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選景點⾏程內容
多元化⾏程特⾊ 晴天旅遊⽤⼼設計每個⾏程的精彩情節，

深度遊覽，讓您有豐富精彩的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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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全台灣旅⾏社唯⼀
2016⾦質旅遊獎獲獎肯定
東歐五國有著古城的浪漫，亦有歷史悲情
及壯麗的喀爾巴阡⼭的⼭⽔之美。晴天旅
遊深耕多年，對於每個細節的執著與⽤⼼，
終於在2016年開花結果得到⾦質獎的肯
定。我們致⼒於提供安全有保障的⾏程，豐
富您的旅⾏地圖。

北進南出＋中段⾶機＋午抵晚回
最短拉⾞距離．充裕旅遊時間
搭乘⼟⽿其航空，⾏程北進（塔林）南出（維
也納），不⾛回頭路。同時搭配⼀段中段⾶
機由波羅的海直⾶華沙，節省1整天的拉⾞
時間，保留更多時間來享受當地的悠閒，探
索各具特⾊的古城⾵采。

捕捉中世紀⾵華
完整⾛訪中歐五國⾸都皆住宿⼀晚市中⼼
列強環伺下，五國有著坎坷的歷史，卻也帶
來了不同⺠族的⽂化⾵俗。⾸都是最能顯
現其國家特⾊的⼀環，⼊住市中⼼⽅便您
捕捉中世紀⾵韻，漫步古城⼩徑捕捉迷⼈
的夜⾊。（圖⽚：斯洛伐克−布拉堤斯拉⽡）

湖光⽔⾊美不勝收，迪⼠尼也瘋狂
精彩斯洛伐克之旅
斯洛伐克境內的⾼塔特拉⼭⾵光⽐擬阿爾
卑斯⼭，是2019 Lonely Planet推薦歐洲
旅遊景點第1名！完整⾛訪⼭區及靜謐⾼⼭
湖泊；並安排拜訪迪⼠尼⾵格童話城堡−
波耶尼切城堡。



精選景點⾏程內容
多元化⾏程特⾊ 晴天旅遊⽤⼼設計每個⾏程的精彩情節，

深度遊覽，讓您有豐富精彩的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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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歐洲第⼀強國
波蘭精華深度之旅
安排住宿華沙、克拉科夫、札格帕內三城，
讓您有充份的時間體會波蘭新舊都及冬季
⾸都的不同⾵采，感受中世紀強國在歲⽉
沉澱下呈現的美好和新⽣的活⼒。並⾛訪
世界知名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圖⽚：克拉
科夫−中央廣場）

價值30歐元，城市悠遊⾏
特別贈送每⼈⼀張克拉科夫城市卡
可依個⼈喜好⾃⾏安排前往38個景點及博
物館，包含知名的⾟德勒⼯廠及⼤受好評
的中央集市廣場地下博物館，並可免費使
⽤⼤眾交通運輸，節省時間及體⼒，玩的盡
興。（圖⽚：中央廣場−聖⺟聖殿）

⾺⾞+纜⾞雙遊波蘭最美⼭城
札格帕內．波蘭冬季之都
依偎在塔特拉⼭脈的腳下，它的美麗不只
因她坐擁壯麗⼭景，還因為市內的各⾊各
樣的⽊造建築物包括住宅、商店、教堂等
等，每座都是藝術品，安排搭乘⾺⾞遊覽

「波蘭冬季之都」，體驗絕美⼭城⾵情。

滿⾜您的購物慾望
維也納潘多夫購物中⼼
擁有超過150家品牌，如Burberr y、
Coach、Armani…等，滿⾜了您的購物需
求，無論是名牌珠寶、⽪包或是家居⽤品與
最流⾏的運動服飾都應有盡有，最重要的
是，全年提供折扣，是最理想的購物天堂。



⼊住各地特⾊飯店
感受美好旅宿氛圍 精選各國優質飯店，盡情探索⽇夜⾵華，

舒適的床鋪，卸去⼀天的疲累，欣喜⼊夢。

實際安排飯店以⾏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33

Grand Hotel Kempinski 5*
世界旅遊獎−斯洛伐克最佳飯店
什特爾巴斯卡湖唯⼀五星飯店，擁有眺望
塔特拉⼭的絕佳位置，以及⾼貴優雅的古
典裝潢，具有⼤⽚落地窗的湖景SPA泳池更
是你放鬆⾝⼼不容錯過的體驗。推薦您前
往湖畔漫步，欣賞絕美⾵光。

