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精選 13 天
中華航空 台北-維也納直飛航班
布拉格 3 晚 布達佩斯 2 晚 莎姿堡 2 晚
布拉格-黃金六區 布達+佩斯 全覽
伏爾塔瓦河遊船 奧地利湖區遊船
卡羅維瓦利溫泉鎮 克倫洛夫波西米亞小鎮
德-國王湖 奧-哈修塔特湖 匈-巴拉頓湖

DAY01 台北 / 維也納
奧捷斯匈 13 天參考
天數

參考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01 天

CI063

23:10

06:30+1

13 小時

第 12 天

CI064

11:35

06:05+1

13 小時

20:30 於桃園機場集合，開啟 13 天的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之旅。
23:10 飛機起飛，中華航空直飛航班飛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奧捷斯匈 13 天 行程路線地圖

DAY02 維也納 /黛爾琪 / 布拉格
哈布斯堡家族餘暉 巴洛克建築的繁華序曲

象徵著巴洛克式輝煌時代的熊布朗皇宮，有著代表時代的瑪利亞泰瑞莎黃的外觀
顏色。雄偉的宮殿，壯闊美麗的御花園，欣賞與讚嘆奧地利皇室的過往與今昔。

文義復興世界遺產 精巧可愛山形建築
參觀美麗的市集廣場，廣場充滿文藝復興及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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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

06:00 飛抵維也納機場

下車參觀：◎熊布朗宮、◎國家歌

07:30 出發前往維也納市區

劇院、◎環城大道、◎國會大廈、◎

08:00 維也納市區觀光

舊市政聽、◎瑪莉亞泰瑞莎廣場、

11:00 享用道地風味午餐

◎黛爾琪小鎮

12:30 前往黛爾琪

餐食住宿

15:00 黛爾琪市區觀光

早餐：機上

16:30 當地料理

午餐：維也納 炸豬排風味料理

17:30 出發前往布拉格
19:30 旅館內休息

晚餐：波西米亞烤鴨風味餐
住宿：Clarion Congress 4* 或同等 4*旅館

DAY03 布拉格
六區全覽 慢遊布拉格建築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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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1968 年布拉格之春
的發生地。老城廣場上，天文鐘比鄰著提恩
教堂、胡斯念碑、甚至是遠方的火藥塔等。
處處都是原汁原味、且歷史悠久的建築。
布拉格的美，是值得細細品味的，未曾受過
戰亂破壞的首都裡，無論是哥德、或是文藝
復興式的建築群，都讓人流連忘返。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

09:00 早餐後，前往高堡區觀光

下車參觀：

10:30 布拉格老城區+新城觀光

◎天文鐘、◎老城廣場、◎火藥塔

12:00 享用道地午餐

◎查理大橋、◎瓦次拉夫廣場

14:30 單飛時間，自主無價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波西米亞肋排餐
晚餐：本餐敬請自理
住宿：Clarion Congress 4* 或同等 4*旅館

DAY04 布拉格
城堡區與聖維特大教堂 建築文化瑰寶
曾經是中古時期的世紀大城，布拉格城堡區擁有著豐富
的歷史，人文薈萃，不管是雄偉的建築本身，或者遺留
的精神，令人念天地之悠悠，發古思之幽情。

伏爾塔瓦河遊船午宴
美景、美食的雙重饗宴
我們將搭乘遊船，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裡，能夠
恣意的欣賞河畔兩岸的景觀，愜意的船上能看到路
邊散步的人群、橋上熙攘的觀光客，從伏爾塔瓦河
上的遊船視角，絕對是ㄧ覽布拉格不可錯過的體驗。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

09:00 早餐後出發前往城堡區

入內參觀：

10:30 猶太區觀光

★聖維特大教堂

11:00 美食美景雙享宴

下車參觀：◎布拉格城堡、小區廣

伏爾塔瓦河遊船午宴
13:00 返回布拉格老城廣場
單飛時間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場、猶太區、◎查理大橋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伏爾塔瓦河遊船午宴
晚餐：本餐敬請自理
住宿：Clarion Congress 4* 或同等 4*旅館

DAY05 布拉格 / 卡羅維瓦利 / 克倫洛夫或周圍城市
引水溫泉林立 喝得過癮的溫泉小鎮
有句捷克的俗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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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處鄰比的溫泉迴廊、噴泉、引水溫泉等等，
全部都在這個看的開心、喝得過癮的小鎮裡。

歐洲最美小鎮 克倫洛夫彩繪塔的光與影
充滿著中世紀迷人氣息的小鎮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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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

