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地連泊兩晚，行程舒服，減少舟車勞動 

選乘芬蘭航空或土耳其航空凌晨航班，輕鬆適應時差， 

早上抵步，多出半天時間旅程 

優質航班 

漫遊 3 大【世界文化遺產之都】 

里加(拉脫維亞)、維爾紐斯(立陶宛)、塔林(愛沙尼亞) 

波羅的海 BALTIC SEA 

 
湖堡聖地‧對岸共和國‧世界文化遺產之都 

暢遊【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重點暢遊

EUB8XP 天 

 

全程 4 星 

湖中心【達卡城堡】參觀紅磚建成的歌德式城堡 

遊覽立陶宛不存在的國度【對岸共和國】、神蹟聖地【十字架山】 

到訪歐美最大市場【中央市集】 

重本增遊 

8 

烤焗三文魚 特別品嚐 



   

   

   

 

  
立陶宛 Lithuania 

拉脫維亞 Latvija 

愛沙尼亞  Estonia 

EUB8XP : 4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SIGHT-SEEING 

湖中心城堡 「達卡城堡」 

建於 Galve 湖上，是東歐唯一的一座水上城堡。由紅磚建成的歌德

式建築，一木橋連接兩岸，於十四世紀具防衛之用途。現已是一座歷

史及藝術博物館，收藏了多個世紀前的精品如陶瓷公仔、雕花玻璃瓶

及衣飾等。 

1831 年立陶宛人反俄起義後，放置在從前的一個軍事掩體處。幾個

世紀中，前來朝聖的天主教徒安置了許多十字架，目前數量估計約

50,000 個。不同大小的十字架，象徵著當地人的宗教信仰及傳統。

可在附近紀念品店購買小十字架，寫上願望插在山丘許願。 

曾發現神蹟顯聖 「十字架山」 

位於里加中心的東歐最大市場，不僅是 20 世紀拉脫維亞最著名的建

築之一，平均每天有約 8萬多人在此購物成為訪量最大的市場之一，

同時是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逾 3 千間店家，出售本地栽種、

飼養或製造的貨品，如鮮蔬醃菜、水果、芝士等熟悉產物，可盡情體

驗拉脫維亞傳統食品，品嚐波羅的海風味裸麥麵包、煙燻青魚及葡萄

乾番紅花麵包等特色美食。 

除了售賣各種新鮮雪藏食品外，亦有售賣當地傳統衣飾及手工藝品，

如手工製襪子、帽子、頸巾、柳條籃及其他手工藝品，是搜羅平價特

式貨品及遊覽拉脫維亞最佳手信的好地方！ 

歐洲最大市場 「中央市集」 

博物館以一個互動展覽講述塔林的海洋歷史，當中展示了一些船舶

收藏品及愛沙尼亞的航海歷史，展品當中更有在二戰中實際使用過

的軍艦，遊走蘇聯鐵幕邊沿，探索波羅的海沿岸軍事規劃，也了解芬

蘭灣兩岸的發展。 

不花一柱一樑的建築 「海航博物館」 

教堂於 1768年興建完成，建築頂有 5個綠色的洋蔥形圓頂，上面有

黃金十字架，被譽為愛沙尼亞最美的巴洛克式教堂建築。它的出現對

波羅的海地區的東正教造成不少影響，後來的教堂興建紛紛以它為

藍本。 

愛沙尼亞最美的巴洛克式教堂 「聖凱琳教堂」 



   

 

   

   

【拉脫維亞】
 

 

Radisson Blu Latvija 

www.radissonhotels.com 

免費大堂及房間 

ITINERARY EUB8XP : 4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牌照號碼:350217 EUB8XP(APR)-ITX2021 製表日期:2 FEB 2021 

(備註 2,5,7,8) 

(備註 2,3,4,6) 