Holiday Inn Krakow或5*同級
中歐三⼤⽂化⾸都克拉科夫古城區5星連泊
⻑達500年時間，克拉科夫為當時中東歐第
⼀強國波蘭⾸都，與維也納、布拉格⿑名。
舊城區古典精緻，廣場上熱鬧⾮凡，⽇夜散
發不同⾵情。安排在此⼊住兩晚，⾛訪所有
精彩景點。

Solo Sokos Hotel或4*同級
彷彿墜⼊時光隧道愛沙尼亞−塔林
精緻⼩巧、⾊彩明亮的塔林
舊城區，是旅⼈⼝中的童話
古城，城區⼊⼝豎⽴的Viru
城⾨是歷史地標。夜晚，您可
以從此開始，再次感受塔林
夢幻之美。

Radisson Blu Riga或4*同級
波羅的海「⼩巴黎」拉脫維亞−⾥加
飯店位於新舊城的分界點。
舊城擁有古⾊古香的典雅氛
圍，新城則充滿⾵格迥異、
精美獨特的活⼒建築。如⽩
⽇的精采讓您意猶未盡，不
妨利⽤夜晚時光細細品味。

NovotelVilniusCentre或4*同級
歐洲最⼤巴洛克古城⽴陶宛−維爾紐斯
現代化的飯店坐落在市區主
要街道−蓋迪⽶諾⼤道上，
是訂房網站⼈氣推薦區域，
更是您探索這座充滿巴洛
克、哥德式，及⽂藝復興式
建築的古典城市絕佳起點。



異國⾵味之響宴
品嘗在地特⾊美⾷ 讓您於⼀⽇精彩緊湊的參觀⾏程後，

放鬆⼼情享⽤五國在地美⾷與佳餚

上述美⾷圖⽚僅供參考，實際依現場為主。 44

品嘗精緻獨特的波蘭美⾷
精選美⾷評鑑餐廳
除了豐富多元的景點參觀，我們也不忘照
顧您的味蕾。華沙是波蘭第⼀⼤城，我們特
別在此安排⼀家⽶其林（或⾼帽⼦）推薦餐
廳，品嘗享譽國際，精緻獨特的波蘭美⾷。

優雅地享⽤主廚精選料理
⾼⼭湖區飯店晚餐
在什特爾巴斯卡湖，與⼀⽚湖光倒影共享
靜謐；於裝潢⾼貴典雅的餐廳中，優雅⼊
席，讓您的⾆尖徜徉在飯店主廚以精挑的
產地新鮮⾷材，⽤⼼烹調的美味料理中。

傳統波蘭料理的代表之作
波蘭蘋果烤鴨⾵味餐
新鮮蘋果和以奶油、香料醃
製的鴨⾁⼀起送⼊烤箱，⽔
果的酸甜和鴨⾁的獨特⾵味
完美融合，吃過的旅客都讚
不絕⼝，當之無愧的波蘭名
菜安排您體驗品嘗。

不容錯過的⽴陶宛國菜
⽴陶宛⿑柏林⾶船
宴客料理座上賓，因外型神
似⾶船⽽得名的⽴陶宛國
菜。⾺鈴薯麵團包裹著⾁
餡，佐以濃郁的乳酪調醬，
帶有嚼勁的Q彈⼝感，美味
久久不散。

波蘭媽媽的⼝袋名單
⿊⿆麵包蘑菇湯
親近當地⼈家的美味途徑，
波蘭媽媽的拿⼿好菜。帶著
開胃的微酸⼝感，讓蘑菇的
鮮味完美體現，裝呈在營養
滿分的⿊⿆麵包中，熱騰騰
的濃湯，溫暖⼊⼝。



台灣✈伊斯坦堡

符 號 標 ⽰ 說 明
 世界⽂化遺產
 ⼊內參觀 （需⾨票）
 下⾞拍照或⼊內參觀（不需⾨票）
 ⾏⾞參觀

早餐早餐 敬請⾃理
午餐午餐 敬請⾃理
晚餐晚餐 敬請⾃理

夜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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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探中東歐五國的神秘⾵采
中東歐五國有著坎坷的歷史。⾃遠古以來不同⺠族輾轉遷⼊，豐富了此地的⺠族特性和⽂
化內涵。有著歐洲古城的浪漫，亦有屬於這些國家的歷史悲情，更有著壯麗的喀爾巴阡⼭
的⼭⽔之美。歡迎您與晴天同⾏，搭機經伊斯坦堡⾶往愛沙尼亞⾸都塔林，展開精彩之旅。



