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聯盟系列 SUPER333 

奧地利‧捷克、雙湖區、三遊船【布拉格五星 3晚】10 天 

※※※居遊布拉格五星酒店三晚‧黃金六區全覽※※※ 

■行程特色： 

 
 



 

 

 



 

 

 



 

 

 



 

 

■嚴選飯店： 

 



 

 
■航班時間： 

 

■行程內容： 

第一天   台北【桃園】／維也納  

21：00  於桃園機場集合。  

23：10  搭乘中華航空直飛班機，起飛前往維也納。一趟東歐精華奧地利、捷克之旅，隨著飛機起飛，

正式展開。 

膳食：早餐：自理    │午餐：自理    │晚餐：自理 

住宿：夜宿機上 

 

第二天 維也納－【152KM】黛爾琪－【160KM】布拉格 
06：15    班機抵達奧地利首都，音樂之都-維也納。 



07：30    辦理入關手續後，避免長途飛行又拉長程車，我們選擇抵達的當天，先安排前往維也納市區 

觀光:首先抵達哈布斯堡家族的夏宮― ◎熊布朗皇宮，我們將在此停留 1 個小時，想入內參觀的貴賓也 

可以自己買票進入，皇宮提供中文耳機導覽。去過凡爾賽宮的人，可能對宮後視野極佳的◎御花園更感 

興趣、1 個小時的停留，值得您去走走逛逛。後續參觀◎國家歌劇院、 ◎聖史蒂芬大教堂、◎國會大 

廈、◎市政廳等雄偉的建築。  

 
11：30 ★★★★★ 美食的饗宴：奧地利家鄉味－ 維也納炸猪排  

維也納炸猪排在奧地利可說是「媽媽的味道」，是每個媽媽的拿手絕活，她還會神秘的告訴你，好吃的 

秘訣是祖傳配方，由媽媽的媽媽流傳下來的。這種將肉排敲薄再裹粉炸熟的料理，皮脆而不乾，肉質軟 

嫩。  

12：30 專車前往 1992 年被列入世界文化遺產的―黛爾琪小鎮(Telc)。  

15：00 抵達後，安排◎老城區參觀美麗的◎市集廣場，廣場中充滿文藝復興及巴洛克式的建築精品， 

讓您體會這漂亮的小鎮，體驗.南波希米亞小鎮的悠閒與寧靜。  

16：00 專車前往有建築博物館美稱的捷克首都―布拉格。  

18：00 ★★★★★ 美食的饗宴：波西米亞烤鴨+ 捷克麵團 

 

膳食：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維也納炸猪排【前菜、猪排、甜點】 
                       │晚餐：波希米亞烤鴨風味【湯、烤鴨、甜點】 
住宿：Corinthia Hotel  或  同 5 星級旅館 

 

第三天  布拉格(老城區＋新城區＋猶太區) 

09：00    早餐後，前往◎聖瓦茨拉夫廣場，也就是新城廣場，是一條寬廣 大街，兩旁盡是高雅古典 

的建築，媲美巴黎的香榭大道，這裡也 是 1968 年布拉格之春的發生地。接著走訪◎猶太區、◎舊新猶  

太會館及◎猶太墓園，這裏還保存著歷史韻味。沿著猶太區而走 是布拉格最著名的精品街，時尚名品 

店，一家接著一家，您可在 自由活動時間好好逛逛歐洲的名牌精品。接著參觀◎老城廣場， ◎天文鐘、 

◎提恩教堂、◎胡斯紀念碑、◎火藥塔等。布拉格的 美是值得細細品味的，未曾受過戰亂破壞且各具 

特色的古建築， 無論是哥德式或是文藝復興式，皆令人流連忘返。 

13：00   ★★★★★ 美食的饗宴：東歐名菜－波西米亞肋排風味餐【烤肋排與維也納炸猪排、Goulash  

燴牛肉並稱東歐三大名菜，是到這裡必嚐的美食。】 



 
14：30   單飛時間 

    來到捷克，別忘了血拼一下，許多高貴不貴的藝術性紀念品，值得您慢慢選購，價格迥異的捷 

克水晶，最受遊客的喜愛，當然充 滿民俗風格的捷克木偶、手工藝品、手工巧克力、琥珀飾品....， 也 

是不錯的選擇！ 

19：00   晚餐後，返回旅館。 

 

 



膳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東歐名菜-波西米亞肋排【前菜或湯、肋排、甜點】 

                       │晚餐：中式料理 

住宿：Corinthia Hotel  或  同 5 星級旅館 

 

