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點跟團走：公共交通不方便的小鎮，我們安排團體自遊行

老城自遊行：布拉格黃金六區領隊帶領，結束後安排單飛時間

何苦自助遊：不需託行李等公車，還要付出比團體還貴的費用

居遊布拉格：1+1+1=3晚

遊覽捷克著名城鎮：克倫洛夫、黛爾琪、卡羅維瓦利

贈送2大風味餐：維也納炸豬排、捷克烤鴨風味餐

音樂之都維也納：連續1晚住宿，漫遊體驗古典名城

【景點跟團走，老城自己逛，何苦還要自助遊】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居遊 布拉格3晚 黃金6區全覽

旅遊進化論 景點跟團走，老城自由逛

我們認為「包山包海」≠「包爽包嗨」，您可悠遊時尚
名店，亦可埋首博物館中，可品嘗巷弄小吃，也可
大啖米其林推薦美食。

旅遊行程就是要喜歡再GO（購）!

平價起幸福
快樂趣歐洲

3星團費 4星旅館 5星服務

為您的團費精打細算，我們的堅持是「使用４星級旅
館造就超值團費」，由於行程設計理念新穎已經帶
動市場的跟隨，領隊服務更是不打折。

我們2012年神奇奧捷10天榮獲金質旅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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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布拉格連續住宿 3晚

我們選擇在布拉格，足足三個晚上！布拉格這個美麗
的金色之都，值得您用三晚的時間細細體會它的美。

盡覽布拉格6區

千年前流傳下來的高堡傳說，世界上最
大也最古老的還在使用中的城堡，迷你
精緻的小區，盡收捷克精華的老城區，
到新潮好逛的新城區，沉靜肅穆的猶太
區，或是著名的查理橋，住宿三個晚上
，才不會只是匆匆一暼。

個人取向 自由無價

布拉格、莎姿堡、維也納 3 大名城，安排單飛時間
，一個完全屬於您倆的自由單飛時間。大家都喜歡的
主要景點安排團體參觀，個人喜好不同的景點，留下
單飛時間，您可依自己洗好，自由搭配行程。

包山包海         包爽包嗨

單飛時間不安排團體用餐，不切斷您的
寶貴時間，吃香喝辣，自由選擇。我們
不安排看似豐富緊繃，但實際沒有自由
空間的包山包海行程，自己規劃想要的
旅途計劃，才是最適合您的包嗨行程！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景點跟團走：公共交通不方便的小鎮，我們安排團體自遊行

老城自遊行：布拉格黃金六區領隊帶領，結束後安排單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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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跟團走，老城自己逛，何苦還要自助遊】

阿爾卑斯山雙湖區
奧地利湖區被譽為世上最美的湖區，而國王湖
更是舉世聞名的世外桃源，徜徉在兩個世界知
名的湖區，讓您飽覽湖光山色美景。

由76個大大小小湖泊，勾
勒出一串美麗珍珠項鍊，
其中又以哈修塔湖最為悠
靜美麗，優雅不矯作的托
襯「世界文化遺產」的古
蹟文化小鎮；最夢幻湖泊
之一的沃夫岡湖，從被選
為【真善美】電影場景可
見一班，這個有著千年歷
史的迷人小鎮流傳著神蹟
眷顧的恩賜。

奧地利湖區

國王湖區

雙遊船饗宴

國王湖（Konigssee）
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
東南端，在奧地利莎姿
堡以南山區內，湖水呈
現翡翠綠色，清澈見底
，被認為是德國最美麗
最乾淨的湖泊。

布拉格伏爾塔瓦河 薩爾茲摩古特湖區

伏爾塔瓦河（Vltava）是捷克最長的河
流。它發源於波希米亞森林，自南向北
流經南、中波希米亞州和首都布拉格。
著名的捷克國民樂派作曲家斯美塔那的
交響詩《我的祖國》的第二首<伏爾塔
瓦河>就是描繪該河的如畫景色。