伊斯坦堡✈塔林【愛沙尼亞】

晴 天 推 薦
塔林，⼀個過往充滿了維京海盜、⼥巫、
啤酒的古⽼城市，⾛在塔林古城中彷彿
墜⼊時光隧道。我們特別安排住宿徒步
可達古城的飯店，讓您有更多時間探訪
這美麗的童話古城。

早餐早餐 機上
午餐午餐 中式合菜
晚餐晚餐 義式⾵味料理

Sokos Hotel Estoria 4*
或Metropol Spa Hotel 4*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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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愛沙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Estonia

「愛沙尼亞」在波羅的語中意為「⽔邊居住者」。
⾯積45,200平⽅公⾥，居⺠信奉基督教路德教
派。全國⼈⼝約133萬，主要是愛沙尼亞裔和俄
羅斯裔，⽐台北還少，但卻孕育出Skype等⾼科
技企業，並成為全球第⼀個讓⼩學⽣學寫程式
語⾔的國家。

塔林（上城區）
Tallinn Upper Town
被譽為「歐洲的⼗字路⼝」，上城區的▲敦⽪古
堡是12世紀丹⿆和⽇⽿曼⼈所建，▲聖⺟瑪麗
亞教堂是全國最古⽼的教堂，躲過⼆戰轟炸的
▲古城牆仍有18個倖存的城塔，由此可望向整
個塔林古城。▲亞歷⼭⼤涅夫斯基教堂富麗堂
皇，象徵前蘇聯統治勢⼒。

塔林（下城區）
Tallinn Lower Town
▲市政廳廣場位於下城區市中⼼，周邊是具東
⽅⾵格的▲市政廳、以及最古⽼的▲市政廳藥
局。哥德建築⾵格的▲歐拉夫斯⼤教堂、▲三姐
妹居皆在步⾏距離，▲聖靈教堂外牆的巴洛克
⽊雕古鐘準時報時，漫步鵝卵⽯路⾯上，恍若墜
⼊時光隧道。



塔林−350km−⾥加【拉脫維亞】

晴 天 推 薦
特別安排體驗品嚐拉脫維亞傳統燉⾁料
理。⼤塊⾁塊和⾺鈴薯、香料⻑時間燉
煮，各式滋味完美融合，冷冷的冬⽇裡來
上⼀盤，溫暖的美味令⼈驚喜。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拉脫維亞燉⾁餐
晚餐晚餐 古城⾵味料理

Radisson Blu Riga 4*
或Wellton Hotel and Spa 4*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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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拉脫維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Latvia
拉脫維亞源⾃⺠族語，意為「鎧甲」、「⾦屬制的服裝」。1991
年獨⽴，⼆戰時德軍和蘇軍⻑期在此拉鋸戰，⼤量男⼈戰死
沙場。現在拉脫維亞男⼥⽐差別居世界第⼀。⾸都⾥加，是波
羅的海三⼩國中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城市，有「⼩巴黎」之稱。

⾥加
Riga
歷經滄桑的中世紀建築，掩藏不住舊城區的絕代⾵華：尖塔
⾼123公尺的▲聖彼得教堂是舊城的指標，▲主教座堂曾是
為波羅的海地區最⼤教堂。▲三兄弟屋有其特殊的外觀與故
事。▲瑞典⾨是中世紀瑞典⼈留下的唯⼀⼀座城⾨，▲⽕藥
塔是唯⼀倖存的⼀個瞭望塔。

⿊⼈頭之屋
House of the Blackheads
⾥加最具紀念性的建築物，當屬這棟位於市政廳對⾯的⿊⼈
頭之屋，它的命運和市政廳⼀樣，都毀於⼆次世界⼤
戰，1999年12⽉28⽇重建之後，就像⼀隻從廢墟復活的鳳
凰，再度展翅⾼⾶。⾥加和愛沙尼亞的塔林⼀樣，都有相同的

「⿊⼈頭」信仰。
新藝術建築
Art Nouveau Architecture
20世紀初新藝術運動⾵靡歐洲。為紀念⾥加建城700周年，
藝術家與設計師們發揮想像⼒，800多座⾵格迥異、精美獨特
的建築拔地⽽起。設計師們打破傳統，利⽤流動的線條和充
滿⽣命⼒的花卉植物等浮雕進⾏裝飾，⼤量運⽤⼈物⿃獸的
雕像，為城市注⼊新活⼒。