第四天   布拉格【高堡區＋城堡區＋小區＋伏爾塔瓦河遊船之旅】 

09：00    早餐後，首先前往拜訪捷克古老傳說中的發源地-◎高堡區，她在捷克人的心中佔有相當重要 
的地位。史麥塔納的交響詩―我的祖國裡，第一段就是描寫《高堡》，高堡的景觀，是欣賞伏爾塔瓦河 
幽美的絕佳位置，滿足了遊客們對布拉格的憧憬。布拉格的美，除了舊城區的老城廣場、城堡區的雄偉 
城堡、熱鬧的新城區、人山人海的查理大橋之外。在這裡，你可以居高臨下的享受布拉格難得僅有的寧 
靜，當然來到這裡也是您認識捷克歷史名人，深入了解捷克經典文化的藏寶地。接著來到河對岸的◎城 
堡區：帶 您探訪 10 個世紀的建築：◎羅瑞朵教堂-布拉格教堂中最精巧細緻的天主教堂，◎聖維特大 
教堂―蓋了 700 年完成了布拉格最大的教堂、◎舊皇宮―歷任波希米亞國王的住所。 
12：30   ★★★★★ 美食美景雙饗宴：伏爾塔瓦河遊船宴【搭乘遊船，一邊享用午餐，一邊欣賞伏爾 
塔瓦河兩岸風光】 

 

14：30    午餐後，有別於一般來去匆匆的觀光客，過門而不入的布拉格◎小區，遠離了人潮，腳步自 
然緩慢下來，這時才驚覺原來散發萬種風情的小區，如此的千嬌百媚。寧靜過後，來去湊熱鬧了，來到 
◎查理古橋。此為伏爾塔瓦河上唯一的石橋，自 14 世紀竣工以來，即是連接兩岸的主要橋樑。橋上人 
來人往，熱鬧非凡；時至今日，盛況仍不減當年。您可悠閒的在老橋上散步，欣賞中歐 最古老石橋的 
兩旁雕像。讓您一覽露天建築博物館的美景。 
19：00   晚餐後，返回旅館。 

 



 

膳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布拉格【伏爾塔瓦河遊船＋午餐】 

                       │晚餐：中式料理 

住宿：Corinthia Hotel  或  同 5 星級旅館 

 

第五天 布拉格－【126KM】 卡羅維瓦利－【247KM】克倫洛夫或南波希米亞小鎮 

08：00   早餐後，出發前往捷克境內最大的溫泉重鎮－卡羅維瓦利。 

10：00   抵達參觀◎溫泉迴廊，讓您試試用喝的溫泉。捷克的俗話說：如果不舒服演變成疾病，醫生 

就會把卡羅維瓦利溫泉水當作處方。當然除了喝溫泉之外，建議您逛逛東歐影展城，同時也是波希米亞 

水晶玻璃聞名的渡假小鎮－卡羅維瓦利，可愛的街道及物美價廉的精品商店，都值得您一逛再逛。 

12：00   ★★★★★ 美食的饗宴：捷克年菜－鯉魚風味餐【如同中國人過年要圍爐，捷克人在節慶 

時都會吃鯉魚。每年聖誕節前，他們就在家裡放個水缸，養上兩三隻鯉魚，聖誕夜時全家團聚享用活魚 

大餐。】 

13：00   專車前往 1992 年被聯合國列入世界遺產城，捷克著名中世紀小城－克倫洛夫。 

 
17：30   抵達歐洲最美的小鎮－克倫洛夫。參觀這充滿中世紀迷人氣息的小鎮，紅瓦、石板路、特色 

小店，處處可見，尤以 13 世紀所建，哥德式的◎邊界城堡最為有名。她美麗的城市風貌，保存良好的 

古蹟，在城堡上，還可居高臨下，盡覽童話小鎮美景，她吸引每年成千上萬的觀光客，到此一賭她的魅 

力風采。  

19：00   ★★★★★ 美食的饗宴：捷克－猪腳風味餐【捷克鄰近德國，飲食習慣受德國影響深遠，尤 

其是猪腳風味餐，外皮帶 Q 勁，肉質非常綿密鬆軟，口感與質量俱佳，是到此地必點的美食之一。】 



 

膳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卡羅維瓦利鯉魚風味：【前菜或湯、鯉魚、甜點】 

                       │晚餐：克倫諾夫猪腳風味餐：【前菜、猪腳、甜點】 

住宿：Hotel Bellevue  或 Clarion Congress  或  同 4 星級旅館 

 

第六天 克倫洛夫－【237KM 】國王湖－【37KM】－莎姿堡 

        小鎮的清晨，多了一分寧靜的美：邀請您起個早、自由逛逛：悠閒的神遊於中古世紀的氛圍裡 

09：00  早餐後，前往德國最美的世外桃源－◎國王湖。 

 

