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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地海 三國精華 + 赫爾辛基 清心遨遊 11 日 

北歐夏日的涼快，清澈的空氣令人心情愉悅 

歐式古城童話小鎮迷人依舊 洗鍊設計風格令人驚艷 

波羅地海之虎 意氣風發半甲子 成功攫取世人的目光 

2019夏日 遠離酷熱塵霾，走一趟 波羅地海四國 清心洗肺 

 

《行程安排 最精采》 

➢ 搭乘芬蘭航空，轉機時間最輕鬆，南進北出+客遊輪接駁，有更多時間優遊波羅地海四國 

➢ 立陶宛『波羅地海的黃金』—琥珀蘊藏量占全球總量 95%，琥珀之路與古建築群相互輝映 

➢ 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是小說家口中 北方的巴黎、波羅地海跳動的心臟、最美風信雞古城 

➢ 科技 E 國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名符其實是座色彩繽紛、風采翩翩的塔樓之林，童趣十足 

➢ 在赫爾辛基 品味時尚『芬蘭設計』、享受夏日寫意自在的綠色北歐生活 

➢ 三處世界文化遺產：維爾紐斯歷史中心、里加歷史中心、塔林歷史中心 

➢ 特拉凱歷史國家公園、高哈國家公園 清心洗肺 深呼吸 

➢ 參觀 拿破崙也讚嘆的隆黛爾宮、歐洲最好的市場—里加中央市場、歐洲巨賈奢華莊園 

➢ 行程多樣化：芬蘭國民品牌 Marimekko 暢貨中心、祈福聖十字架山、歐洲最古老的大學

城、經營最久的藥局、愛沙尼亞的比薩斜塔 

《食宿安排 最貼心》 

➢ 精選 古城區住宿雙連泊，散步購物安全又方便 

➢ 道地傳統料理大宴小食 不可錯過：凱萊特少數民族傳統菜餚、拉脫維亞燉肉餐、里加鮮

魚料理、中世紀古城餐廳、立陶宛風味餐 

➢ 安排 拉脫維亞 民俗音樂表演、走進歐洲最大市場 親身體驗拉脫維亞的味道  

➢ 團費已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2019/6 ~ 2019/9 夏季出發日期 & 團費 (已含全程國際機票款、領隊小費) 

2019/06/05(三)~06/14(六) NT$ 99,900 2019/07/10(三)~07/21(六) NT$ 110,900 

2019/08/07(三)~08/17(六) NT$ 110,900 2019/09/11(三)~09/20(六) NT$ 99,900 

*單人房須補價差 NT 12,000  

訂金請繳交：每人 NT$ 30,000 （最少成團人數 15 人） 

報名 & 諮詢 請洽 阿法國際旅遊  專線：02-7719 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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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購票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Day 1 台北  香港 立陶宛 維爾紐斯 Vilnius, Lietuva 

今晚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 芬蘭航空經 香港 轉機至 立陶宛首都 維爾紐斯 

Day 2 維爾紐斯 Vilnius 

今早抵達立陶宛首都 維爾紐斯國際機場，展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歐洲最大的古城』之旅 

維爾紐斯 Vilnius 有著「教堂之城」及「北方耶路撒冷」美稱，舊城區於 1994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經由現存唯一的城門—黎明門（立陶宛語：Aušros Vartai）進入老城區，熱鬧的＠大教堂廣場

是古維爾紐斯的中心點，昔日防禦城牆、塔樓與主教官邸所在。新古典式建築的＠維爾紐斯大教

堂 (Vilnius Cathedral)與鐘樓是廣場上最宏偉的建築。沿著大學路，經過國旗飄揚＠總統府和成立

於 16世紀＠維爾紐斯大學，整座大學宛如維爾紐斯歷史與建築的縮影。狹窄的＠皮利斯街(Pilies 

Gatve)是石子鋪成的古城街、詩情畫意的巷弄小徑＠文學街(Literatu Gatve)，巴洛可式老房與 15

世紀後建造的磚造屋都改造為現代感十足的商店、戶外藝廊與街頭大型塗鴉作品，都非常吸睛。 

16世紀磚造哥德式＠聖安娜教堂，擁有針狀的尖塔和細緻的磚結構，是哥德式建築中的精華之

作。據傳聞連拿破崙東征大軍經過時，也為之驚艷。搭乘★電纜車直達＠蓋迪米納斯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9%99%B6%E5%AE%9B%E8%A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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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iminas Tower) 是維爾紐斯上城堡古代碉堡的遺跡，磚砌的塔樓是立陶宛的象徵，從塔頂可俯