⾥加−125km− ⼗字架⼭【⽴陶宛】−230km−
特拉凱−27km−維爾紐斯

晴 天 推 薦
來到⽴陶宛旅遊，不可不嘗試⽴陶宛的
國菜「西普⾥奈（Cepelinai）」，因其形狀
酷似德國⼈⿑柏林（Zeppelin）發明的⿑
柏林⾶船⽽得名。⽤⾺鈴薯麵團和乳酪
做成的外⽪⼗分Q彈，裡⾯包著⾁餡，咬
上⼀⼝，和台灣⾁圓好像有幾分神似呢！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柏林⾶船
晚餐晚餐 中式合菜

Novotel Vilnius Centre 4*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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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陶宛共和國
Republic of Lithuania
旅遊權威《Lonely Planet》在2015年將⽴陶宛
選為世界必遊國家第三名，這個歷史古國在中
世紀時與波蘭的聯邦曾是中東歐第⼀⼤國，曾
與俄羅斯在北歐及東歐爭雄，⼀度是歐洲⾯積
最⼤的國家，⾄今還保留著當時的特⾊⾵貌。

⼗字架⼭
Hill of Crosses
⼀般認為第⼀批⼗字架是1831年⽴陶宛⼈反俄
起義時所放置。幾百年來前來朝聖的教徒在這
裡放置了許多⼗字架、受難像，前蘇聯政府曾多
次試圖鏟除，不過專制的政權阻⽌不了⼈們對
⾃由的渴望，▲⼗字架⼭成為⽴陶宛⼈的⼼靈
歸依之處，也是反蘇聯勢⼒的表徵。

特拉凱
Trakai
⽴陶宛的古都與榮耀史蹟，現被劃定為國家歷
史⽂物園區。最為眾所週知的就是親王維多夫
達建於15世紀的★特拉凱⽔中古堡，橙紅⾊如
童話故事般古堡矗⽴在清澈的湖⽔中，輝映著
特拉凱古城，如夢似幻，是東歐地區唯⼀的⼀座
⽔上城堡。



維爾紐斯✈華沙【波蘭】

晴 天 推 薦
特別安排中段⾶機由波羅的海直⾶波蘭
⾸都華沙，節省1整天的拉⾞時間，讓您
寶貴的時間都放在精彩的景點參觀上，
旅程輕鬆舒適。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古城⾵味料理
晚餐晚餐 中式合菜

InterContinental Warsaw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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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維爾紐斯
Vilnius
⽴陶宛⾸都，舊城區古⾊古香的古典建築，彷若露天建築博
物館，有「教堂之城」及「北⽅耶路撒冷」美稱！義⼤利⼤師興
建的▲聖彼得保羅教堂，有⼤圓頂及兩座對襯的塔；▲黎明
之⾨上的聖瑪利亞禮拜堂據說曾顯現奇蹟。古典主義的▲市
政廳⼀樓如今是遊客服務中⼼。

維爾紐斯⼤教堂和⼤教堂廣場
Vilnius Cathedral and Cathedral Square
▲⼤教堂是⽴陶宛的主教座堂，也是國家的象徵，⾼57公尺
的⼤教堂鐘樓是全市最醒⽬地標；⽪利斯街與蓋迪⽶諾⼤道
是▲⼤教堂廣場進⼊舊城區的主要⼊⼝，但所呈現的⾵格卻
截然不同。鄰近的▲蓋迪⽶諾⼭丘上擁有極佳視野，可以俯
瞰整個舊城。

聖安妮教堂
St. Anne's Church
維爾紐斯古城中的羅⾺天主教堂，由33種不同形狀的紅⾊磚
塊建造⽽成，具有地標性的價值。被譽為哥德式建築藝術中
的明珠。拿破侖東征時路過此地，被▲聖安妮教堂的精美深
深吸引，曾想將它「放在⼿掌中帶回巴黎」。

黎明之⾨
Gates of Dawn
聖安娜教堂的南⽅，有⼀座⻑1公⾥多的城牆，其出⼊⼝築有

「黎明之⾨」。1671年，聖⺟會修⼠，在城⾨上建了⼀座「聖瑪
利亞禮拜堂」，聖⺟的雕像塗上黝⿊的顏⾊，被稱為「⿊臉的
聖⺟」，據說曾顯現奇蹟，成為維爾紐斯最著名的朝聖地。