14：30    午餐後，抵達位於德、奧邊境的國王湖，在最後一個冰河時期由冰川形成，是德國最深的 

湖泊。周圍完全被阿爾卑斯山脈環抱，位於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內，是德國著名的旅遊勝地。國王 

湖 因其清澈的湖水而聞名，它被認為是德國最乾淨和最美麗的湖泊。 

16：30   返回莎姿堡參觀電影『真善美』拍攝地點－★米拉貝爾花園。 

18：30   ★★★★★ 美食的饗宴：酒館烤雞風味餐 

 



 

膳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莎姿堡中式料理：【6 菜一湯、水果、茶】 

                       │晚餐：莎姿堡酒館烤雞風味餐：【前菜或湯、甜點】 

住宿：Mecure Central Salzburg  或  同 4 星級旅館 

 

第七天 莎姿堡－【73KM】湖區遊船－【73KM】莎姿堡 

08：00    早餐後，前往以高山湖泊、自然美景而聞名的奧地利湖區。 

09：30    抵達◎哈修塔湖 HALLSTATT，遊覽湖光山色，令人陶醉在自然景致之中!!哈修塔湖是湖區 

最優靜美麗、水溫最低的湖泊。早在三千多年前人類歷史就已經在此落腳，是一個文化古蹟小鎮，此 

地已經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接著前往世界經典電影名著『真善美』拍攝背景 

地－◎聖沃夫岡湖 ST.WOLFGANG、逛逛著名的◎白馬飯店。 

★★★★★ 美景的饗宴：真善美湖區遊船 

13：00   ★★★★★ 美食的饗宴：鱒魚料理風味餐【湖區因水質清淨，水溫低，非常適合鱒魚生長， 

成為此地特色 餐食料理，是不可錯失的最道地美味。】 

 

14：00   市區觀光：◎莫札特故居、◎莫札特廣場及等。莎姿堡是音樂神童－莫札特的出生地、故鄉， 

也是奧地利著名的主教城、大學城，城內保留許多雄偉且華麗的『巴洛克風格建築』，如：◎主教府邸、 

◎大教堂、◎舊市政廳……等等，所以素有北方的羅馬之稱。都市風格高雅悠靜而且是知名的電影－真 

善美的拍攝場景 所在地，雖然已事隔數十年，還是令人懷念記憶猶新。 

15：00   單飛時間 

莎姿堡著名的莫札特巧克力將是您饋贈親友的最佳選擇。您也可順著莎河漫步，推薦您位於山丘上的古 

堡，是您登高眺望莎姿堡的最佳地點。 

19：00   晚餐後，返回旅館。 

 



 

膳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湖區餐廳鱒魚料理【前菜或湯、甜點】 

                       │晚餐：莎姿堡中式料理 

住宿：Mecure Central Salzburg  或  同 4 星級旅館 

 

第八天 莎姿堡－【215KM】梅爾克－【87KM】維也納 

08：00    早餐後，專車前往多瑙河最美麗的一段，梅爾克至克雷姆斯之間的瓦豪河谷。 

10：30    抵達巴洛克式宗教建築的代表－◎梅爾克修道院，天主教為了對抗新教，延攬民心而將其重 

建為極盡奢華雄偉的宗教舞台，後因其華麗與神聖的地位，成為每位皇帝出行時的行宮。在 2000 年連 

同整個瓦豪河谷被列入世界文化遺產。 

 

11：30   ★★★★★ 美食的饗宴：小鎮特色料理 

12：30   專車前往奧地利首都，音樂之都─維也納。 

14：00   單飛時間： 

維也納市區，從國家歌劇院到聖史蒂芬大教堂的人行購物大道上，可說是最熱鬧繁榮的地區，不論是精 

品店、百貨公司、咖啡廳、餐廳、酒館等雲集。下午您有自由活動的時間，逛逛著名人行購物大道，亦 

可品嚐著名的維也納咖啡及薩荷蛋糕。 

19：00   晚餐後，返回旅館。 

 



膳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梅爾克當地料理【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晚餐：維也納中式料理 

住宿：NH Vienna Airport Hotel  或 同 4 星級旅館 

 
第九天  維也納／臺北【桃園】 
     旅程已接近尾聲，經歷名城古堡的心靈洗滌，歡樂滿行囊的滿足感，充電過後精神飽滿， 
雖有依依不捨的心情，也只能期待下次再相逢，今日早餐後，自由整理行裝，接著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夜宿機上。 

膳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天  台北【桃園】 
     抵達台北【桃園】 

膳食：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Ｘ  │晚餐：Ｘ 

住宿：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