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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旅遊－UNESCO'S HERITAGE & NATIONAL PARK~

2019 波蘭冬季‧全面‧故事‧驚喜之旅 13 日
＜行程特色＞
波蘭好食在
聞名於世的 NOMA 餐廳主廚曾說「歐洲烹飪的未來在波蘭」，由此可知波蘭的美食絕對不容忽視。
這篇風饒的土地提供各種新鮮美味的食材，加上不同民族與文化在此片土地上留下的足跡，足跡不只
歷史，還有生活與美食。讓波蘭水餃、獵人燉肉、蘋果烤鴨、馬鈴薯煎餅等主食豐富您的味蕾；讓蘋
果派、托倫薑餅等甜點餵養您的靈魂。
波蘭好住所
強調 Location 是我們波蘭行程飯店的重點，我們選擇步行距離即可抵達鬧區的飯店，格坦斯克、克
拉科夫、華沙等大城市更升級選擇高級飯店，相對小的城鎮如羅茲、托倫等小鎮，我們挑的，是最有
當地特色的飯店，讓您的旅途更貼近當地生活。
波蘭好所在
15 個世界遺產，我們用季節、路途、欣賞價值等因素，替您篩選出最適合此時造訪的 6 個世界遺產，
搭配我們在當地的經驗，安排造訪較少人前往的城鎮，體驗最在地的人土風情！
波蘭好「自」在
特別安排前往「札可帕內」。這座小山城是波蘭的冬季首都，到了冬季首都豈能錯過雪上活動！
安排搭乘雪橇，讓您體驗雪上活動的樂趣，並享受塔特拉山區的清爽空氣，好好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UNESCO World Heritage＞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
1. 馬爾堡的條頓騎士團城堡(UNESCO 1997)：全歐洲最大的中古世紀哥德式城堡，也是條頓騎士團
270 多個城堡群的指揮總部。
2. 中世紀古城托倫(UNESCO 1997)：托倫是波蘭最爲古老、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由於此地養育了
一位聞名於世的偉大人物-哥白尼，所以人們又常稱托倫爲哥白尼城。
3. 奧斯維辛集中營(UNESCO 1979)：納粹德國時期建立最主要的集中營和滅絕營。
4. 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城(UNESCO 1978)：是世界最古老的鹽礦之一。鹽礦深達 327 公尺，內部隧道
蜿蜒曲折達 300 公里長，裡頭除鹽礦外還有禮拜堂、地下湖泊、餐廳等，宛如一個小型世界。
5. 克拉科夫舊城區(UNESCO 1978)：曾是中古時代歐洲最大的市集，也是波蘭歷代皇帝的加冕處，
幾經戰火卻毫髮無損，現為世界 12 大歷史重要景點之一。
6. 華沙舊城區(UNESCO 1980)：這座獨一無二的城市建築，二戰中徹底摧毀之後完全重建起來。波
蘭人出色地完成了複雜細緻的重建工程，獲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賞。
行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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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蘭 的 知 性 與 感 性 ， 等 你 一 起 去 浪 漫
--------------------------------------團費

148,000(含小費)

訂金

出發日期

2019 年 02 月 04 日

40,000

單人房加價

商務艙加價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參觀

01. 臺北香港杜哈

預計航班：CX565 1415/1620(2H05M)+QR817

1835/2320(9H45M)

晚間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噴射客機經香港，飛杜哈轉機。(夜宿機上)。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Tel: 02-2500-0585

http://spirittour.com.tw/

p.2

Update: 2018-10-19

02. 杜哈華沙→261km 托倫

預計航班：QR263 0135/0545(6H0M)

清晨於杜哈轉機，飛往波蘭首都–華沙，抵達後，驅車前往華沙的中世紀小鎮：托倫
托倫＜UNESCO＞：13世紀由條頓騎士團所建立、也是著名天文學家哥白尼的故鄉，因躲過波蘭歷
史上大大小小的戰役，▲舊城區，保存完好，我們將行走於中世紀街道，沿路了解托倫的歷史及小故
事，參觀▲哥白尼出生地及▲舊市政廳以及▲托倫新城區，並遠眺▲條頓騎士的城堡遺跡。
＜餐食＞早餐: 機上

