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 20 日(2018 年)
德國、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

德國
今日搭機飛往歐洲，因係洲際長途飛行，夜宿機上。

第 2 天 德勒斯登(Dresden)
德勒斯登: 市名起源於「河邊森林的人們」
，享譽『北方的翡冷翠』與『巴洛克之珠』的藝術
重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慘遭盟軍地毯式轟炸，數以十萬計難民一夕間喪命
火窟，八百年的珍貴文化藝術遺產亦一併摧毀殆盡；戰後就持續重建的德勒斯登
宛似〝浴火鳳凰〞力圖將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重新推上世界舞台。

全德最美麗的★戲劇廣場上有最傑出的巴洛克式建築代表作★雙子宮(Zwinger)、
★臉譜(Semper)歌劇院建於 19 世紀是匯聚音樂大師創作與發揚 350 年歌劇傳統的
舞台、1755 年建造的巴洛克式★霍夫天主教堂、收藏皇家藝術品與金銀財寶的★
亞伯特宮(Albertinum)和★翠冠宮(亦稱『珍寶宮』Grünes Gewölbe)、★新市集、
★老市集廣場、戰火全毀重修的★皇宮、景色怡人的★易北河畔…。

第 3 天 伍若茲瓦(Wrocław)

波蘭
伍若茲瓦: 歷經多次統治者交互更迭，迄西元 1000 年由波蘭 Piast 王朝用心經營成一商貿與
文化中心。18 世紀 40 年代割讓普魯士後(德文：Breslau)演變成紡織業中心且人口
迅速增長。二戰結束後回歸波蘭時市區已七成摧毀，重建工程將每一棟建築依原狀
回復戰前風貌。老城區融合哥德式、巴洛克式優雅風貌最是吸引遊客。

老城(Ostrów Tumski)有波蘭第二大的★舊市集廣場(Rynek)，周邊融合各時期建築
包括西元 1327 年到 1504 年所建的★市政廳(Stary Ratusz)、★鹽巴廣場(Plac Solny)、
★聖瑪麗教堂(Kościół św. Marii Magdaleny)、★聖伊莉莎白教堂...。波蘭第一座哥德式
主體建築(13 到 14 世紀)之羅馬天主教★大教堂(Archikatedra św. Jana Chrzciciela)
後續擴建而現呈巴洛克(Baroque)式風格。

第 4 天 克拉口夫(Krakow) 
克拉口夫: 或譯：
「克拉科」
，西元 1038 年波蘭王朝自 Poznań 遷都到此直迄西元 1596 年，14 至
16 世紀全盛時期與布拉格、維也納並列為中歐三大文化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波蘭全國陷入戰火，古城因倖免於砲火而得以保留完整的中世紀風貌。
老城(Stare Miasto)區：洋溢最道地波蘭風情的歐洲最大(長寬各 200 公尺)中世紀廣場

★中央廣場(Rynek Główny)、廣場中 16 世紀建的文藝復興式★紡織館(Sukiennice)、
以舉世最古老(西元 1489 年完成)哥德式祭壇聞名的★聖瑪莉教堂、西元 1364 年創立
之 Collegium Maiu (Jagiellonian 大學)是歐洲第三古老和波蘭最早設立的★大學(天文
學家哥白尼是老校友)、西元 1499 年建造之中世紀哥德式★古城垣(Barbakan)、中世紀
王室通往瓦維爾城堡加冕的★皇家之路(Droga Królewska) ...。◎瓦維爾城堡(Zamek
Wawelski)：自第十世紀開始興建 16 世紀重新整建，各式功用廂房共 71 間。曾是
波蘭歷代王朝加冕和王族長眠的★大教堂(Katedra Wawelska)，前教宗保羅二世
(Pope John Paul II)榮登羅馬天主教教宗前即為教堂大主教。
堡內收藏歷代波蘭王室的寶貴文物、貯存盔甲劍茅兵器與槍械等各式武器、保存
歐洲珍貴的織錦繪製之繡帷、擊潰鄂圖曼帝國(土耳其)大軍炫耀光榮歷史之奪來的
珍奇戰利品與東方磁器。還有重達 11 公噸之波蘭最大巨型吊鐘，支撐之台架全由木頭
組合成；城堡後方龍洞是波蘭神話中噴火龍的出生地。

