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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多瑙河‧藍色浪漫之旅八日【航行路線：布達佩斯-維也納】
行 程 安 排
行 程 亮 點
根據航班時間分批次接機。當您抵達機
場，維京中文旅遊禮賓早已在此恭候，
帶您前往搭乘維京內河遊輪。
11:00-15:00 船上午餐
15:00-17:30 下午自由時間
17:30-18:00 安全演習、船員介紹
18:30-20:30 船上晚餐
21:00-22:00 布達佩斯城市介紹、歡迎致
辭
*第一日為接機登船日，當日所建議行程
非船票內所含既定行程，僅供提前登船
的客人參考
06:30-08:30 早餐
08:30-13:00 布達佩斯城市觀光，探索布
達佩斯城堡、漁人堡、英雄廣場等景點
13:00-15:00 船上午餐
15:00-17:30 下午布達佩斯自行遊覽或
購物
19:00-19:15 當日簡報、船長歡迎酒會
19:30-21:30 歡迎晚宴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布
達
佩
斯

布
匈達
牙佩
利斯
/ /
斯布
洛拉
伐提
克斯
拉
瓦

【升級體驗】（自費升級專案）
A‧14:00-17:30 匈牙利馬術表演，乘車
抵達布達佩斯近郊的一個馬場參加馬
展。到達後可先品嘗特色茶點，觀看匈
牙利馬術表演。表演結束後，可乘坐馬
車，參觀馬廄，購買紀念品。
B‧14:00-17:30 布達佩斯溫泉浴
布達佩斯是少數的擁有優質的溫泉水的
國際化大都市，被稱為溫泉之城，1930
年代這裡便成為了世界上著名的溫泉療
養聖地。盧達熱浴場建於被土耳其佔領
的 16 世紀，19 世紀末期，這裡增加了
新的理療設備及桑拿設施。在綜合理療
區，有一座飲泉亭，提供能夠進行理療
的專門的飲用水，這些飲用水來源於
Hungária, Attila 和 Juventus 三口著名的
溫泉池內。
06:00-09:00 早餐
08:30-11:00 巡航
（船上項目：德語小課程、駕駛室參觀）
11:00-13:00 船上午餐
下午時間賓客可選擇
a) 13:00- 16:45 布拉提斯拉瓦城市觀光
b) 12:15-16:45 潘多夫名品奧特萊斯
18:15–20:30 當日簡報、晚餐
【升級體驗】（自費升級專案）
13:30-17:00 參觀斯洛伐克當地家庭
體驗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的日常生
活。Šenkvice 小鎮位於布拉提斯拉瓦東
北半小時的車程，是瞭解斯洛伐克人日
常生活的理想之地，這是一座因酒莊出
名的小鎮，人們保留了傳統的服飾、建
築、工藝品製作，時至今天，當遊客們
來到這裡，依然會在傳統的節日慶典中
欣賞到當地特色的民族服飾，此外，這
裡的手工藝品製作，葡萄種植，釀酒技
術等依然得到完整的保留；具有當地特
色的裝飾物依然可以在家具、服飾、建
築中有充分的的體現。

• 各地出發到達布達佩斯
• 接機服務(中文接機服務)
• 布達佩斯
匈牙利的首都，現代化都市中保存著 20 世紀的古老建
築。穿越多瑙河的賽切尼鏈橋、宏偉輝煌的布達王宮、古
羅馬風格的漁人堡，織就一幅豐富多彩的匈牙利歷史畫
卷。城中眾多的博物館、精品咖啡館、古董集市與溫泉浴
場，展示著濃郁的匈牙利文化風情與摩登生活方式。

‧ 布達佩斯城堡
城堡山是來到布達佩斯遊客遊覽最多景點最為集中的地
方，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 13 世紀。這裡彙集了布達
的大部分景點，是眾多遊客選擇開始遊覽布達佩斯的“第
一站”。觀光首選地走在城堡山路上，很快就會發現這裡
的街道和沿途的廣場和房屋，都有著濃厚的中世紀建築風
格。站在城堡山頂，你可以一覽多瑙河和對岸佩斯城的風
采將鏈子橋、國會大廈、聖伊斯特萬大教堂等景色淨收眼
底。
‧ 漁人堡
位於布達一側的城堡山上，為紀念昔日防禦多瑙河漁夫而
命名的城塞，它與匈牙利國會大廈、國家歌劇院一起被譽
為匈牙利最令人震撼的建築群，也是俯瞰多瑙河，眺望佩
斯區景致的絕佳瞭望點。
‧ 英雄廣場
是布達佩斯最宏偉的建築群之一，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價
值。位於東北部安德拉什大街的末端，為慶祝匈牙利建國
1000 周年而建，來紀念經戰爭浩劫的匈牙利人民和民族
英雄。每逢重大節日廣場都會有盛大的慶祝儀式。 漫步
廣場漫步英雄廣場，可以先駐足欣賞廣場上精美的建築。