高山冰河侵蝕刻劃出這湖區仙境，濃
密的森林圍繞著湖泊，是阿爾卑斯山
脈公認最美麗的湖區景色，乘船欣賞
湖光山色，豈非人生一大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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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旅館

飯店位於布拉格黃線地鐵站上，距離布拉格市中心僅需地鐵10分鐘即可到達，飯
店旁即是購物商場，採買任何物品也都非常方便。

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 4

飯店就位於克倫洛夫小鎮上，不論是清晨要走至城堡橋廊或是深夜散步於小河橋
邊均極為方便，讓您能夠更輕易體會到克倫洛夫日夜魅力。

Hotel Gold Cesky Krumlov 4

飯店位於薩爾斯堡鬧區，十分方便，自飯店步行即可前往米拉貝爾花園，莫札特
故居以及薩爾茲堡大教堂也在附近。

Mercure Salzburg Central 4

最後一晚安排機場飯店，第二天可以充足睡眠，享受著歐洲的最後一頓豐盛早餐
後，漫步前往機場進行登記報到程序。

NH Hotels Vienna 4

（更多選用旅館，請參考【常用旅館一覽】頁）

（更多選用旅館，請參考【常用旅館一覽】頁）

（更多選用旅館，請參考【常用旅館一覽】頁）

（更多選用旅館，請參考【常用旅館一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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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店美食 EAT 遊未盡 ◎ 双人双口味

奧地利家鄉味
維也納炸豬排&肋排

伏爾塔瓦河
遊船午宴 BUFFET

A:捷克烤鴨&麵團

B:捷克起司雞排

東歐風味名菜
波西米亞烤豬肋排

莎姿堡餐館
香料烤雞風味餐

奧地利湖區
鱒魚風味餐

A:克倫洛夫烤豬腳

B:波希米亞烤豬排

A:捷克年菜煎鯉魚

B:捷克風味濃燉飯

單人報名主餐(不含B) 双人報名 共享A、B主餐

A:梅爾克烤豬排

B:小鎮特色煎魚

實際餐食內容，可能依情況調整

吃到飽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團體於桃園機場集合。

搭機前往維也納。一趟捷克之旅，隨著飛機起飛，正式展開。

DAY 01 台北→維也納

起飛地/目的地 航班 起飛當地時間 抵達當地時間 飛行時間

TPE / VIE CI 063 23:10 06:15 13小時05分

VIE / TPE CI 064 11:35 05:45 12小時10分

21:00

23:10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班機抵達奧地利首都，音樂之都 ─ 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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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食的饗宴：奧地利家鄉味－維也納炸豬排 
維也納炸豬排在奧地利可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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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車前往 1992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黛爾琪(T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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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食的饗宴：波西米亞烤鴨&麵團

專車前往有建築博物館美稱的捷克首都－布拉格。

06:30

07:30

11:30

12:30

15:00

16:00

18:00
（因用車時間限制，故較早用餐，敬祈見諒。）

NG行程
一般捷克在布拉格的行程，
通常是早上走城堡區，下午
參觀古城區，一天的時間就
把布拉格的行程走完，等到
晚餐前有些許的自由活動時
間，此時的您已經走到兩腿
發軟，腳底發麻，只好找個
咖啡廳坐下來等吃晚餐，浪
費了自由活動的機會。

您當然還有其他的選擇：
★居遊布拉格，連續住 3晚

我們安排將近一個整天來參
觀布拉格，加上單飛時間，
也許您會認為，花錢來參加
團體，為何要自由活動。其
實，這是我們的顧客，回國
後給我們的建議，而且是大
分的團員都有這種想法，布
拉格可以說是捷克最重要的
觀光資產，由於大戰期間的
不抵抗政策，古蹟建築得以
完整的保存下來，尤其是古
城區更是精華的所在。導遊
帶完行程後，三五好友結伴
慢慢的欣賞這些難得的世界
遺產，選個好的角度，慢慢
的拍幾張相，團體的行程中
也能享受單飛的自由。