午餐: 波式料理

晚餐: 飯店主廚料理

＜旅館＞4*Copernicus Hotel Torun 或4*Mercure Torun Centrum 或同級
03. 托倫 Torun→170km馬爾堡→65km格坦斯克
今早，前往★馬爾堡＜UNESCO＞：13世紀由條頓騎士團建立，是條頓騎士團長的駐地，也是目前歐
洲最大的哥德式城堡，，抵達後參觀城堡廣場，庭園及高聳的塔樓、美麗的玫瑰花窗和城堡教堂。
隨後前往「琥珀之路」起點、波蘭最浪漫的濱海城市：格坦斯克，我們將行走於格坦斯克舊城區，參
觀▲起重機▲聖瑪利亞教堂(世界最大的磚砌教堂)▲海神噴泉與▲市政廳。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波羅的海海鮮餐

晚餐: 飯店主廚料理

＜旅館＞5*Radisson Blu Gdansk 或 5*Hilton Gdansk 或同級
04. 格坦斯克→132km海烏姆諾→223km羅茲
今早，前往「戀愛之城」海烏姆諾，抵達後參觀★聖雅各與聖尼可拉斯教堂，因為這座教堂供奉聖瓦
倫丁(St.Valentine)的遺骨，海烏姆諾才被稱為戀愛之城。
隨後前往文創之城：羅茲，19世紀是一座紡織工業大城，1989年波蘭由共產政體及經濟轉型為現代
國家後，此地的輕工業也隨之落寞，但如今羅茲已藉文創產業改頭換面，扭轉了自己落魄的形象，目
前全歐最著名的電影學院之一，便位於羅茲。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波式料理

晚餐: 飯店主廚料理

＜旅館＞4*Vienna House Andel’s Lodz 或4*Double tree by Hilton 或同級
05. 羅茲→222km奧斯威辛集中營→山城飯店
★奧斯維辛集中營＜UNESCO＞：電影辛德勒名單的場景，二次大戰間德軍於此設立了集中營，此地

成為人類史上最具歷史教育意義的場域，我們將前往奧斯威辛與比克瑙園區，尋訪那些令人動容的歷
史記憶。
參觀集中營後，我們驅車前往波蘭南部，進入塔特拉山區的範圍內，入住我們精心安排的山城飯店。
＜餐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波式高麗菜捲佐肉醬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旅館＞4*私房山城飯店
06. 山城飯店→95km 札可帕內
扎可帕內：位於海拔七百五十米的高原上，是波蘭最高的山城，也是最著名的渡假勝地，有「冬季首
都」之稱，為波蘭最南部城市，您可在此感受群山環抱、心曠神怡的舒暢感。市區觀光，包含搭乘★
雪橇的雪上活動。特別安排★波蘭民謠歌舞表演：波蘭民謠歌舞因各地區不同所以服裝與舞蹈都會有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Tel: 02-2500-0585

http://spirittour.com.tw/

p.3

Update: 2018-10-19

些差異，但是唯一相同的是一定都是先唱歌以後才開始跳舞，原因是為了在歌詞中能夠透露接下來想
要表演的舞蹈給樂手，讓樂手可以準備接下來的演奏。
＜餐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波式料理

晚餐：民俗歌舞表演晚餐

＜旅館＞4*Hotel Belvedere Resort & Spa 或 4* Grand Hotel Stamary 或同級
07. 札可帕內→→95km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城→15km克拉科夫
★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城＜UNESCO＞：此鹽城至今歷史長達七百年，礦區內共有九層，最淺的在地下

64 公尺，最深的在地下 327 公尺，通道全長超 200 公里，有如迷宮令人嘆為觀止。您會看到由鹽
所雕刻出來的禮拜堂、古鹽礦工具、地底湖等，其中最壯觀的是以鹽礦雕成的聖金加禮拜堂，鹽殿裡
的石階、燭臺、吊燈及聖母像等全是由鹽雕琢而成。(貼心提醒：鹽礦內恒溫 14 度，冬暖夏涼，請您
穿著適當的衣物進行參觀哦！)
隨後返回克拉科夫，並參觀舊城區：是在 1257 年韃靼人入侵知所規劃設計的，如今克拉科夫的知名
景點都位於舊城之內。▲紡織會堂是中央廣場裡最矚目的焦點，文藝復興式的典雅商場裡可以看到波
蘭手工藝品。▲聖瑪麗教堂：中央廣場週邊最雄偉的建築物，有名的是教堂內的哥德式主祭壇，全波
蘭最古老最細緻的祭壇之一★瓦維爾城堡：山丘上的城堡，收藏了歷代波蘭王室的寶貴文物，城堡內
的掛毯則是最大的亮點！▲瓦維爾大教堂是波蘭歷代王朝加冕和王族長眠之地，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榮登羅馬天主教教皇之前，即為該教堂大主教。
＜餐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波式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旅館＞4*Vienna Andel’s house Krakow 或同級
08. 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國家博物館：抱銀貂的女子，與蒙娜麗莎的微笑及最後的晚餐齊名，並達文西的三大名畫，