第 5 天 維利奇卡(Wieliczka)鹽坑奧斯維辛(Oświęcim)集中營
維利奇卡: 克拉口夫東南約 13 公里處小鎮，開採鹽礦已有七百年歷史現存 26 個礦採。虔敬
天主教徒的波蘭礦工長年憑藉堅苦卓絕的信念開挖和雕塑地下鹽礦，血汗交織的

毅力開挖出總長逾 120 公里一個又一個精心琢磨之◎地下採鹽礦坑，尤其以結晶鹽
所雕塑成巧奪天工的巨大吊燈、禮拜堂、聖人、
「最後的晚餐」壁畫...。置身其間
每走一寸步所見之景象都令人歎為觀止！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西元 1978 年時，特將
這一採鹽礦坑評選為全世界十二處最珍貴的紀念文物之一。
奧斯維辛 (德文:Auschwitz)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所建的最大◎集中營，西元 1940 年
集中營: 興建至 1945 年戰敗才終止，分為 300 營舍最多可同時容納二十萬人，屠殺了大約
150 萬人其中猶太人約佔九成，現留存約 30 營與四間毒氣室、焚屍爐與紀錄史料
供人參觀。電影「辛德勒名單」的場景即到此拍攝。

第 6 天 蕭邦(Fryderyk Franciszek Chopin)故居華沙(Warszawa)
蕭邦故居: 西元 1810 年蕭邦誕生於華沙西郊薛拉佐瓦‧沃拉(Żelazowa Wola)鎮，原是蕭邦父親
獲聘為富人 Skarbek 的家庭教師所客宿之莊園，現改為◎蕭邦生平紀念館。
華沙:
波蘭首都、最大城市和政經文教樞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因 1944 年反抗納粹德國
(Warsaw Uprising)全城人口折損三分之二，市區百分之八十三被毀。戰後遭受數十年
共產黨統治，如今揮別往昔轉變成民主自由之歐盟會員國。日新月異的市容呈現
新與舊、東與西前進不停歇的融合景觀。

第 7 天 華沙
華沙:



老城(Stare Miasto)區:全市最古老的★聖約翰大教堂、16 到 19 世紀的皇室居所★皇家
城堡(Zamek Królewski)、老城廣場(Rynek Starego Miasta)豎立象徵華沙市的★華沙
人魚雕像(Warszawa Syrenka)、★居禮夫人(Marie Skłodowska-Curie)故居、★聖安妮
大教堂、蘇聯時期史達林所建作為商業大樓的 52 層高之文化科學宮(PKiN)、保存
蕭邦心臟的★聖十字架教堂...。

第 8 天 考納斯(Kaunas)
考納斯:



立陶宛
立陶宛第二大城和文化搖籃、學術領導中心，位於該國最大的 Nemunas, Neris 兩河
交匯處，歷經 13 次無情戰火燒毀一再興起，被稱為『最立陶宛的城市』。
★市政大樓(16 世紀建之 53 公尺高哥德式建築，外觀白色被稱為「白天鵝」)、咖啡館
環繞的巴洛克式★舊市政廳、★古城堡遺址、15 世紀德國商人區...。

第 9 天 包斯卡(Bauska)里加(Riga)
包斯卡:



里加:



拉脫維亞
◎倫達爾宮(Rundãle pils)在城西 12 公里處之 Pilsrundāle，是拉脫維亞最重要宮殿
和迎接國賓的外交禮遇場合，也是遊客到訪該國主要目的地之一。18 世紀 30 年代
Courland 公爵 Ernst Johann v. Biron 建造的夏宮，與俄羅斯聖彼德堡冬宮同樣是由
義大利建築大師 Bartolomeo Rastrelli 所設計。宮中雕飾華麗的黃金大廳金光閃閃
貴氣十足，雪白大廳則極為素雅，窗櫺上各立體浮雕各顯奇趣，並珍藏許多中國
瓷器。重修工程仍進行中，宮殿 138 室中僅 40 室開放參觀。
拉脫維亞首都，波羅的海主要口岸之一。老城區內曲折窄巷、鋪石古徑與濃密的
漢撒同盟時期之歷史陳跡，西元 1997 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訂為世界文化遺產。
14 世紀起迭次興建的★里加古城、13 與 16 世紀建造的★路德派大教堂(Lutheran
Cathedral)、15 世紀之漢撒同盟★黑爵士之屋(Hanseatic Schwarzhaupter House)、八角
尖頂塔 136 公尺高可俯瞰全市區之★聖彼得教堂(the Church of St. Peter)、★自由
紀念碑、★火藥塔、★瑞典城門(Zviedru vārti)、★傳統中央市場(Rīgas Centrāltirgus)...。