‧ 布拉提斯拉瓦老城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的老城區是這座城市最值得
一遊的地方之一，這裡的古代建築保存完好，有中世紀城
市的原貌，一座座飽經滄桑的歷史遺跡都在對人們無聲地
講述著它們經歷過的時光與故事。老城區的房子大多是巴
羅克風格的建築，漫步在老城方石鋪就街道上，仿佛穿越
到了中世紀。
‧ 布拉提斯拉瓦城堡
布拉提斯拉瓦城堡屹立於多瑙河畔古城西邊的小山上，在
土耳其人佔領布達佩斯期間這裡是匈牙利王室的避居
地。城堡曾經在 1811 年的火災中被焚毀，在 20 世紀 50 年
代完成了重建。
‧ 潘多夫奧特萊斯購物
位於奧地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交界處，距維也納市區
及機場都僅需 30 分鐘車程；從布拉提斯拉瓦出發，經連
接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的 A4 高速公路也只需 25 分鐘。中
心充滿活力的、色彩豔麗的建築沿襲了當地布林根蘭
(Burgenland)式的建築風格，9 家充滿特色的餐廳、酒吧及
兒童遊樂場，加上四周秀麗的景色，都使這裡成為時尚消
費者的完美選擇。嶄新的購物廣場上擁有超過 200 多個品
牌的頂級設計名品店,這裡全年提供 30%-70%的折扣。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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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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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
奧小
地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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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豪
河
谷

06:30-08:30 早餐
10:00-14:30 施皮茨小鎮遊覽、岸上品酒
享用午餐
15:00-18:00 巡航瓦豪河谷
（船上專案：蘋果派製作課程、船上下
午茶）
18:15-20:30 當日簡報、晚餐

• 施皮茨小鎮
瓦豪河谷的中心區域，有著大片的葡萄梯田。最著名的
Tausendimer-berg 山丘被人們稱為“千桶山”的城堡山，意
味著每年給酒農帶來了上千桶上等葡萄酒,使他們的生活
變得富足。
‧ 世界文化遺產—瓦豪河谷
瓦豪河谷具體是指梅爾克至克雷姆斯之間，長達 30 多公
里的多瑙河穀。鄉間村落如詩如畫、修道院肅穆莊嚴、城
堡遺跡富有浪漫色彩、盛產葡萄的山間鬱鬱蔥蔥，構成瓦
豪河谷舉世聞名的秀麗風光。在 2011 年，瓦豪河谷因其
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悠久的人文歷史，被載入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名錄。

06:30-09:00 早餐
09:00-11:30 帕紹城市觀光，並有機會欣
賞到管風琴演奏
中午選擇
a) 11:30-14:30 回船並且午餐
b) 11:30-14:30 岸上午餐自理
14:30-18:00 下午可參加小紅人特色 旅
遊
18:45-21:00 當日簡報、船上晚餐
★小紅人特色旅遊；通常有美食游、景
點遊，與購物遊，實際內容根據各城市
情況而定。

第
五
天

第
六
天

德帕
國紹

奧薩
地爾
利斯
堡

【升級體驗】（自費升級專案）
08:00-18:00 慕尼克一日遊
我們將搭乘大巴前往慕尼克市中心，30
分鐘的自由時間參觀 bmw。我們的旅遊
禮賓將帶領諸位漫遊穀物市場、新市政
廳、英國花園以及具有“城市客廳”之
稱的瑪利亞廣場。這裡是慕尼克最大、
最主要的廣場，所以千萬別迷路哦。在
這裡，您還有機會看到鐘琴演奏，聆聽
具有異國情調的音樂。
【一生一次】（自費尊享專案）
09:00-17:00 直升機造訪新天鵝堡
上午您將乘坐直升機，造訪“灰姑娘的
城堡”－－新天鵝堡。在飛行途中，高
山、密林、河流、城堡等一切盡收眼底，
讓您以不同的視角邂逅歐洲風情。近距
離觀賞這座迪士尼城堡的原型，會感受
德國童話國王路德維希二世所創造的
“夢的世界”。下午我們還將帶您前往
對岸的高天鵝堡，品嘗過當地特色午餐
美食之後，您可以自由活動。

