。與里加的三兄弟之屋相比美的◎三姊妹之屋，也因其風格相似而緊鄰在一起的三幢建築而

著名，現已改建成旅館。欣賞此古城，乾淨的街、美麗的房舍、和善的人民，享受一下這專屬於塔林

的感覺!而這座古老的老城區可以讓您細細品嚐。  

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方便逛街晚餐自理 

住宿飯店：塔林 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九天  塔林～赫爾辛基/上海 
享用北歐式熱食自助早餐後，搭乘郵輪級的渡輪前往赫爾辛基。抵達芬蘭赫爾辛基後，我們直接前往

機場辦理退稅手續＆登機手續，檢查護照後可以安心地逛逛赫爾辛基機場內的免稅店，而後搭機經上

海返回台灣。 

特別提醒(國際段班機)： 

註 1：手提行李限ㄧ件 10公斤(20x55x40CM)，拖運行李限ㄧ件 23公斤(三邊之和不可超過 158CM)，請

貴賓於搭機前留意行李重量。 

註 2：若行李超過上述重量，費用依據各航空公司規定，由領隊協助、旅客於現場支付，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註 3：外籍航空團體票一經開立即無退票價值，若開票後取消將依實際取消費收取;依國外旅遊定型化

契約規定，如該機票款超出解約賠償之數額，亦須由旅客負擔。 

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飯店：夜宿豪華客機 

第十天 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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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X 

住宿飯店：溫暖的家 

 

 

【團體行程注意事項】  

A.出團說明 

01.本行程為「聯營團體」，為多家旅行社聯合共同出團。出團名稱為吉祥琥珀 

02.團體最低出團人數為 25人以上(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02.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03.若行程中有特殊需求，如素食、不吃牛、兒童餐或一張大床等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  

04.此航班需在上海轉機，故旅客需準備有效期內之台胞證。  

B.住宿說明  

01.歐式旅館供應肥皂、洗髮精及毛巾外，不供應牙膏、牙刷、梳子、睡衣及拖鞋等用品，且基於個人衛生請自行攜帶為宜。 

02.本行程飯店住宿皆為 2人 1室(兩張單人床房型)，若需單人房或三人房或加床請事先向業務提出需求並請詳閱以下說明：  

★單人房須加價 TWD 14000，請洽服務專員。歐洲的單人房皆為一張單人床房型。  

★三人房或加床：請事先提出需求，但歐洲飯店三人房大多以加折疊床或沙發床為主，室內活動空間會減少；且部分飯店及

郵輪並無法提供加床服務，則需補單人房差，或與其他客人併房住宿。敬請知悉!  

03. 由於歐洲消防法規規定，7歲(滿)-12歲(未滿)小孩須以加床處理，團費可以減少 TWN2000，若佔床則同大人價。  

04.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

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05.歐洲部分飯店所提供之上網方式仍以需要收費為主，各家飯店的上網費用，如未盡清楚，請於現場詢問領隊協助了解。  

C.餐食說明  

01.早餐：原則上是在旅館內享用自助式早餐，但有時因各旅館服務形態不同，會以非自助式安排。若因行程問題，出發時

間過早，則改為餐盒。  

02.西式套餐部份因當地風俗習慣不同，飲料及水多半是不包含在內的，敬請各位貴賓入境隨俗，參照當日主食自行點選適

合的飲料搭配之。  

03.歐洲大多數國家人民均習慣生飲自來水，因此旅館房間少有熱水提供，若有需要，請自備變壓器及容器等或自購礦泉水



飲用。  

D.行程及航班說明  

01.網頁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照片為示意模式。  

02.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行程的情形，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

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當地導遊及領隊操作之行程順序稍作更改，請您知悉。  

03.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04.若有特殊飛機上餐

食需求，如素食、兒童餐等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本公司將盡力協助貴賓達成需求。但須以航空公司確認之結

果為準。  

【費用說明】 

A.以上報價包含: 

01.桃園出發前往之經濟艙團體來回機票及燃油稅金。  

02.飯店(郵輪)住宿(二人一室內艙)，行程上標示包含之餐食、交通、門票、入城費。  

03.台灣派遣專業領隊全程隨團解說服務。  

04.履約險暨責任險 500萬，意外醫療險 20萬。  

B.以上報價不包含:  

01.導遊、領隊、司機之服務小費，國外旅遊期間均有支付小費的習慣。甚至是一種禮貌與風度的表現，對於司機、導遊、

領隊等人替我們服務,應酌量予小費以表感謝。  

★本行程不含小費，依團體天數建議每天給予領隊導遊司機 10歐元/天，8 天共 80歐元 

★進出飯店之行李小費：以件數為單位，1件 1~2歐元為原則(視不同旅館而定) ，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  

★床頭小費：以房間為單位，1間房間以 1歐元為原則，請置於枕頭上。  

★其他服務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服務費之多寡。  

02.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03.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若有需要，請自行投保。  

04.航空公司規定，托運行李每人一件 23公斤為限，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C.團票說明 

01.團體旅遊所採用的一律為團體機票(含燃油附加稅)。一經開票後，退票須收取手續費及代辦費，此點基於各個航空公司

之規定，敬請見諒。 

02.若旅客需求商務艙，則視該航空公司是否有加價升等之服務，若無此優惠，則需另外訂購個人機票，一切依航空公司規

定之，相關報價請洽服務人員。  

03.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04.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或航班。  

05.若貴賓們需保留機票票根時，務必於開票前告知您的承辦人員，將依各航空公司規定之作業程序申請，謝謝合作。  

1、 團體旅遊中各團價格、航班及行程內容可能會因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請先依您所需的出團日期查詢。  

2、 航空公司於票價中需增收燃油附加費，但因各航空公司徵收的費用不同，以致相同機場之機場稅也會有所差異。  

3、 本站所提供之各項旅遊產品是否需額外加收燃油附加費，請詳閱各項產品之說明。  

4、 請務必詳閱各團的各項說明以確保您的權益。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

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

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