華沙−295km−克拉科夫

晴 天 推 薦
除了豐富的景點參觀，我們也不忘照顧
您的味蕾，特別在波蘭第⼀⼤城華沙安
排⼀家美⾷評鑑（⽶其林或⾼帽⼦）推薦
餐廳，品嘗精緻獨特的波蘭美⾷。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美⾷評鑑餐廳
晚餐晚餐 飯店⽤餐

Holiday Inn Krakow Centre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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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舊城區
Warsaw Old Town
波蘭最⼤城市，▲舊城廣場佇⽴的▲美⼈⿂雕像，傳說曾帶
領居⺠抵抗外敵，成為今⽇華沙標誌；上城區的▲市場廣場
是⼈潮聚集的地區。古城中所⾒的▲樓堡、▲聖約翰教堂、▲
西格蒙特三世紀念柱及▲華沙舊皇宮都曾在⼆戰中被摧毀，
波蘭⼈於戰後⼀磚⼀⽡原樣重建。

波蘭名⼈錄：蕭邦
Fryderyk Franciszek Chopin
波蘭知名作曲家和鋼琴家，19世紀浪漫主義⾳樂代表⼈物。
出⽣在波蘭近郊的蕭邦，前半⽣在波蘭度過，後20年則⽣活
在法國，死前⼼懷祖國的他，留下遺囑要將⼼臟葬在波蘭。現
今在華沙的▲聖⼗字教堂的柱⼦即藏有他的⼼臟，來⾃各國
的觀光客在此向他致敬。

波蘭名⼈錄：瑪麗．居禮夫⼈
Maria Skłodowska-Curie
波蘭裔法國籍物理學家、化學家。她是放射性研究的先驅者，
和先⽣⽪耶•居禮⼀同發現釙和鐳兩種新元素，是⾸位獲得
兩次諾⾙爾獎的科學家和⼥性。佛瑞塔街是上城區裡最⻑的
⼀條⽼街，街上的16號則是這位⼀⽣為科學奉獻，淡泊名利
的偉⼈▲瑪麗．居禮夫⼈故居。

克拉科夫
Krakow
波蘭第2⼤城，古城建於11世紀，為歷代波蘭國王加冕即位之
地。⽂藝復興⾵格的▲皇家之路通往歐洲最⼤的中世紀廣場
▲中央集市廣場，廣場中央矗⽴著16世紀⽂藝復興⾵格的▲
紡織會館及▲市政廳鐘樓，▲聖⺟聖殿聳⽴在旁、以全世界
最古⽼的哥德式祭壇聞名。



克拉科夫−15km−維利奇卡鹽礦−15km−克拉科夫
（半⽇⾃由活動）

晴 天 推 薦
以紅磚砌成的聖⺟聖殿，為波蘭式教堂
的代表，聖殿的主祭壇是哥德式祭壇的
傑作之⼀，作者Veit Stoss花了12年精雕
細琢這座祭壇，層層⾦⾊包覆下完全看
不出來它是⼀座⽊雕，故事的內容描述
著耶穌的⼗⼆個⾨徒⾒證聖⺟瑪莉亞的
死亡並升上天堂的過程。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蘋果燉鴨⾵味餐
晚餐晚餐 ⽅便遊玩，⾃理

Holiday Inn Krakow Centre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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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城
Wieliczka Salt Mine
歷史⻑達700年，是波蘭歷史最悠久的⼀座⼯廠，宛如⼀座地
下城市，舉⽬所及皆為岩鹽雕鑿⽽成，礦區內共有九層，距離
地表約64~327公尺，通道全⻑超過200公⾥，猶如迷宮般令
⼈嘆為觀⽌。您會看到由鹽所雕刻出來的禮拜堂、古時礦⼯
具、地底湖等。

聖⾦加禮拜堂
Saint Kinga's Chapel
鹽礦中最壯觀的景點，據悉是由2位礦⼯耗時67年才完成的
巨作。取名⾃波蘭的聖⾦加公主，她是鹽礦的主保聖⼈，在禮
拜堂正中央供奉著她的鹽雕，內部的吊燈、⽯階、燭臺及聖⺟
像等全是由鹽雕琢⽽成。【提醒：鹽礦內恒溫14度，請穿著適
當的⾐物進⾏參觀】

美⾷．波蘭蘋果烤鴨餐
Polish Roast Duck with Apples
波蘭是全世界蘋果產量第⼆⼤的國家，在傳統波蘭菜中，名
氣最⼤、歷史最悠久、可稱為是波蘭國菜的就是「蘋果鴨」了，
鴨⼦和新鮮蘋果，加上⾺鈴薯、蔬菜送⼊烤箱烘烤，散發蘋果
香氣與甜味，佐以蘋果、紅莓醬綜合調味，是來到波蘭不容錯
過的道地美味。