酒店 

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Hong Kong 

早餐  航班上 

 香港 DAY8 

DAY2 維爾紐斯 ~ 不存在的國度「對岸共和國」 隨處可見街頭壁畫，以及青銅天使與河岸美人魚等裝置藝

術。立陶宛語中的意思是「河的對岸」，一個在愚人節從立陶宛獨立的「國家」，實際上是個藝術家聚落，「總統」

是位詩人，還有 41 條的「憲法」，街頭的石牆上鑲有該區自行宣佈成立「奧蘇比斯共和國」時所製作的詼諧憲

法章程石板 ~ ＊湖中堡「達卡城堡」 堡疊由紅磚建成之歌德式城堡，座落於湖中心。由一木橋連接兩

岸，在十四世紀時極具防衛用途，此處風景優美 

Vilnius(Lithuania) ~ Republic of Uzupis ~ Trakai Castle ~ Vilnius(Lithuania)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當地晚餐 

DAY3 

DAY5 

波羅的海最大城市「里加」 ~ 舊城區 ~ 瑞典門 建於 1689 年，是里加唯一保存至今的古城門 

~ 波羅的海最古老中世紀建築「聖彼德教堂」 建於 1209年，高 123公尺，二次大戰前是歐洲最高

的木製建築 ~ 中古世紀民宅「三兄弟屋」 里加代表性的 15-17 世紀建築，探索三座不同世紀興建的建

築特式 ~ 市政廳廣場 ~ 黑人頭之屋 ~ 歐洲最大市場「中央市集」20 世紀拉脫維亞最著名的

建築之一，售賣各式各樣的貨品，是搜羅平價特色貨品和手信的好地方 

Riga(Latvija) ~ Old Town(UNESCO) ~ City Tour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自費品嚐 晚餐  當地晚餐 

DAY6 

里加(拉脫維亞) ~ 波羅的海之明珠「派爾努」(愛沙尼亞)(車程約 2.5 小時) 面向波羅的海避暑勝地  

~ 騎士街 ~ 市政廳 ~ 愛沙尼亞最美的巴洛克式教堂建築「聖凱琳教堂」建於 1768，頂有 5 個

綠色的洋蔥形圓頂，上面有黃金十字架，後來的教堂興建紛紛以它為藍本 ~ 塔林(愛沙尼亞)(車程約 2 小時) 

Riga(Latvija) ~ Parnu(Estonia) ~ Ruutli Street ~ Town Hall ~ St. Catherine Church ~ Tallinn(Estonia)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當地晚餐 

DAY7 

塔林(愛沙尼亞) ~ 塔林大學 ~ 聖奧拉夫教堂 ~ 維魯城門 ~ 市政廳廣場 ~ 座堂山城堡  

~ ＊海航博物館【包導覽】 2012 年開幕，整個建築不花一柱一樑，以拱形混凝土天花板的設計結構，支撐

整座建築物。遊走蘇聯鐵幕邊沿，探索波羅的海沿岸軍事規劃，也了解芬蘭灣兩岸的發展 

Tallinn(Estonia) ~ Tallinn University ~ St. Olaf's Cathedral ~ Viru Gate ~ Town Hall ~ Toompea Castle ~ Seaplane Harbor Museum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烤焗三文魚 

Hong Kong  Helsinki(Finland) / Istanbul(Turkey)  Vilnius(Lithuania) ~ Cathedral Square ~ Church of St. Anne  

~ Church of St. Francis and Bernardine ~ Vilnius University ~ Gediminas Tower 

香港     赫爾辛基(芬蘭) / 伊斯坦堡(土耳其)     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大教堂廣場  

~ 格迪米納斯塔 ~ 立陶宛哥特式建築的代表「聖安尼教堂」 教堂融合了華麗的哥特式建築

和磚式哥特建築風格 ~ 聖弗朗西斯、聖伯納德教堂 ~ 東歐最古老的學府「維爾紐斯大學」  

建於 1579 年，大學建築富麗堂皇，是集哥特、巴洛克、文藝復興和古典風格於一體的獨特景觀 

DAY1 

DAY4 

維爾紐斯 ~ 愛與和平之地「十字架山」(車程約 3 小時) 小山丘上豎立超過 20 萬個十字架，每一個十

字架背後都印證了象徵著當地人的宗教信仰和傳統。可在附近紀念品店購買小十字架，寫上願望插在山丘許願 

~ 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車程約 2 小時) 

Vilnius(Lithuania) ~ Hill of Crosses ~ Riga(Latvija)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自費品嚐 晚餐  酒店晚餐 

【維爾紐斯】 

 