INFORMATION

DAY 02 維也納→黛爾奇→布拉格

（為確保最佳體驗，行程時間、順序僅供參考，實際行程以專業領隊視情況安排為主。）

早餐：機上／午餐：維也納炸豬排／晚餐：捷克烤鴨

住宿旅館：Clarion Congress 或 NH PRAGUE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Prague Airport 或 Plaza Alta Hotel 或 同4星級旅館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早餐後，前往捷克境內最大的溫泉重鎮－卡羅維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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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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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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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車返回布拉格

抵達◎聖瓦茨拉夫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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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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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後，返回旅館。

DAY 03 布拉格→卡羅維瓦利→布拉格(新、舊城)

09:00

11:00

12:00

13:30

16:00

17:00

19:00

捷克人樂天知足，治安大體
良好，建議準備貼身腰包並
在行徑中，尤其是單飛時間
時特別注意自身安全。布拉
格古城整多以步行參觀，建
議穿著輕便運動鞋，走在大
石板路上比較輕鬆舒適，古
蹟景點內容相當多，出門前
別忘了多帶一組相機電池。

單飛時，您可前往◎新城區
，聖瓦次拉夫廣場旁的飯店
，一邊喝著名的下午茶，一
邊聆聽鋼琴樂曲，回味世紀
初，迷人的氣氛；或是留在
市民會館品嚐咖啡，讓您偷
得浮生半日閒，深刻體驗來
此旅遊，該如此輕鬆而無壓
力。當然您也可自由逛逛老
城的街道，在布拉格逛街也
是一種享受。

INFORMATION

（為確保最佳體驗，行程時間、順序僅供參考，實際行程以專業領隊視情況安排為主。）

住宿旅館：Clarion Congress 或 同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午餐：捷克鯉魚／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旅館：Clarion Congress 或 NH PRAGUE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Prague Airport 或 Plaza Alta Hotel 或 同4星級旅館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早餐後，來到河對岸的◎城堡區：帶您探訪 10 個世紀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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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 小城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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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城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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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猶太區、◎舊新猶太會館及◎猶太墓園，這裏
還保存著歷史韻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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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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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食的饗宴：
東歐名菜－波西米亞肋排風味餐 烤肋排與維也納炸豬排、
Goulash 燴牛肉並稱東歐三大名菜，這裡必嚐的美食。

晚餐後，返回旅館。 

08:00

11:00

13:00

17:00

19:00

心情札記：  
第一次來到期待已久的建築
博物館、百塔之城－布拉格
，一進入古城區，各式各樣
的建築風格、古色古香的建
築配上多采多姿的顏色，加
上兩旁各式捷克的精品店，
一時間真的有點眼花撩亂，
心跳更不由自主的漸漸加快
…… 

正確血拼原則：  
魅力四射的布拉格，真的會
讓初次來訪的遊客有點不知
所措的興奮感。建議您先別
急，跟著領隊的腳步，慢慢
熟悉老城的名勝古蹟及地理
位置，看到特別喜歡的地方
，也別擔心時間不夠，我們
知道有太多的美麗櫥窗讓人
想立刻衝進去一次買個夠，
但請您也先別急著下手，記
好位置（最好多記幾家），單
飛的時間，您有時間慢慢來
選擇及欣賞。

INFORMATION

DAY 04 布拉格(城堡、小城、猶太區)

（為確保最佳體驗，行程時間、順序僅供參考，實際行程以專業領隊視情況安排為主。）

住宿旅館：Clarion Congress 或 同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午餐：遊船午宴／晚餐：豬肋排

住宿旅館：Clarion Congress 或 NH PRAGUE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Prague Airport 或 Plaza Alta Hotel 或 同4星級旅館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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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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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食的饗宴：捷克－豬腳風味餐
捷克鄰近德國，飲食習慣受德國影響深遠，尤其是豬腳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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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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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後，返回旅館。 