畫中女子為時任米蘭公爵最寵愛的情婦，這名年芳 16 的少女，高雅婉約的氣質在大師的描繪下，表
露無遺。
▲卡齊米日猶太區：由偉大的卡齊米日大帝一手創立的「新城區」，曾經為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的暫

時收容區，也是電影辛德勒名單的拍攝場景，▲猶太人集中廣場是此區最著名的景點。
克拉科夫半日自由活動：您可選擇再次前往舊城區尋找特產小物，或者尋找波蘭陶小店採買名聞遐邇
的波蘭陶；或者是您可以留在飯店內享受飯店提供的設施。
＜餐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獵人燉肉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旅館＞4*Vienna Andel’s house Krakow或同級
09. 克拉科夫→143km金斯托瓦→242km華沙
今日前往金斯托瓦，波蘭人心中永遠的宗教聖地，每年吸引著上百遊客和朝聖者的到來，位於此城的
★光明山修道院 Jasna Gora Monastery 是波蘭最著名的聖母院，也是該國最重要的朝聖地，亦是許

多波蘭人的精神首都，修道院內的黑聖母像被賦予了神奇的力量，是光明山修道院最珍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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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們啟程北返，返回華沙。
＜餐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烤豬肋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旅館＞5* Mamaison Hotel Le Regina Warsaw或 5*Sofitel Victoria Warszawa或同級
10.華沙
今日展開華沙市區觀光，包含▲新城區及★猶太人博物館，這座新落成的博物館，建築設計概念以摩
西分開紅海為意象而做，館內收藏的，不是以往大眾以為的，哀傷的猶太人歷史；而是猶太民族從古
至今生活於波蘭的痕跡。下午沿著▲華沙皇家大道瀏覽有名的華宅宮殿及名勝古蹟華麗的▲聖安妮大
教堂、蕭邦心臟安置所在的★聖十字教堂。
華沙舊城區＜UNESCO＞：華沙市最古老的▲聖約翰大教堂▲皇室城堡、華沙市的象徵▲美人魚雕像
及▲西吉斯蒙德圓柱
＜餐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烤大豬腳餐

晚餐：當地料理

＜旅館＞5* Mamaison Hotel Le Regina Warsaw或 5*Sofitel Victoria Warszawa或同級
11.華沙
今日早上，前往★蕭邦博物館：館內收藏了最完整的蕭邦的事蹟，且運用多媒體設備，透過音樂來介
紹讓您了解最完整的蕭邦。
華沙半日自由活動：您可以前往中央車站旁的金色階梯購物中心，於藥妝店及超市做最後的採買，或
選擇與舊城區來場最後的約會。
＜餐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波式料理

晚餐：華沙惜別晚宴

＜旅館＞5* Mamaison Hotel Le Regina Warsaw或 5*Sofitel Victoria Warszawa或同級
12. 華沙杜哈

預計航班：QR260 1805/2330(5H40M)

今早，我們繼續當個華沙人，前往▲華沙市集：興建時間超過一世紀的人民廣場，見證了華沙起義，
建築物遭受重創，戰後恢復原本的生機，現在是華沙人最常造訪的菜市場。簡單用過午餐後，我們前
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準備返回溫暖的家園。
＜餐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西式餐

13. 杜哈香港台北

晚餐：機上

預計航班：QR818 0225/1445(7H20M)+CX470

1740/1920(1H50M)

今晚返抵國門，結束此回的波蘭之旅，我們期待下次與您的相聚。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 蘇琬婷 陳奕綸 蔡雅安 王律云 黃思語
連絡電話：02-2500-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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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無疆旅行社網站：http://www.spirittour.com.tw/
FB 粉絲專頁連結 / Google+連結 / Youtube 影片連結
Line@ ID : @spirittour / 微信 ID : spirit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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