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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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A CI 061 23:25 06:25 13 小時 05 分

FRA / TPE CI 062 10:40 06:10 12 小時 10 分

神奇奧捷德10天



DAY01 台北 / 法蘭克福

21：30 今天團體於桃園機場集合。
23：25 搭乘中華航空直飛班機，起飛前往法蘭克福。一趟奧捷德之旅，隨著

飛機起飛，正式展開。

DAY02 法蘭克福 紐倫堡 啤爾森

06：25 班機抵達法蘭克福。
07：30 辦理入關手續後， 專車出發前往紐倫堡大審地 ─ 紐倫堡。
11：30 抵達德國著名的古城－紐倫堡城。登高城堡、逛老城、泡啤酒館、時

尚名店巡禮。
15：00 專車前往捷克啤酒城─啤爾森。
18：00 抵達啤爾森。
18：30 ★★★★★ 啤酒館餐廳 ---- 捷克酒館料理餐。

早餐：機上
午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捷克燻肉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 Pilsen

或同 4星級旅館



DAY03 啤爾森 卡羅維瓦利 布拉格<老城區+新城區+高堡區>

09：00 出發前往捷克境內最大的溫泉重鎮 ─ 卡羅維瓦利。
10：30 抵達參觀◎溫泉迴廊及◎捷、蘇友誼大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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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溫泉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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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 美食的饗宴：豬腳風味餐
捷克鄰近德國，飲食習慣也受到德國的影響，其中豬腳便是其中之一，
但捷克豬腳與德國豬腳卻有不一樣的特色，豬腳抹鹽和胡椒，以小火
慢烤到全熟，外皮帶Ｑ勁，肉質非常綿密鬆軟，搭配捷克芥末及開胃
的酸白菜，不油不膩！

13 : 30 專車前往布拉格
15 : 30 抵達布拉格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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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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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旅館內
午餐：豬腳風味料理
晚餐：肋排風味料理
住宿：Clarion Congress

或同 4星級旅館



DAY04 布拉格 < 城堡區+小區+猶太區 >

08：30 早餐後來到河對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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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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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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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單 飛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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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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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瓦次拉夫廣場旁的 EUROPA飯店，一邊喝著名的下
午茶，一邊聆聽鋼琴樂曲，回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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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連結伏爾塔瓦河與舊城廣場之間的巴黎大道
（PARIZSKA）兩旁，世界名牌專賣店林立如：HERMES 、PRADA 、
LV 、BOSS 、ESCADA 等等，當然優惠的價格，讓您目不轉睛的血
拼刷卡刷到手軟，您可要守住荷包喔？

19：00 自由晚餐後，返回旅館。

早餐：旅館內
午餐：遊船午宴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Clarion Congress

或同 4星級旅館



DAY05 布拉格 克倫洛夫 薩爾茲堡

08：00 早餐後，前往歐洲最美的小鎮 ─ 克倫洛夫。
11：00 抵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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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00 午餐後，前往薩爾茲堡市區觀光。
16 : 30 抵達後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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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Mercure Salzburg Central

或同 4 星級旅館



DAY06 薩爾茲堡 奧地利雙湖區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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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 抵達世界經典電影名著『真善美』拍攝背景地 ─ ◎聖沃夫岡湖 ST.

WOLFGANG、逛逛著名的◎白馬飯店。

09：40 專車前往哈修塔湖 HALLSTATT。

10：30 抵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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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景的饗宴：湖區遊船★★★★★
12：30 ★★★★★ 美食的饗宴：鱒魚料理風味餐★★★★★
14：00 專車前往薩爾茲堡市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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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車返回旅館。

早餐：旅館內
午餐：鱒魚風味料理
晚餐：烤雞風味料理
住宿：Novotel Muenchen Airport 或同 4星級旅館



DAY07 慕尼黑

09：00 早餐後，專車前往老城區，抵達★BMW展示中心，新潮前衛的設計，
琳瑯滿目的新型車款，矗立在慕尼黑市區，蔚為壯觀。後續參觀◎聖
母教堂，有著高 100 公尺的雙塔圓頂造型，是慕尼黑的象徵性地標建
築物，◎新市政廳是歌德式的尖塔建築，壯觀華麗的外表相當的吸引
人，完成於 1908 年，是新歌德式建築的最佳傑作。新市政廳的繁複
的雕飾、充滿著藝術氣息的樓台，以及因為經過長久歲月所累積下來
的泛黑壁色，而突顯出其古典之美。

