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在多瑙河‧繽紛藝術之旅 11日【航行路線：布達佩斯-維也納】 

天數 目的地 行 程 安 排 行 程 亮 點 

第 

一 

天 

匈 

牙 

利 

/ 

布 

達 

佩 

斯 

當您抵達布達佩斯機場，維京旅遊中
文接待導遊早已在此恭候，帶您前往
搭乘維京內河遊輪。第一天為到達
日，船上將為您準備午餐與晚餐。根
據您航班所到達時間的不同，您可以
自由安排當日行程。 
 
*以上行程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
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
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變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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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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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旅程增添無限樂趣。 

第 
二 
天 

布 
達 
佩 
斯 

06:30-08:30 早餐 

08:30-12:30 早餐後，我們將乘坐巴
士，開啟布達佩斯全景城市觀光，探
索城市公園、英雄廣場、城堡區、馬
加什教堂、漁人堡等名勝，更將看到
布達佩斯左岸最顯眼的城市標誌—
布達佩斯國會大廈。 

12:30-14:30 返回船上享用午餐。 

14:00-17:30 下午是您的自由活動時
間，您可以選擇在城中購物，感受布
達佩斯的摩登生活方式。 

18:00-20:00 船上為您準備了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現代化都市
中保存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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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旅程
增添無限樂趣。 

升級體驗： 

我們為您準備了 3項獨具特色的體驗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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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5:00-17:30 布達佩斯當地市場參觀 

參觀當地市場，感受匈牙利人的生活。布達佩斯中央
市場（Grand Market）是全布達佩斯最大，歷史最悠
久的匈牙利傳統市場。這裡不僅有新鮮蔬果、食品鋪
子，還有很多匈牙利民間風格的紀念品。在這裡，可
以品嘗到當地特色的匈牙利牛肉湯和各類香腸，還有
著名的“杜卡伊”葡萄酒，深入當地感受濃鬱的匈牙
利風情。 

*以上三項目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
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
動而有所變動。 

*以上三項目需額外收費。 

*匈牙利馬術表演項目至少 15位賓客成行，最多招待
45 位賓客。 

*布達佩斯溫泉浴項目至少 3 位賓客成行，最多招待
40 位賓客。 

*布達佩斯當地市場參觀項目至少 8 位賓客成行，最
多招待 16位賓客。 

 



第 
三 
天 

  布 
匈達 
牙佩 
利斯 
/ / 
斯布 
洛拉 
伐提 
克斯 
  拉 

  瓦 

06:00-09:00 早餐 

08:30-11:00 我們將沿著多瑙河巡
航，您得以欣賞多瑙河兩岸變幻的美
景。您也可以參加德語小課程，體驗
學習德語的樂趣。 

11:00-13:00 船上為您準備了精緻的
午餐。 

下午您可選擇： 

A) 13:00-18:00 布拉提斯拉瓦城市觀
光，探索這座小而精緻的首都城市。
外觀欣賞城堡及聖馬丁大教堂，經過
住宅區，欣賞美麗的建築和中國大使
館。在蘇聯紅軍紀念碑前停留，合影
留念。隨後繼續乘車，直到邁克爾
門，步行遊覽開始，您將遊覽邁克爾
門、主廣場和市政廳、巴羅克式的耶
穌會教堂和貴族宮殿、羅蘭噴泉和國
家劇院。  

B) 13:00-18:00 潘多夫名品奧特萊斯
購物，在低至三折的名品店裡盡情購
物。 

18:45-21:00 船上將為您準備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距離維也納只有 60

公里，約有 46 萬人口，是斯洛伐克最大的城市，也
是世界上唯一同時與兩個鄰國接壤的首都。可以在布
拉提斯拉瓦城堡上俯瞰全城，在老城廣場上觀賞惟妙
惟肖的雕像，在老城的街巷間領略小鎮的特色與趣
味。 

 

升級體驗： 

13:30-17:30 斯洛伐克家庭招待 

斯洛伐克國土面積不大，但卻是個與自然親近、古雅
迷人的國家。這裡的人民熱情好客，謙遜禮讓，有著
一種質樸可愛的親和力。在本次行程中，您就將拜訪
斯洛伐克當地的一戶家庭，瞭解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
與煩惱，體驗斯洛伐克人的日常。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能
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
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每個家庭最多招待 6位賓客。 