第 10 天 塔林(Tallinn)
塔林:



愛沙尼亞
波羅的海三小國中面積與人口最少，旅遊業卻最興旺的愛沙尼亞之國都。位於芬蘭灣
南岸，對望赫爾辛基僅 80 公里距離。名稱源於 13 世紀初丹麥人佔領建立城堡，
將這港口取名『丹麥城堡』
。舊城區樓宇古色古香，保留古意盎然的濃厚中世紀風味，
漫步鵝卵石路面上置身其間恍若墜入時光隧道。塔林的老城區於西元 1997 年獲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可分為:
宗教階層和封建權貴聚集的上城區：建於 13 世紀之巴洛克式★托姆比亞(Toompea)
城堡、六層樓高可看到市民廚房而得名的古老砲塔★偷窺廚房塔、★主教堂、外觀
富麗堂皇象徵前蘇聯統治勢力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東正教堂...。商人和手工業者
居住的下城區：市民舉辦慶典表演歌舞的★市政廳廣場、耗時 30 年興建的★市政廳、
★維魯城門、哥德式建築★歐拉夫斯大教堂、★三姐妹之屋…。下城區街名多和
各行業有關：藥店街、鞋匠街、金飾街...等。

第 11 天 高野國家公園(Gauja N. P.)

拉脫維亞
高野國家 西元 1973 年建立的第一座國家公園，面積 917.45 平方公里森林覆蓋 47%，有許多
公園:
植物、鳥類、哺乳類動物棲息其間，並有歷史文物如：古城垣、老教堂、舊莊園、
水利灌溉風車和考古學和藝術遺跡。分成五功能區以保護完整原始自然生態兼顧及
教育和休閒、旅遊發展，希古達(Sigulda)是其中主要城鎭。

第 12 天 維爾紐斯(Vilnius)

立陶宛
維爾紐斯: 立陶宛首都和最古老、最大城市，在內陸 Neris 河與 Vilnia 河交匯處接鄰 Belarus (白
俄羅斯)，因立國傳統信奉天主教，處處可見古典的巴洛克式教堂，以濃厚中世紀
城市風貌聞名於世。舊城 30 多個美輪美奐教堂、禮拜堂，加上古色古香的哥德式、
文藝復興式、…歐洲古典式建築，彷若大型露天建築博物館。因深受猶太人的文化
經濟影響，拿破崙西元 1812 年到此稱它：『北方的耶路撒冷』。

第 13 天 維爾紐斯 
維爾紐斯: 最醒目地標是鐘樓 57 公尺高的★維爾紐斯大教堂，前方★大教堂廣場(Katedros

Aikštė)假日是熱鬧昌盛的市集、東歐最古老(創立於西元 1579 年)的★維爾紐斯大學、
16 世紀的★黎明之門(Aušros Vartai)乃古城南方入口、15 世紀哥德式★聖安娜大教堂、
17 世紀之巴洛克式◎聖彼得與保羅大教堂(Šv. apaštalų Petro ir Povilo bažnyčia)...。
特拉凱: Trakai 在首都西郊約 28 公里處乃立陶宛古都與榮耀史蹟，被劃定為國家歷史文物
園區，最知名的是 14 世紀末建的◎湖中城堡(Šalos pilis)：童話故事般城堡精心設計
在距 Galvė 湖岸約 500 公尺小島上，外觀如夢似幻堡內有宮殿、地牢、城塔...。

第 14 天 奧爾斯丁(Olsztyn)

波蘭
奧爾斯丁: 波蘭東北方之瓦米爾-馬祖里區(Warmia-Mazury)首府是波蘭湖區大城。城區充滿自然
 美景，半數面積遍佈湖泊、林木及綠地。老城區：哥德式★高門(Brama Wysoka)、
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期間囚犯關在★聖詹姆士教堂(Katedra świętego Jakuba)時正逢
嚴寒冬季，為取暖幾乎把教堂內所有的物品都燒光。