瞰美麗舊城風光。附近的＠三十字架 Trijų Kryžių Kalnas，自 17 世紀以來歷經多次倒塌、炸毀、重

建後屹立於三十字丘上守護維爾紐斯。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立陶宛風味料理     晚餐：中餐七菜一湯+水果 

四星級 Crown Plaza Hotel, Vilnius 或同等級 

Day 3 維爾紐斯—特拉凱 歷史國家公園—考納斯 Kaunas  

特拉凱 Trakai  13、14世紀時，歐洲最後一個非基督教政權—立陶宛大公國公爵蓋迪米納斯(Duke 

of Lithuania Gediminas)在 特拉凱 建築城堡，以反抗十字軍逼迫他們改變信仰。 

1991年將此地劃為歐洲唯一的歷史國家公園 ★特拉凱歷史國家公園 Trakai Historical National 

Park，結合自然美景、歷史、人文探索的熱門觀光聖地。園區內共有 32座湖泊，是非常療育的自

然湖水空間。最著名景點就是以童話故事般的紅磚建築聞名 ★特拉凱湖心島城堡（Trakai Island 

Castle），佇立在加爾瓦湖（Lake Galve）湖心島上，是特拉凱的象徵、立陶宛最具代表性的建

築，也是東歐唯一的水上城堡。由粉紅色的磚石砌成哥德式建築，倒映於碧藍湖水之中，宛若童

話從紙上躍出，城堡佔據幾乎整座島，遠看微微有皇宮浮在水面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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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特別安排守護此地長達六世紀之久的凱萊特(Karaite)民族傳統菜

餚 Kibinas。*小知識 Kibinai 是立陶宛少數民族 Karaite 族人的傳統食

物，外形像大號的餃子，餡料多為羊肉與洋蔥，經過烘焙後，表皮

金黃，外酥裡嫩，鮮美多汁，想吃正宗的 Kibinai 只有在特拉凱。 

考納斯 Kaunas 立陶宛的前首都／立陶宛第二大城／博物館之城。舊

城內有段行人徒步區，充滿驚奇的裝置藝術、餐廳、商店林立於紅磚堆砌的古厝之間，散發迷人

的古韻。以市政廳廣場為中心，周圍有許多的教堂。被暱稱為「白天鵝」的＠舊市政廳，15 世紀

以來曾作為彈藥庫、監獄、皇宮、劇場、教堂甚至惡名昭彰的俱樂部，現今華麗轉身成為居民最

熱門的結婚典禮場所。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凱萊特傳統料理     晚餐：考納斯地方風味料理 

四星級 Park Inn Hotel， Kaunas 或同等級 

維爾紐斯—30KM 特拉凱—85KM 考納斯 

 

Day 4 考納斯—修雷 Šiauliai—拉脫維亞 里加 Riga, Latvija  

修雷 Šiauliai 前往十字架山的必

經之地。★十字架山(Hill of 

Cross) 據信第一批十字架是

1831年立陶宛人反俄起義失敗

後，開始有十字架放置於此

地。百年來，立陶宛歷經獨

立、蘇聯佔領，有更多信徒、

人民陸續在這裡放十字架，各

式材質、大小、不計其數，還

有立陶宛愛國者塑像、耶穌受

難像等，豎立在此，訴說著古

往今來信徒們和平卻堅定的信

仰。教宗曾於 1993年到訪，堅

定見證此處是讓人渴望和平、

心生希望與博愛犧牲的象徵聖

地。無論是否為教徒，人人皆

可入境隨俗，為自己或親友豎

立祈福十字架。 

 