第 
四 
天 

斯布 
洛拉 
伐提 
克斯 

  拉 
  瓦 
/ 
奧瓦 
地豪 
利河 
  谷 
/ 
梅 
爾 
克 

06:30-09:30 早餐 

07:30-12:00 上午我們將沿著多瑙河
巡航，您得以欣賞兩岸變幻的美景。 

12:00-14:00 船上將為您準備精緻的
午餐。 

13:00-15:00 我們將巡航在瓦豪河
谷，您將欣賞到世界上最美麗的河沿
風光。 

15:00-17:30 我們將帶您參觀莊嚴肅
穆的梅爾克修道院，欣賞修道院中精
美的壁畫、珍貴的中世紀手稿；以及
世界上唯一一座被收錄為世界文化
遺產的圖書館。 

18:45-21:00 船上將為您準備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梅爾克小鎮，因梅爾克修道院而聞名，更是多瑙河之
旅的重要一站。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瓦豪河谷的起點，
這裡風光旖旎、綠樹成蔭，華麗的古建築裝點著這座
小鎮，宛如一顆明珠點綴在多瑙河上。 
 
■一生一次： 

直升機俯瞰瓦豪河谷 

我們將在梅爾克提供該項目（與參觀梅爾克修道院同
步時間）。最少 2 位賓客成行，最多 4 位賓客。如果
超過 4 位賓客，直升機可以連續飛兩趟。飛行時遊覽
的景點包括：阿格斯泰恩城堡、杜恩斯坦因、梅爾克
修道院、葡萄園和丘陵。瓦豪河谷是多瑙河風景最優
美的河段。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能
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
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至少 2 位賓客成行，最多招待 4 位賓客。如果超過
4位賓客，直升機可以連續飛兩趟。 

第 
五 
天 

梅 
爾 
克 
/ 
薩 
爾 
茨 
堡 

06:30-08:00 早餐 

08:00-11:30 我們將帶您來一場音樂
之聲主題之旅—探訪這部著名好萊
塢電影的拍攝場地，並遊覽莫劄特出
生地和雄偉的薩爾茨堡大教堂。 

11:30-13:00 您將在世界最古老且極
富特色的餐廳，一邊欣賞“音樂之
聲”表演，一邊品嘗當地美食。 

13:00-16:30 下午，是您的自由活動
時間，不要錯過城中的街頭巷尾和美
麗廣場，它們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收錄的世界文化遺產。 

17:00-18:30 我們將在傍晚搭乘大巴

*由於薩爾茨堡的商店周日不營業，若遇到行程第 5

天是周日，則與第 6 天行程對調。 

城市介紹： 

薩爾茨堡與音樂有著不解之緣，不僅孕育了音樂天才
莫劄特，還是家喻戶曉的音樂電影《音樂之聲》的取
景地。美麗的薩爾茨河將薩爾茨堡分為新城與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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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薩爾斯堡，返回船上。 

18:30-20:30 船上為您準備了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第 
六 
天 

  薩 
奧爾 
地茨 
利堡 

/ 
  克 
捷魯 
  魯 
克姆 
  洛 
  夫 

06:30-08:30 早餐 

08:30-12:00 早餐之後，我們將出發
遊覽世界文化遺產—克魯姆洛夫小
鎮。旅遊禮賓將帶領您深入瞭解這座
世界最美小鎮的建築風貌與歷史人
文。 

12:00-13:00 中午，您將在當地一家
歷史悠久的哥特式餐廳享用捷克傳
統美食。 

13:15-15:45 下午，是您自由探索的
時間。  

16:00 我們將在傍晚離開克魯姆洛
夫。 

18:15-20:30 船上為您準備了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克魯姆洛夫(Český Krumlov)小鎮，又
稱 CK 小鎮，是捷克共和國的文化中
心之一。因其遍佈滿城的彩色房屋，
遊客們親昵地稱它為“彩色小
鎮”。克魯姆洛夫的著名景點老城中
心，保留了中世紀的風貌，已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入鄉隨俗： 

我們為您準備了 3項獨具特色的體驗可選： 

A) 13:30-15:00 克魯姆洛夫城堡塔參觀 

用時參考：約 1.5 小時，與克魯姆洛夫自由活動時間
同步。 

午餐後，旅遊禮賓將帶您步行至城堡塔參觀遊覽，您
可從高處俯瞰小鎮美景。 

B) 13:30-14:35 克魯姆洛夫啤酒廠品酒 

用時參考：約 1個小時，與克魯姆洛夫自由活動時間
同步。 

午餐後，旅遊禮賓將帶您前往啤酒廠並品嘗捷克當地
傳統啤酒，克魯姆洛夫是著名的啤酒小鎮，盡情享受
吧！ 

C) 13:30-15:00 克魯姆洛夫賽德爾攝影博物館參觀 

用時參考：約 1.5 個小時，與克魯姆洛夫自由活動時
間同步。 

午餐後，旅遊禮賓將帶您參觀賽德爾攝影博物館。您
可以在前賽德爾攝影工作室內合影。照相時可以使用
店內的服裝道具，比如帽子、手 套、裙子、夾克等。
照片的電子版將發送給維京旅遊禮賓。 