第 15 天 馬博克堡(Malbork)格旦斯克(Gdańsk)
馬博克堡: 鎮上有波蘭人稱為◎馬博克古堡(Zamek w Malborku)之歐洲最大哥德式城堡。建造
於西元 1276 年古名 Marienburg 是全世界最大的磚造城堡。西元 1997 年獲得聯合國
科教文組織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格旦斯克: (德文 Danzig：旦澤市)濱 Vistula 河與格旦斯克海灣交匯處，優越的地理位置迭經
普魯士、俄國和波蘭統治：13 世紀起是漢撒同盟(Hansa League)在波羅的海南端之
重要成員，西元 1919 年列強簽凡爾賽和約將之訂成一座國際自由市。1939 年九月
希特勒為奪回這一港市而入侵波蘭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45 年被蘇聯解放後
回歸波蘭。這座千餘年歷史古城，是波蘭北方沿海地區最大城市和最重要海港，
市區傳承古色古香的中世紀丰采。80 年代由瓦文薩(Lech Wałesa)領導的團結工會
(Solidarity)在此建立，促成波蘭脫離共產主義統治，波蘭因此就從華沙集團(華沙
公約組織)變成歐盟會員國(European Union)的一員。

★海神噴泉是市區最為知名的地標，並有許多漢撒同盟時代之代表性建築:★長街和
★長廣場上精美建築和雕塑、16 世紀建的★高門(Brama Wyzynna)和★金門(Zlota
Brama)、哥德式兼文藝復興風格的★大會堂、十四世紀建造的★阿圖斯廣場、城內
最宏偉的★金屋(Zlota Kamienica)...等。

第 16 天 斯德丁(Szczecin)
斯德丁:



波羅的海南岸奧德(Oder)河出海口之原德國港市 Stettin，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劃歸波蘭，
成為波蘭最大港口。市區留存德國人統治時期與 19 世紀末仿巴黎而建的寬闊公園
綠地及環形廣場...等各時期風格之傳統建築。
★波美拉尼亞公爵(Zamki i rezydencje na Pomorzu)城堡:14 世紀起陸續修建至 16 世紀
完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慘遭轟炸現已修復。★古市政廳(Das alte Rathaus):戰時週
遭全被炸燬，這 15 世紀造之歌德式建築奇蹟倖存，成為歷史博物館。★聖詹姆士
教堂(Bazylika archikatedralna św. Jakuba)：老城區 12 世紀末創建時是木造的這座
全市最要之大教堂，如今直如中世紀的堡壘那般壯碩宏偉。

第 17 天 柏林(Berlin)
柏林:



德國
歐洲超級大都會暨兩德統一後的首都，歷史上一向是普魯士(Preussen)王朝首府。
象徵德意志光榮歷史的★布蘭登堡紀念門和倒塌前的★柏林圍牆(僅存片段遺跡)是
分隔東西柏林最醒目地標。柏林圍牆西邊★動物公園(Tiergarten)是市中心最大綠地，
高聳的★勝利圓柱 (Siegessäule)矗立★六月十七日大道上，周邊是聯邦眾議院的
★帝國議會大廈(Reichstag)、※總統府(Schloss Bellevue)、★庫當區(Ku’dam)是最
熱鬧的商街、幾乎全毀於戰火的★威廉皇帝紀念教堂…。東邊自※菩提樹下大道
(Unter den Linden)經 Spree 河中博物館島到與柏林歷史緊密連結★亞歷山大廣場
(Alexanerplatz)、365 公尺高的★電視塔(Fernsehturm)…。

第 18 天 波茨坦(Potsdam)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
波茨坦:

西元 1747 年腓特列大帝在柏林西南郊，仿法蘭西風格建造的洛可可式★忘憂宮(Sans
Souci)和美輪美奐的★桑酥西公園、富麗堂皇的★新宮殿與★中國式茶閣。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前同盟國代表在北邊湖濱新花園內★西西琳宮(Cecilienhof)簽訂了波茨坦宣言。

第 19 天 法蘭克福台北
今日依依不捨揮別迷人的歐洲。因係洲際長程飛行夜宿機上。

第 20 天 台北
由於時差關係於今日返抵台北，結束此次難忘又充實的歐洲之旅。

＊住宿經濟型旅館（2 人 1 室附衛浴）。
＊全程午餐自理（自由活動當日一律不供餐）。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
等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因無損旅客權益，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
。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
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
公司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
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TEL: (02)2740-6958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