冬季限定！克拉科夫城市卡
Krakow city card
我們特別準備每⼈⼀張克拉科夫城市卡，可⾃由前往參觀38
個博物館或景點（附贈地圖），讓您可依個⼈喜好⾃⾏安排前
往。特別推薦−電影《⾟德勒的名單》發⽣地−⾟德勒⼯廠、
運⽤科技玩味中世紀⽣活−中央集市廣場地下博物館(如
圖)、或⼊內參觀聖⺟聖殿。



克拉科夫−112km−札科帕內 (塔特拉⼭)

晴 天 推 薦
波蘭的主餐⼤多是⾁⾷，以豬⾁為⼤宗，
傳說波蘭豬是聽著蕭邦樂曲、喝著鮮奶
⻑⼤， 因此做出來的豬⾁可以說是鮮美
多汁，令⼈難以忘懷，今⽇午餐安排塔特
拉⼭烤⾁料理，來到波蘭，您⼀定要嚐嚐
有名的波蘭豬⾁！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塔特拉⼭烤⾁料理
晚餐晚餐 飯店⽤餐

Radisson Blu Hotel Zakopane 4*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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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爾巴仟⼭
Carpathian Mountain Range
綿延約1,500公⾥的⼭脈，是阿爾卑斯⼭脈向東
繼續延伸的部分，僅有少數⼭峰⾼於2,500公
尺，橫跨中東歐，穿過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波
蘭、烏克蘭和羅⾺尼亞。⼭脈並⾮連續不斷，⽽
是分成了幾個⼭群，景⾊依四季呈現不同⾵貌，
優美宜⼈。

札科帕內
Zakopane
波蘭境內最⾼城市，素有「冬季之都」美譽。鎮內
佈滿傳統⽊造房舍，精巧別致，⾃古以來，就是
波蘭皇室貴族、藝術家等最喜愛的渡假之地。
Krupowki⼤街是⼩鎮的核⼼，熱鬧⾮凡，除了
特⾊紀念品，各⾊各樣的⽊造建築物也是觀光
客留影的重點。

★ 冬季限定！札科帕內觀光⾺⾞
Zakopane Scenic Horse Carriage
依偎在塔特拉⼭脈的腳下，它的美麗不只因她
坐擁壯麗⼭景，還因為市內的各⾊各樣的⽊造
建築物包括住宅、商店、教堂等等，每座都是藝
術品，安排搭乘⾺⾞遊覽「波蘭冬季之都」，體驗
冬⽇絕美的⼭城⾵情。



札科帕內−75km−什特爾巴斯卡湖

晴 天 推 薦
Krupowki⼤街是⼀條觀光⼤街，充滿了
紀念品、⼩吃、及餐廳。煙燻起司是札格
帕內的特產，形狀⼗分多元，多為⻑筒
狀、菱形錐狀、⽔餃狀，也有麵條狀的。⽔
餃狀的常⾒於燒烤攤位，烤熱了之後沾
莓果醬吃⾵味獨特，推薦您試試！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便遊玩，⾃理
晚餐晚餐 飯店主廚精選料理

Kempinski High Tatr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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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特拉⼭國家公園
Tatras National Park
有「⼤⾃然的明珠」美譽，擁有喀爾巴阡⼭的最
⾼峰，公園內包括⾼聳⼭峰、險峻峭壁、碧綠湖
⽔，種類繁多的植物和獨特的野⽣動物，景⾊優
美。安排搭乘★纜⾞（夏季：登⼭纜⾞；冬季：⿒
軌纜⾞），體驗「⼀覽眾⼭⼩」的絕頂快意，欣賞
重巒疊翠之壯闊⼭景。

什特爾巴斯卡湖
Strbske Pleso
海拔1,355公尺，位於塔特拉群⼭和密林中的幽
靜⾼⼭湖泊，美麗純淨，是斯洛伐克第⼆⼤冰川
湖泊，環湖⼀周約2.5公⾥。湖中有5種原⽣湖
⿂，⽔不算深但清澈⾒底，波平如鏡，湖⾯倒映
著鬱鬱森林和皚皚雪峰的景象，有如置⾝瑞⼠
⼭區之感。