*專案內容及價格可能根據航期有所變動，具體安排
請以船上為准。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第 

七 

天 

  克 
捷魯 
  魯 
克姆 
  洛 
  夫 
/ 
德帕 
國紹 

06:30-09:00 早餐 

09:00-11:30 上午，我們將在帕紹城
中觀光。您將欣賞到三河匯之角、韋
斯特城堡、市政廳廣場、聖斯蒂芬大
教堂等著名地標。 

11:30-14:30 中午您可選擇回船午
餐，或者自行漫步於小巷，品嘗當地
的巴伐利亞美食與特色料理。 

14:30-18:00 下午是您的自由活動時
間，您可自由探索這座寧靜小鎮。 

18:15-20:30 船上將為您準備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入鄉隨俗： 

我們為您準備了 2項獨具特色的體驗可選： 

A)14:30-18:00 帕紹特色美食遊 

此次行程您將步行不到 1公里。用時參考：約 1.5小
時，與帕紹下午自由活動時間同步。 

小紅人將帶您步行穿過老城帕紹，品嘗老啤酒廠釀制
的當地啤酒配傳統白香腸，以及帕紹特色巧克力，深
入感受帕紹的飲食文化。 

B)14:30-18:00 帕紹特色美食游及巴伐利亞傳統服飾
試穿 

此次行程您將步行 1.5公里。用時參考：約 3小時，
與帕紹下午自由活動時間同步。 

【小紅人】將帶您步行穿過老城帕紹，品嘗老啤酒廠
釀制的當地啤酒配傳統白香腸，以及帕紹特色巧克
力，深入感受帕紹的飲食文化。並有機會試穿當地傳
統服飾 Dirndl 女士連衣裙，讓自己像真正的巴伐利亞
人一樣結束這一天。 

*專案內容及價格可能根據航期有所變動，具體安排
請以船上為准。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升級體驗： 

我們為您準備了 2項獨具特色的體驗可選：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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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天 

  克 
捷魯 
  魯 
克姆 
  洛 
  夫 
/ 
德帕 
國紹 

城市介紹： 

帕紹，人稱“巴伐利亞的威尼斯”，
歷經多次洪水而不倒。多瑙河
(Donau)、因河(Inn)、伊爾茨河(I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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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市場、新市政廳，以及具有“城市客廳”之稱的瑪
利恩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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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還會看到鐘琴演奏，聆聽
具有異國情調的音樂。 

B）08:00-18:00 慕尼克啤酒節 

在每年九月，慕尼克市將舉辦世界聞名的啤酒節。來
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和當地人一起暢飲啤酒，共同狂
歡，你會感覺自己仿佛就是巴伐利亞當地人。我們將
帶您前往慕尼克城市觀光。在市中心徒步遊覽時，將
有機會在上午欣賞到鐘琴演奏。中午，我們會加入慕
尼克啤酒節的狂歡活動，享用到包括德國豬肘與啤酒
的特色美味午餐。 

*季節限定，九月部分航次可選。 

*以上兩項目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
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
動而有所變動。 

*以上兩項目需額外收費。 

*慕尼克一日遊項目至少 12 位賓客成行，最多招待
40 位賓客。 

*慕尼克啤酒節啤酒節項目至少 10位賓客成行，最多
招待 40 位賓客。  

■一生一次： 

我們為您準備了 2項獨具特色的體驗可選： 

A) 08:30-17:00 直升機造訪新天鵝堡 

我們將從帕紹前往羅伊特，搭乘直升飛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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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後，我們將乘坐巴士上山參觀城堡內
部，近距離觀賞這座迪士尼城堡的原型，感受德國童
話國王路德維希二世所創造的“夢的世界”。乘坐馬
車下山、並在山下餐廳享用過當地特色午餐之後，我
們將返回帕紹。 

B) 8:00-19:30 私人飛機邂逅金色布拉格 

我們將從帕紹前往韋爾霍芬，搭乘私人飛機前往歌德
筆下“歐洲最美的城市”——布拉格。旅遊禮賓將帶
您遊覽老城廣場、布拉格天文鐘、猶太區等經典景
點。在當地著名餐廳享用傳統捷克午餐後，我們將登
上城堡山，外觀世界上最大城堡之一的布拉格城堡，
從高處鳥瞰市區風光；還將踏上歷代國王加冕遊行必
經的查理大橋，感受這座城市獨有的歷史與浪漫。 

*以上兩項目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
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
動而有所變動。 