今日繼續往北，進入第二個國家—拉脫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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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加 Riga 拉脫維亞首都／琥珀之城

／老城區於 1997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漢薩同盟主要中心，也有小巴黎

之稱。沿著老城區鵝卵石街道徒步

遊覽舊城區，以＠市政廳廣場為起

點，里加的守護神＠聖彼得教堂是

古城中最顯著的天際線，高聳的尖

塔與鍍金風向雞是教堂的重心。＠

里加主教堂 是波羅地海最大的教

堂、也是大主教的居所，1881 年向

俄國沙皇請求更換的管風琴，是當

年世界上最大的管風琴。沿著古典小街，遊覽中世紀民宅：＠三兄弟屋分別代表里加在中世紀時

代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也是里加現存最古老的石造建築；知名度最高的富豪之宅＠貓之屋、總

統官邸＠里加城堡、飽經戰火的紅色堡壘＠火藥塔，以及 17 世紀瑞典統治時期的防禦城門之一

＠瑞典門。里加老城區內曲折窄巷、鋪石古徑，處處皆是典雅、又色彩繽紛的中古世紀風情。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中餐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三道式拉脫維亞西餐 

四星級 Hotel Tallink, Riga 或同等級 

考納斯－145KM 休雷—133KM 里加 

 

Day 5 里加—隆黛爾宮 Rundale Palace—里加 

隆黛爾宮（Rundale Palace）波羅地

海最華麗的建築／拉脫維亞最大、

最知名的宮殿和外交禮賓場所／義

大利天才建築大師巴托羅米歐（俄

羅斯 聖彼得堡冬宮的創造者）的傑

作／1795年被俄國併吞後，凱撒琳

大帝將這座宮殿贈給她的情人王子 

奢華的黃金大廳、翩翩起舞的白

廳、春神嬉戲的玫瑰室…、令觀者目

眩神迷。宮殿外的法式花園與凡爾

賽宮（Versailles）如出一轍，是波

羅的海地區最大、最華麗的花園，

完整演繹巴洛克建築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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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有句古老的諺語是這麼說的：如果你不開心或者傷心難過，把悲傷丟到石頭底下，然後

踩在石頭上跳舞。對拉脫維亞人來說，生活中再困難、在貧窮，唱唱歌、跳跳舞，明天又是新的

一天開始。號稱全國沒有不會唱歌的人，也讓拉脫維亞得到「Singing Nation」歌唱之國的雅號。

晚餐特別安排 拉脫維亞民俗舞蹈，分享箇中喜悅給觀眾。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三道式西餐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 傳統民俗舞蹈 

四星級 Hotel Tallink, Riga 或同等級 

里加－80KM 隆黛爾宮 

 

Day 6 里加—錫古達 Sigulda—采西斯 Cēsis—愛沙尼亞 塔圖 Tartu  

拉脫維亞有著「歐洲之肺」的美譽，森林覆蓋

率高達 56%，慢步其中盡享芬多精森林浴。國

境內高哈河谷地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沿岸築

起的不同時期風格迥異的城堡，是了解拉脫維

亞歷史的好地方，也完善地保存中古世紀的建

築和生活痕跡。 

錫古達 Sigulda 位在高哈河谷秀麗小鄉鎮，河

的兩岸淺紅色砂岩形成陡峭的岩石和洞窟，如

詩如畫的峻峭景象宛若瑞士阿爾卑斯山，被譽

為「拉脫維亞小瑞士」。古堡點綴在綿延樹林

間，藍寶石般的河流蜿蜒，輕裝健行經過著名的★古特曼洞穴(Gutman Cave)，是拉脫維亞最古老

的觀光勝地，洞穴牆上至今還留有 17 世紀以來貴族或地主遊客的銘刻。繼續參觀★圖瑞達主教城

堡（Turaida Castle），13世紀初紅磚哥德式建築，以「上帝的花園」為名，現在內部成為博物

館，由主塔上眺望，無垠無際的森林蔓延到天邊。 

采西斯 (Cēsis) 拉脫維亞全國最俏麗的古

老小城，有著鵝卵石鋪陳的古老街道、碧

綠的山野和特出的花園。小城的歷史可追

溯到 13世紀早期，以德意志人為主的寶

劍騎士團侵入波羅的海，手持利劍向當地

人宣傳基督教，這當然不會受到人們的熱

情歡迎。因此，堅固的防禦工事是必要的

防禦措施，＠采西斯城堡(Cēsis castle )是

其中之一，附近也就形成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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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繼續往北，進入第三個國家—愛沙尼亞 Estonia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三道式西餐     晚餐：飯店內用餐 