Kempinski High Tatras 5*
斯洛伐克最豪華飯店
特別安排什特爾巴斯卡湖湖畔，榮獲《2017世界
旅遊獎−斯洛伐克最佳飯店》的kempinski住
宿⼀晚。飯店位於眺望塔特拉⼭的絕佳位置，擁
有城堡般的外觀，以及優雅的古典裝潢。（如遇
飯店滿房，改安排4星飯店並每房退費2000元）



什特爾巴斯卡湖−164km−波耶尼切−183km−
布拉提斯拉⽡

晴 天 推 薦
布拉提斯拉⽡曾是哈布斯堡王朝⾸都，
擁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如童話故事般的
街道，曾經是丹⿆作家安徒⽣的最愛，舊
城中有著安徒⽣的雕像，據信「賣⽕柴的
少⼥」與「醜⼩鴨」都是以此城為背景所
創作，特別安排在地導遊導覽，帶您探索
童話⼤師熱愛的美麗城市。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斯洛伐克⽜排餐
晚餐晚餐 中式料理

Sheraton Bratislava Hotel 5*
或Grand Hotel River Park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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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耶尼切城堡
Bojnice Castle
斯洛伐克最知名城堡，最早為⽊質堡
壘，後改建成⽯製。1,888年著名收藏
家，帕爾菲伯爵依羅亞爾鎮的法國城
堡將其改建為新哥德式現貌，城堡內
猶如⼀座博物館，塔樓和宮殿有著尖
峭的尖頂，遠望宛若童話世界，造型神
似迪⼠尼樂園中的睡美⼈城堡。

布拉提斯拉⽡
Bratislava
斯洛伐克的⾸都和最⼤城市，⾯積367
平⽅公⾥，是歐洲最⼩的⾸都之⼀。城
市位於美麗的多瑙河左岸，緊鄰奧地
利和匈⽛利兩國邊境，是世界上唯⼀
同時與兩個鄰國接壤的⾸都，精緻⼩
巧的舊城區和位於半⼭腰的城堡，是
遊客流連駐⾜之處。



布拉提斯拉⽡−62km−維也納✈伊斯坦堡

晴 天 推 薦
我們選擇由維也納離開的晚班機，讓您
12天的旅⾏擁有最充裕的參觀時間。因
此，在⼤多數旅遊歐洲的旅客已紛紛搭
機在回程的路途中時，您仍悠閒漫步於
購物中⼼，瀏覽琳瑯滿⽬的各式商品。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便遊玩，⾃理
晚餐晚餐 搭機耗時敬請⾃理

夜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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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提斯拉⽡舊城區
Bratislava Old Town
▲市政廳曾是主教府邸，搶眼的粉⾊巴洛克式建築及華麗的
裝飾令⼈難忘。▲舊市政廳就在廣場轉⾓邊，外牆上有⼀個
突兀的⼩⿊點，是拿破崙軍隊當時進攻斯洛伐克的砲彈，這
⼀發炮彈就卡在牆上沒拿下來，成為歷史⾒證。舊城區中數
個幽默的銅像，令⼈會⼼⼀笑。

聖⾺丁教堂
St. Martin's Cathedral
建於13世紀，哥德式建築曾是匈⽛利國王的加冕教堂。
1563-1830年間有13位匈⽛利國王、1位⼥王及8位王后在此
加冕，也被稱為「國王教堂」，1830年後，奧匈帝國的加冕儀
式搬回布達佩斯舉⾏。85公尺⾼的塔頂是300公⽄重的餾⾦
匈⽛利皇冠。

布拉提斯拉⽡城堡
Bratislava Castle
位於⽼城旁的⼭區上，其正⽅形主體加上四個⾓落尖塔的特
殊外觀，當地⼈戲稱它是⼀張「翻轉過來的桌⼦」，也是該城
市最明顯的地標。1811年宮殿曾被喝醉的⼠兵燒毀。
1953~1968年間重建，如今城堡內的⼀半空間作為斯洛伐克
國家博物館使⽤。

潘多夫購物中⼼
Designer Outlet Parndorf
擁有超過150家品牌可選擇，如Burberr y、Coach、Armani
等，無論是名牌珠寶、⽪包或是家居⽤品與最流⾏的運動服
飾都應有盡有，最重要的是，全年提供折扣，滿⾜您的購物慾
望，讓您⼀站購⾜，滿載⽽歸。



伊斯坦堡✈台灣

貼 ⼼ 提 醒
班機抵台後結束您此次難忘的【波蘭、波
羅的海、斯洛伐克−精彩五國12⽇（冬
季）】旅程，回到溫暖甜蜜的家。

早餐早餐 機上
午餐午餐 機上
晚餐晚餐 敬請⾃理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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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回憶，滿載⽽歸
班機於今⽇抵達台灣，，帶著滿滿的回憶及收獲，回到溫暖甜蜜的家。期待在您的未來旅遊
計畫裡，晴天能持續陪伴著您，⼀起⾛遍各地美景。