*以上兩項目需額外收費。 

*直升機造訪新天鵝堡項目至少 2 位賓客成行，最多
招待 10 位賓客。 

*私人飛機邂逅金色布拉格項目至少 4 位賓客成行，
最多招待 8位賓客。 

第 

八 

天 

德帕 
國紹 
/ 
奧施 
地皮 
利茨 
/ 

  瓦 
  豪 
  河 
  谷 

06:30-09:30 早餐 

11:00-14:00 我們將漫步在寧靜的施
皮茨小鎮，感受被河流與美酒浸潤的
小鎮風情，體會閒適古樸的生活氛
圍。這裡盛產優質葡萄，您可以在酒
莊品嘗到當地美味的葡萄酒，還能品
嘗到當地杏產品，如杏果醬，杏巧克
力和杏酒等。並享用風味午餐。 

14:00-15:00 我們將帶您進行短暫的
遊輪巡航，您可以盡情欣賞兩岸的美
景。 

15:00-17:00 抵達瓦豪河谷途經的杜

城市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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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坦因小鎮，我們將帶您欣賞管風
琴演奏。 

17:00 遊輪繼續巡航。 

18:00-20:00 船上晚餐。我們還特地
準備了當地葡萄酒，讓您品味來自瓦
豪河谷的醇美口感。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第 

九 

天 

奧維 
地也 
利納 

06:30-08:30 早餐 

08:30-12:00 我們將乘坐巴士開啟一
天的維也納全景城市觀光，包括環城
大道、城堡劇院、市立公園、聖斯蒂
芬大教堂、霍夫堡皇宮等著名地標。
您可以在約翰施特勞斯紀念碑—施
特勞斯拉著小提琴的金色全身雕像
前合影留念；也可以在聖斯蒂芬大教
堂廣場上小坐，欣賞屋頂上排排的波
浪裝飾和無數精雕細琢的小尖塔；或
是在茜茜公主博物館，近距離探究這
位皇后的傳奇一生。 

12:00-14:30 返程回船享用午餐。 

14:00-18:00 您將參觀維也納最負盛
名的景點–美泉宮。欣賞巴羅克風格
的建築、輝煌壯麗的慶典大廳、風景
醉人的迷宮花園。 

18:00-20:30 晚上，我們精心準備了
歡送晚宴，以豐盛的海鮮自助大餐與
美酒向您道別。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坐擁奧匈帝國的皇宮美泉宮、奧
地利的總統官邸霍夫堡皇宮等華麗的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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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天 

奧維 
地也 
利納 

06:30-08.30 早餐 

08:45-12:30 上午，您可以選擇由旅
遊禮賓帶您遊覽以凡爾賽宮為藍圖
的巴羅克宮殿—美景宮，感受當時王
朝的輝煌。您也可以選擇在禮賓的陪
同下自由購物。 

12:30-14:30 船上將為您準備精緻的
午餐。 

14:00-17:00 下午是您的自由活動時
間,您可自由探索維也納這座音樂之
城。 

18:00-19:00 傍晚，我們為大家安排
了莫劄特與施特勞斯演奏會，帶您在
醉人的旋律中體會維也納的音樂魅
力。 

19:30-21:30 船上將為您準備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坐擁奧匈帝國的皇宮美泉宮、奧
地利的總統官邸霍夫堡皇宮等華麗的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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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劄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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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鄉隨俗：維也納特色美食遊 

週一至週六：12:30-15:30，與午餐時間同步。 

周日：14:00-17:00，與維也納下午自由活動時間同步。 

此次行程您將步行 3 公里。用時參考：約 3小時。 

小紅人將帶您品嘗維也納最地道的美食，深入感受維
也納的飲食文化。 

一路上，您將會品嘗到：奧地利街頭著名的小吃乳酪
餡熏腸配辣根；當地的傳統三明治；著名的薩赫蛋糕
和馬車咖啡；混合白葡萄酒和蘇打水的獨特飲品
Gspritzter；代表維也納的那不勒斯威化；以及口感獨
特的 Topfen霜淇淋。 

【小紅人】還將帶您參觀當地著名的百年雜貨商店，
這裡是選購奧地利美食伴手禮的首選地，一定會讓您
滿載而歸。 

*專案內容及價格可能根據航期有所變動，具體安排
請以船上為准。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第 

十 

一 

天 

奧維 
地也 
利納 

享用一頓豐盛的早餐後，您可根據自
己的行程安排離船時間。維京旅遊禮
賓會將您安全平穩地送至機場，踏上
回國的旅程。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 送機服務(中文送機服務) 

城市介紹：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坐擁奧匈帝國的皇宮美泉宮、奧
地利的總統官邸霍夫堡皇宮等華麗的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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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