四星級 Londin Hotel, Tartu 或同等級 

里加—53KM 錫古達—40KM 采西斯—166KM 愛沙尼亞 塔爾圖 

 

Day 7 塔爾圖 塔林 Tallinn 

塔爾圖 Tartu 愛沙尼亞心靈首都／愛沙尼亞最古老、最

著名的大學所在地。古老、小巧可愛的木製房子和莊嚴

建築混搭在這座充滿青春氣息、文藝書卷味的城市中，

蔥翠的公園、盛名的學府、多樣的博物館和幽雅的咖啡

廳為小城加添青春氣息。市區內有不少特色雕像，或紀

念、或隱喻各有特殊的發想，連市場外面也有一隻豬的

雕像，標記著豬不同的部份，非常有趣。 

＠塔爾圖大學 已有將近 400年的歷史，為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創立，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

一。是愛沙尼亞政治、科學、文學與美學的重鎮。大學主樓附近＠聖約翰大教堂 St.John's Church 

是一棟磚造、路德教派、哥德式的建築。＠市政廳廣場( Town Hall Square)中間的親吻雕像 The 

Kiss噴水池，是塔爾圖的地標之一。哥德式建築＠塔爾圖教堂 Tartu Cathedral 於 1525年被戰爭

所破壞，留下一片殘牆供人憑弔，部份修復為博物館。＠國立藝術博物館在廣場另一邊，請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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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建築物本身，因地下水位下降而傾斜。當地政府已採取措施對地基和樓房進行加固，恢復了

斜樓的歷史外觀和內部裝修，但保留了它的“傾斜風貌”。會是下一個比薩斜塔嗎？  

隨後前往愛沙尼亞首都 塔林 

塔林 Tallinn  1997 舊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2011年當選歐洲文化之都／Skype 發源地／ 「丹

麥人的城市」／「歐洲的十字路口」／北歐唯一仍維持著中世紀外貌和格調的城市。塔林主要的

景點是兩個古城區：下城區 lower town 和 Toompea hill 座堂山區 

下城區 Lower Town 由維魯街進入塔林引以為傲的歷史中心：＠市政廳廣場(Town Hall square)與

＠尖塔 最熱鬧，，廣場最顯著的建築就是耗時三十年才興建完成的 ★市政廳 號稱是「北方哥德

式建築最華麗的典範」，全歐洲歷史最古老、仍在經營的＠藥房 Raeapteek 位於廣場左側；欣賞

＠聖靈教堂上的巴洛克式木雕古鐘；昔日冠蓋雲集、非官即富聚集＠大基爾特之屋、商場初生之

犢聚集＠黑人頭兄弟會、各有特色的民宅＠三姐妹之屋…等精緻建築。13世紀時，有號稱全世界

最高尖塔的＠聖奧拉夫教堂，塔尖高達 124公尺，依舊傲視全塔林。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中餐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塔林風味料理 

四星級 Hotel Europpa, Tallinn 或同等級 

塔爾圖－185KM 塔林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Day 8 塔林  

主座堂山區 Toompea Hill 自古就是權力中

心，現今也是愛沙尼亞中央行政機關、大使

館和官邸所在。主要的景點包括該區＠城

牆、19世紀 俄國沙皇興建東正教＠亞歷山

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 (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 是塔林最大、也最宏偉的穹頂教