DAY 1DAY 1 台北─伊斯坦堡 ⼟⽿其航空 TK-025 2155/0510+1 12:15

DAY 2DAY 2 伊斯坦堡−塔林 ⼟⽿其航空 TK-1423 0815/1135 03:20

DAY 5DAY 5 維爾紐斯−華沙 波蘭航空 LO-780 1530/1535 01:05

DAY 11DAY 11 維也納─伊斯坦堡 ⼟⽿其航空 TK-1888 1920/2350 03:35

DAY 12DAY 12 伊斯坦堡─台北 ⼟⽿其航空 TK-024 0135/1755 11:20

上 述 內 容 僅 供 參 考， 實 際 ⾏ 程 及 航 班 以 ⾏ 前 說 明 會 為 準

天 數 起⾶地─抵達地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班機時間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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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標⽰為⼊內參觀，▲標⽰為下⾞或⾏⾞參觀，⾏程僅供參考，正確⾏程∕航班
以⾏前說明會為準。
團費：由於出發⽇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
專員。或參照晴天官網www.sundaytour.com.tw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理除外）、⾏程中安排之⼊內參觀景點⾨
票、飯店⾏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刷卡、簽證費和領隊、導遊、司機⼩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李等禮貌性質⼩費。基於國際禮儀，請您⾃付。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內繳交訂⾦，訂⾦每席：20,000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
期開票，請於隔⽇繳交訂⾦，始完成報名⼿續。
團費報價以雙⼈房（2⼈⼀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報名，須付擔全程單⼈房差
額。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
則免收單⼈房差額。
單⼈房加價：25,000 元。單⼈房加價係指「單⼈指定⼊住⼀間單⼈房之房價差」，⽽不是
付房價差即⼊住雙⼈房型，單⼈房為⼀⼈使⽤空間，通常較雙⼈房⼩。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孩（⼀般是指12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孩才能加
床，不接受三位⼤⼈（12歲以上）同房；若三位⼤⼈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
⼈房，會以標準雙⼈房加⼀單⼈床（多為⾏軍床或沙發床）⽅式安排，且歐洲旅館房間室
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
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會提供，敬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不⼀，此⾮本公司所能掌
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夜溫差⼤夜晚
涼爽，因此部份飯店房間僅設置冬天必備之暖氣設備，並無冷氣設備，敬請諒察。
旅⾏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進⾏調整，並不能
保證親友⼀定會坐在⼀起或皆有⾛道位，敬請⾒諒。
當地餐⾷⼝味偏重、葷⾷多⾁、素⾷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需求。
本⾏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
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程∕航班∕飯店∕餐⾷以「⾏前說明會」書冊
所列資料為準。在客觀或不可抗⼒的因素下，若無法提供同星級之飯店，降低⼀個星級，
將予以每⼈每晚退費1000台幣。
最低組團⼈數: 16（含）⼈。如低於15（含）⼈，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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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
旅客基本資料表1.
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旅程返回⼊境台灣⽇起須有六個⽉以上之效期，3⾴
以上空⽩⾴）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帶切結書」

2.
訂⾦傳真刷卡確認單3.
客住宿餐⾷需求表4.

台灣護照前往歐盟國家為免簽證，建議您攜帶護照影本及2張2吋照⽚備⽤。

當您繳付訂⾦即表⽰旅遊契約產⽣效⼒，本公司將依各協⼒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
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
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
向您收取超⽀費⽤或退回剩餘訂⾦。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經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若因懷
孕、⽣病、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不同國家有程度⾼低的旅遊⾵險，為考量旅客⾃⾝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旅
遊權益，若有慢性疾病、年滿70歲以上、⾏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或友
⼈同⾏，⽅可接受報名。如未告知⾝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或衍⽣其他問題，旅客需
⾃⾏負責。
無護照、護照⾴數不⾜、效期不⾜（需六個⽉以上，以⼊境台灣之⽇期為基準）、過期者或
護照汙損（包含髒污、封⾯與內⾴分離、局部破裂、蓋有⾮出⼊境之印章等）、蓋有爭議國
家之⼊出境章以及相貌∕姓名變更與護照照⽚不符變更等...旅客有義務⾃⾏檢查審核，
上述說明如有疑問請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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