06:30-08:00 早餐
08:00-11:30 薩爾茨堡城市觀光，途經音
樂之聲拍攝地
11:30-15:00 岸上午餐
（含現場音樂歌舞表演）
、自由遊覽
15:00-17:00 離開薩爾茨堡並回船
19:00-21:30 船長歡送酒會、當日簡報、
歡送晚宴

‧ 帕紹
人稱“巴伐利亞的威尼斯”，歷經多次洪水而不倒。多瑙
河、因河、伊爾茨河，三條顏色各異的河流彙聚於此。帕
紹是德國著名的文化古城，城中的巴羅克風格大教堂、哥
特式市政廳等歷史建築倒映在清澈的河流中，小鎮純淨質
樸的自然風光與人文光輝交相輝映。漫步其中，頗為超然
物外之趣。
‧ 斯蒂芬大教堂
位於帕紹的老城區中心，是帕紹的標誌性建築，從城中各
處都可眺望其綠色圓頂。教堂內白底鎏金的高大立柱莊嚴
肅穆，天花板飾以義大利藝術家盧拉戈(Carlo Lurago)和壁
畫師卡隆(Giovanni Carlone)合作完成的壁畫，精美華麗，
繪出夢想中的天堂之景。教堂裡還收藏著世界上最大的管
風琴之一－Steinmeyer 管風琴，共有 233 個音栓和 17974
根音管，音色恢弘莊嚴。

‧ 薩爾茨堡
薩爾斯堡與音樂有著不解之緣，不僅孕育了音樂天才莫札
特，還是家喻戶曉的音樂電影《音樂之聲》的取景地。美
麗的薩爾斯河將薩爾斯堡分為新城與舊城。城中巴羅克風
格的建築群、田園風情的花園與古堡、阿爾卑斯山的美
景，令人心曠神怡。
‧ 薩爾茨堡老城堡
被群山環繞，城內狹窄的小巷透露著濃濃的中歐風情。當
年最熱鬧的糧食小巷裡，如今仍然掛滿了各個商店的行業
標記。一代音樂偉人莫札特就出生在這個小巷的 9 號，為
薩爾茨堡老城增添濃厚的文化氣息。從老城遠眺，可以把
山頂上的薩爾茨堡城堡的美景盡收眼底。
‧ 霍亨薩爾茨堡
是薩爾茨堡市的標誌。它是中歐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座古城
堡。歷經 900 多年風雨，仍巍峨挺拔聳立在舊市區 100 多
米高的丘陵上。城堡從 1077 年開始建造，1861 年完成。

第
七
天

奧維
地也
利納

06:30-08:30 早餐
08:30-12:30 城市觀光
（環城大道、聖斯蒂芬大教堂、霍夫堡
皇宮、 市立公園等）
或參加小紅人特色旅遊
12:30-14:30 午餐
14:00-17:30 參觀美泉宮
18:00-19:00 莫札特及斯特勞斯音樂會
19:15-21:30 當日簡報、晚餐
*小紅人特色旅遊通常有美食游、景點
遊，與購物遊，實際內容根據各城市情
況而定。

第
八
天

奧維
地也
利納

06:00-09:00 早餐
安排離船
送機服務

‧ 維也納（Vienna）
奧地利首都，其景色優美的公園、便捷的交通系統，令其
登上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冠軍。自 18 世紀以來，貝多芬、
莫札特、舒伯特、海頓、施特勞斯等舉世聞名的音樂家，
都曾在這裡譜寫出優美樂章，令維也納享有“音樂之都”
的美譽。
‧ 茜茜公主博物館
位於霍夫堡宮內，是維也納政府為紀念和慶祝國王約瑟夫
一世和王后伊莉莎白結婚 150 年而 建造的，裡面展示了
很多茜茜公主生前的私人物品，還有茜茜公主的肖像畫。
‧ 美泉宮
坐落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西南部的巴羅克藝術建築，曾是
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家
族的皇宮。如今是維也納最負盛名的旅遊景點，美泉宮及
其花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一代傳奇的茜茜公主和奧地利國王佛蘭茨曾住於此。
‧ 莫札特及斯特勞斯音樂會
在維也納的音樂廳中欣賞曾經只屬於皇室貴族的古典音
樂，感受音樂之鄉的高雅與驕傲。
維也納
• 送機服務(中文送機服務)

愛在多瑙河‧藍色浪漫之旅八日【航行路線：布達佩斯-維也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