 

Radisson Blu Vilnius 

https://www.radissonhotels.com 

或 

Crowne Plaza 

http://www.cpvilnius.com 

或 

Holiday Inn 

http://hivilnius.lt/ 

免費大堂及房間 

【塔林】 

 

 

Hestia Hotel Europa 

https://www.hestiahotels.com/eu

免費大堂及房間 

塔林(愛沙尼亞) ~ 舊城區 市政廳始建於 1313 年，四周 8條小巷全是購物區 ~ 蘇聯情報局大樓   

 赫爾辛基(芬蘭) / 伊斯坦堡(土耳其)  香港 

Tallinn(Estonia) ~ Medieval Old Town ~ KGB Headquarters  Helsinki(Finland) / Istanbul(Turkey)  Hong Kong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航班上   / 自費品嚐    晚餐  航班上  / 自費品嚐 

午餐  航班上  晚餐  地道晚餐 早餐  航班上 

www.radissonhotels.com
https://www.radissonhotels.com/
http://www.cpvilnius.com/
http://hivilnius.lt/
https://www.hestiahotels.com/europa/
https://www.hestiahotels.com/europa/


 

   

   

  

【溫馨提示】 

 如出發前感到身體不適，敬請出發前徵詢家庭醫生意見是否適合 

外遊，以免在旅途中未能獲得適當治療而影響旅程 

 証件必須有效期 6 個月或以上(回程日期計) 

 當地活動工作人員或公共設施收取之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服務費約每位歐羅 1-2 元，請客人自行考量 

# 每人每天建議服務費為 HKD150，包括領隊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 

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服務費；並不包括行程內其他服務收費。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備註 

1)  有關旅行團建議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 

恕不另行通知。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如有任何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3)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 

隨團領隊及當地導遊將有機會入住另一酒店，不能與客人入住同一酒店，敬請留意。 

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 

4)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5)  餐廳及膳食菜色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米芝蓮餐廳則改另間同級，敬請留意。 

如餐食未能滿足閤下的要求，將會以素餐代替，敬請留意。 

6)  如報名時為單人或單數組合，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A) 單人報名，客人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敝社將於出發前三日確認，如最終未能

安排，不得藉故退出。 

B) 3 人或以上之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 或 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

義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敝社將於出發前

三日確認，如最終未能安排，不得藉故退出。 

7)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

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在參與 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

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內容及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

參加。旅客須承擔因 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8)  如遇以上旅遊景點、參觀博物館等節目休息或維修或臨時關閉，行程/景點將改為外觀拍照

或以其他景點取替，一切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為準。 

9)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10)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及正常情況作預計，車程只供參考。 

11)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12)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參閱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 

13)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理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 223 號指引，旅行社

如因「迫不得已理由」取消旅行團， 處理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

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有關收費請參閱報名表背頁旅遊細則及

責任事項。 

  

【波羅的海】旅遊資訊 

簽證簡介 

1) 持香港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BNO：不需辦理簽證 

2) 持外國護照：需根據個別情況而定 

 

★辦理簽證所需之申請資格、文件、費用及批證期詳情，

可瀏覽本公司網頁 www.wwpkg.com.hk 

天氣及時差 月份 

4-5月 

6-9月 

天氣(平均氣溫) 

攝氏 -5 ~ 14 度 

攝氏 10 ~ 22 度 

＊波羅的海當地時間慢香港 5/6 小時  

ITINERARY 

 0 

芬蘭航空・赫爾辛基轉機 

AY  100  00:25    06:00 

AY 1107  11:30    13:10 

香港    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    維爾紐斯 

AY 1016  11:45    12:15  或 

AY 1020  14:40    15:15  或 

AY 1028  21:10    21:45 

AY  101  16:55    08:40+1 或 

AY   99  23:55    14:45+1 

塔林    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   香港 

  

TK  071  23:05    06:15+1 

TK 1409  08:40    11:20 或 

TK 1407  09:40    11:25 

香港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維爾紐斯 

TK 1422  18:55    22:10 或 

TK 1424  18:05    22:30  

TK  070  01:35    17:05 

塔林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香港 

土耳其航空・伊斯坦堡轉機 

EUB8XP : 4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