08:00

10:00

13:30

15:00

18:00

引述某作家說：
……童話故事從這裏開始悄
悄的編織流傳……

小鎮就是如夢似幻的美學之
城，克倫洛夫小鎮規模不大
，但是在中古世紀來說是一
個生活機能完善的小城，今
日處處皆美景，色彩鮮豔的
城堡彩繪塔特別顯眼。您將
可注意到，堡內建築跨越數
個世紀，是三大貴族家族
（維克特、羅森堡、艾根堡）
的權力中心，第四廣場通往
後花園的拱橋邊有一片招牌
標示著我國國家文建會與克
倫洛夫建立這段友誼橋樑。
城內鋪在小巷中的石板路也
增添了不少古意，牆上壁畫
述說著歷史人物與房舍主人
的行業別，有騎士之家、畫
家屋、理髮師之家、乳酪工
坊、啤酒館等等，太多理由
讓您在此小鎮流連忘返了

INFORMATION

DAY 05 布拉格→克倫洛夫

（為確保最佳體驗，行程時間、順序僅供參考，實際行程以專業領隊視情況安排為主。）

住宿旅館：克倫洛夫 或 百威 或 林茲地區 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午餐：烤豬腳／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旅館：Bellevue 或 Gold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林茲) 
或 Clarion Congress(百威) 或 同4星級旅館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早餐後，前往奧地利莎姿堡。

莎姿堡市區觀光：◎米拉貝爾花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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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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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食的饗宴：烤雞風味餐

晚餐後，返回旅館。

08:00

11:00

12:00

18:00

19:00

莎姿堡古堡【Fortress 
Hohensalzburg】，是莎姿堡
的象徵，也是歐洲保存狀況
最佳的中世紀城堡。

官方門票售價：約 12歐

個人取向：【鹽礦探奇】
奧地利的歷史，特別是薩爾
茨堡市周邊地區。薩爾茨堡
（Salzburg），哈萊因
（Hallein）和哈爾施塔特
（Hallstatt）等城市，它們的
繁榮，都歸功於鹽。中世紀，
它是最重要的貿易商品。
一同來此感受過去的魔力，
讓自己沉浸在閃閃發光的鹽
晶體洞窟，神秘的鹽湖，歷
史悠久的礦井隧道，迷人的
地下冒險之旅。歡迎來到鹽
的神奇境界！

INFORMATION

DAY 06 克倫洛夫→莎姿堡

（為確保最佳體驗，行程時間、順序僅供參考，實際行程以專業領隊視情況安排為主。）

住宿旅館：Mercure Salzburg Central 或 同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午餐：敬請自理／晚餐：烤雞風味餐

住宿旅館：Austira Trend Hotel Europa 或 MECURE SALZBURG 或
Austria Trend West 或 Wyndham Grand Hotel 或 同4星級旅館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早餐後，前往德國最美的世外桃源－◎國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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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以高山湖泊、自然美景而聞名的奧地利湖區。 

抵達◎哈修塔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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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逛逛著名的◎白馬飯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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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景的饗宴：真善美湖區遊船

★★★★★ 美食的饗宴：莎姿堡中式料理

晚餐後，返回旅館。

08:00

09:00

10:30

12:00

18:00

19:00

【哈修塔】是塞爾特語  ─ 鹽
的意思，此鎮是以塞爾特文
明發展開來。鹽湖區裡數個
鹽礦中，世界最古老的鹽礦
，就是位於這個小鎮。

沃夫岡傳教士於西元 976年
來此建立教堂，漸漸成為朝
聖勝地，15世紀末達到黃金
時期，每年約有 7萬人來此
朝聖。因歌劇白馬亭的舞台
所在地，造就聞名的白馬飯
店，此地也是真善美電影的
場景之一。

奧地利大湖區是由高山冰河
所侵蝕而形成，濃密的森林
圍繞在湖泊邊，其優美的景
色再加上著名電影【真善美】
在此拍攝取景，更使這個風
景秀麗的湖泊在國際間知名
度居高不下，是奧地利公認
最美麗的湖泊之一。