11：00 單飛時間：慕尼黑，她是德國的第三大城，因僧侶和鹽稅而繁榮。市
政廳前的◎瑪莉恩廣場，這裡是旅遊慕尼黑的起點，百貨公司、啤酒
屋、餐廳、各式商店都在周圍，熱鬧無比。

19：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早餐：旅館內
午餐：本餐敬請自理
晚餐：本餐敬請自理
住宿 : Novotel Muenchen Airport 或同 4 星級旅館



DAY08 慕尼黑 羅騰堡 法蘭克福

羅漫蒂克大道之旅〈ROMANTISCHE STRASSE 〉

08：00 早餐後，專車沿著德國城堡街道，前往被稱為中世紀之寶的 ─ 羅騰堡。

來趟羅漫蒂克大道浪漫之旅。

10：30 抵達羅騰堡，她幽靜典雅的散發中古氣息的風采。安排參觀◎市場廣場、

◎市政廳、◎後花園，登上★古城牆，這個位於陶伯河上，圍牆環繞的小

鎮，每年吸引 150 萬觀光客到訪。1631 年，努施市長一口飲盡 3.25 公

升的葡萄酒而保存的都市，如今依然如昔。

13：00 午餐後，專車前往法蘭克福。

**7-8 月出發團體，午餐後前往維茲海姆折扣村，如遇折扣村店休，則改為法蘭克

福市區觀光**

15：30 抵達德國第一大城-法蘭克福，映入眼簾即是羅馬廣場相望的舊市政廳等，

享受浪漫閒情逸致。法蘭克福百貨公司、精品名店林立的時尚購物商圈，

BOSS、Bally、Aigner、WMF…等德國名品應有盡有，讓您盡情享受購

物之樂。

19：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早餐：旅館內
午餐：獵人豬排風味料理
晚餐：本餐敬請自理
住宿 : Linder Congress 或同 4 星級旅館



DAY09 法蘭克福 /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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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機場，
搭機返台，夜宿機上。

DAY10 台北

班機於今日飛抵台北，結束難忘的奧捷德 10天之旅。



天 數 午餐 晚餐 旅館

第
02
天

＜ 紐倫堡 ＞
中式料理

六菜一湯、水果、茶

＜ 啤爾森 ＞
捷克燻肉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Courtyard by
Marriott Plisen
或同級 4★旅館

第
03
天

＜ 卡羅維瓦利 ＞
豬腳風味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 布拉格 ＞
肋排風味餐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Clarion congress
或同級 4★旅館

第
04
天

＜ 布拉格 ＞
伏爾塔瓦河
遊船午宴

＜ 布拉格 ＞
本餐敬請自理

Clarion congress
或同級 4★旅館

第
05
天

＜ 克倫洛夫 ＞
中式料理

六菜一湯、水果、茶

＜ 薩爾茲堡 ＞
本餐敬請自理

Mercure Salzburg
Central

或同級 4★旅館

第
06
天

＜ 奧地利湖區 ＞
鱒魚風味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 薩爾茲堡 ＞
烤雞風味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Novotel Muenchen
Central

或同級 4★旅館

第
07
天

＜ 慕尼黑 ＞
本餐敬請自理

＜ 慕尼黑 ＞
本餐敬請自理

Novotel Muenchen
Central

或同級 4★旅館

第
08
天

＜ 羅騰堡 ＞
獵人豬排風味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法蘭克福＞
敬請自理

Linder Congress
或同級 4★旅館

第 09天 機上 機上 機上

 餐廳之菜單隨時令及餐廳營業時間會有所變更，敬請見諒。
 以上表列之旅館為優先使用，若因節慶、商展而客滿時，將以OFFICIAL

HOTEL GUIDE 之 FIRST CLASS 等級旅館取代。

奧捷德 10 天 預定旅館 及 菜單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