堂，和古老的國會大廈＠圖姆皮城堡。由上

城居高臨下欣賞下城區街景，紅瓦屋層疊，

賞心悅目。★卡德羅格宮殿 Kadrioru Loss 不

同於舊城區，這座 18世紀巴洛可式宮殿是

俄國沙皇時代產物，坐落於森林般的卡德羅格公園之中，是彼得大帝於 1710 年征服愛沙尼亞後

建造、2006年以美術館之姿對外開放，館藏豐富。同時，此地也是愛沙尼亞人心中歌唱革命

(Singing Revolution)的發源地，1988年愛沙尼亞反蘇聯統治的音樂活動就在這座公園中展開。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三道式料理     晚餐：中餐七菜一湯加水果 

四星級 Hotel Europpa, Tallinn 或同等級 

塔林－5KM 卡德羅格宮殿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Day 9 塔 林 赫爾辛基 Helsinki, Finland 

今早安排搭乘舒適快捷的★詩麗雅客

遊輪，前往 芬蘭設計之都－赫爾辛

基，在兩個小時的蔚藍之旅中，享受

輕鬆愉悅又令人難忘的遊輪體驗。 

赫爾辛基 Helsinki  19世紀俄國為了

取得影響力而成為芬蘭首都，建築風

格獨具一格。整個市區處於小半島

上，中央車站幾乎就在半島的中心

點，車站的東邊是舊城區，新古典式

綠頂白牆＠大教堂、＠議會廣場、與

華麗東正教風格的＠烏斯本斯基教堂

(Uspenski Catheral) 座落在歷史最久

的街區，也是最受歡迎的購物區；一路延伸到港邊是最有活力的＠露天市集廣場，綺麗的海港風

光搭配庶民小吃、手工藝品，非常有趣。 

位於中央車站西邊國會大廈附近，由外觀看似降落在巨大岩塊上的飛碟建築物，是知名的★岩石

教堂 Temppeliaukion Kirkko。建築師大膽將堅硬巨岩挖空，以挖出的石塊堆砌成教堂的外牆，用

鋼樑撐起銅製圓型屋頂，是非常大膽新穎、令人印象深刻的現代建築體。 

為紀念芬蘭最著名的音樂家—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 1865-1957)，於郊區設置了＠西貝流士公園，

公園裡的西貝流士紀念碑造型非常別緻，500 多支高 10公尺鐵管組成的龐大管風琴，常伴西貝流

士眉頭深鎖的鐵鑄頭像，表達赫爾辛基市民對於愛國音樂家的景仰。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三道式料理     晚餐：中餐七菜一湯加水果 

四星級 Scandic Hotel Grand Marina Helsinki 或同等級 

Day 10 赫爾辛基 香港 桃園國際機場 

悠閒飯店早餐後，前往芬蘭不論男女老幼都熱愛的國民品牌＠Marimekko outlet。創立於 1951 年

的 Marimekko，創辦人 Armi Ratia 希望能藉由色彩繽紛的生活用品將更多熱情、歡愉帶進芬蘭人

的生活。Marimekko 每一個印花圖案都有一番故事和代表意義，而且也有一個獨特的名字。經典

的罌粟花圖案 Unikko，在世界各地大受歡迎，持續把快樂和希望延伸至世界各地，投入北歐式的

生活美學。午後 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返回台灣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用餐 

Day 11 桃園國際機場  返回溫暖的家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參考航班訊息》                     航班資訊僅供參考，確切訊息以行前說明會為主  

日期 
航班 

編號 
起始地 目的地 

飛起時間 

(當地) 

抵達時間 

(當地) 
飛行時數 

xx/xx 

週三 
CX-531 

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 

香港 

國際機場 
20:00 21:55 1小時 50分 

xx/xx 

週四 
AY-100 

香港 

國際機場 

赫爾辛基 

國際機場 
00:25 06:00 10小時 30分 

xx/xx 

週四 
AY-1101 

赫爾辛基 

國際機場 

維爾紐斯 

國際機場 
07:45 09:00 1小時 15分 

xx/xx 

周五 
AY-101 

赫爾辛基 

國際機場 

香港 

國際機場 
16:40 07:25+1 9小時 45分 

xx/xx 

周六 
CX-530 

香港 

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 
08:50 10:45 1小時 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