INFORMATION

DAY 07 莎姿堡→國王湖→奧地利湖區→莎姿堡

（為確保最佳體驗，行程時間、順序僅供參考，實際行程以專業領隊視情況安排為主。）

住宿旅館：Mercure Salzburg Central 或 同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午餐：湖區鱒魚／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旅館：Austira Trend Hotel Europa 或 MECURE SALZBURG 或
Austria Trend West 或 Wyndham Grand Hotel 或 同4星級旅館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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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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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食的饗宴：梅爾克烤豬排

專車前往奧地利首都，音樂之都－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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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後，返回旅館。

自 由 取 向：維也納音樂會

08:00

11:00

12:00

13:00

16:00

19:00

20:00

薩荷咖啡館：
維也納最具代表性的巧克力
蛋糕，非薩荷蛋糕莫屬，這
家咖啡館，到現在依然以薩
荷蛋糕聞名全球，不論您是
專程或是走累了想找個歇腳
處，這裡都是不錯的選擇，
想來這裡必須要有心理準備
，經常一位難求。

個人取向：【音樂會】
維也納以【音樂之都】的美名
稱霸世界已久，這歸功於
18-19世紀時期哈布斯堡王
朝對音樂的喜好與鼓勵，而
幾位音樂天才，莫札特、貝
多芬、小約翰史特勞斯等更
把維也納的音樂首都地位推
向顛峰，沒有什麼事情比在
維也納的劇院聆聽一場音樂
饗宴更名符其實了，到了維
也納絕對不能錯過聆聽一場
音樂會，接受世界頂尖樂團
的洗禮。為了表示尊敬表演
者，您最好穿著正式的服裝
，並提早約30分鐘抵達，然
後優雅地走入會場準備享受
一個美麗的夜晚。

INFORMATION

DAY 08 莎姿堡→梅爾克→維也納

（為確保最佳體驗，行程時間、順序僅供參考，實際行程以專業領隊視情況安排為主。）

住宿旅館：Hotel NH Vienna Airport 或 同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午餐：梅爾克烤豬排／晚餐：敬請自理

DAY 09 維也納→台北

早餐：飯店／午餐：機上／晚餐：X

DAY 10 →台北

早餐：機上／午餐：X／晚餐：X

住宿旅館：NH Airport 或 Roomz 或 Eventhotel Pyramide 
或 Mercure Wien Westbahnhof 或 同4星級旅館



神奇奧捷10天
双湖區 X 双遊船 X 名店美食

餐食清單

天數 午餐 晚餐

第2天
【維也納】

維也納炸豬排&肋排 (3道式套餐)

【黛爾奇】捷克烤鴨&麵團 (3道式套餐)

双人報名，第二人主餐更換為
《捷克起司雞排》

第3天

【卡羅維瓦利】捷克鯉魚 (3道式套餐)

双人報名，第二人主餐更換為
《捷克風味濃燉飯》

敬請自理

第4天
【布拉格】

伏爾塔瓦河 遊船午宴 BUFFET (吃到飽)

【布拉格】

波西米亞烤豬肋排 (3道式套餐)

第5天

【克倫洛夫】克倫洛夫烤豬腳 (3道式套餐)

双人報名，第二人主餐更換為
《克倫洛夫烤豬排》

敬請自理

第6天 敬請自理
【莎姿堡】

 香料烤雞風味餐 (3道式套餐)

第7天
【湖區】

 湖區鱒魚風味餐 (3道式套餐)

【莎姿堡】

中式料理 (6菜1湯，含茶、甜點)

第8天

【梅爾克】梅爾克烤豬排 (3道式套餐)

双人報名，第二人主餐更換為
《小鎮特色煎魚》

敬請自理

第9天 機上 因時差，改提供機上早餐

*以上所提及之3道式套餐，內容包含：前菜、主餐、甜品。
*所有餐食皆不含酒、水，如餐廳未免費提供，可自行選購。
*餐廳之菜單隨時令及餐廳營業時間會有所變更，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