08:00 早餐後出發前往溫泉小鎮

下車參觀：◎克倫洛夫邊界城堡、

10:00 抵達前往卡羅維瓦利

◎德彿札克公園

參觀溫泉迴廊

入內參觀：

12:00 享用鯉魚風味料理

★卡羅維瓦利溫泉迴廊

13:30 前往克倫洛夫

餐食住宿

17:30 克倫洛夫小鎮觀光

早餐：旅館內

19:30 享用波西米亞豬腳餐

午餐：捷克年菜-鯉魚風味料理

20: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晚餐：波西米亞豬腳餐
住宿：Hotel Bellevue 4* 或同等 4*旅館

DAY06 克倫洛夫或周圍城市 / 哈修塔特湖 / 莎姿堡
/
天然明信片 如夢似幻的哈修塔特

恣意的遊覽這裡的湖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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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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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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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

08:30 早餐後前往哈修塔特湖

入內參觀：★奧地利湖區遊船

12:00 享用當地鱒魚風味午餐

下車參觀：◎哈修塔特小鎮、◎聖

14:30 前往聖沃夫崗湖

沃夫崗小鎮

15:10 抵達聖沃夫崗湖並市區觀光
16:00 奧地利湖區遊船

餐食住宿

17:00 返回莎姿堡

早餐：旅館內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午餐：鱒魚風味料理
晚餐：烤雞風味餐料理
住宿：Mercure Central 4* 或同等 4*旅館

DAY07 莎姿堡 / 國王湖 / 莎姿堡
/
湖中之王 德國國王湖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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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之城 真善美與莫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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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奧地利觀光大城，
也是莫札特出生之地。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

08:30 早餐後前往國王湖

下車參觀：◎國王湖、◎米拉貝爾

11:00 返回莎姿堡

花園、◎莫札特故居、莫札特廣場、

12:00 享用中式料理午餐

◎主座教堂、◎主教府邸

13:30 莎姿堡市區觀光
14:30 單飛活動時間

餐食住宿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料理 6 菜 1 湯
晚餐：本餐敬請自理
住宿：Mercure Central 4* 或同等 4*旅館

DAY08 莎姿堡 / 梅爾克 / 維也納

奧地利的起源 巴本堡家族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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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

08:30 早餐後前往梅爾克

下車參觀：◎梅爾克修道院、◎聖

11:00 抵達梅爾克並展開觀光

史蒂芬教堂、◎科特納大街、◎葛

12:00 享用當地風味午餐

拉本大街、◎貝爾維蒂宮

13:00 搭乘專車返回維也納
14:30 抵達維也納
單飛活動時間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本餐敬請自理
住宿：NH Airport 4* 或同等 4*旅館

DAY09 維也納 / 蒂哈尼 / 布達佩斯
歐洲最大內陸湖 綜覽巴拉頓湖景
巴拉頓湖雖然不像大海那樣有著波濤
洶湧、雷霆萬鈞的氣勢，相反地、寧靜而
致遠，不時的湖畔漣漪此起彼落、湖面的
碧波盪漾、遠方的湖天一線、湖心的白帆
點點相互映襯，很自然地完成了一幅湖景
畫，也難怪巴拉頓湖被賦予了匈牙利內海
的美名了。
蒂哈尼位於巴拉頓湖北岸的半島，歷
史悠久，也是欣賞湖區美景的最佳地點，
夏季時，島上的薰衣草花田，更點綴了蒂
哈尼有如世外桃源。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

08:00 出發前往巴拉頓湖區

下車參觀：◎巴拉頓湖區、◎蒂哈

10:00 蒂哈尼徒步慢行

尼半島、◎布達城堡山區、◎漁人

12:00 享用當地風味午餐

堡、◎布達皇宮、◎瑪提雅斯教堂、

13:00 前往布達佩斯

◎蓋勒特山、◎解放紀念碑

15:00 展開布達佩斯城堡區觀光
18:00 享用當地料理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餐食住宿
早餐：機上
午餐：匈牙利漁湯菜料理
晚餐：匈牙利燉牛肉
住宿：Mecure Budapest 4* 或同等 4*旅館

DAY10 布達佩斯
匈式風情 浪漫漁人堡

中世紀風情 王家皇宮城堡

我們將登上漁人堡、這座融合

建於 13 世紀的布達城堡，本為

新歌德式和新羅曼風的觀景

抵禦外敵而建，後變為國王的

台，可以全覽多瑙河、瑪格麗

居所。經過了歷次戰爭的重創，

特島、佩斯，和附近蓋勒特丘

幸而努力修復，如今才能完好

陵的全景，在一片美不勝收之

展現歷史的風貌，並於 1987 年

中，陶醉最後的匈牙力魅力。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

09:00 早餐後，展開市區觀光

入內參觀：★聖史帝芬教堂

09:30 布達佩斯佩斯區觀光

下車參觀：◎塞切尼溫泉、◎英雄

12:00 本餐敬請自理

廣場、◎瓦采街、◎中央市場

13:30 單飛時間，自主無價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本餐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料理 6 菜 1 湯
住宿：Mecure Budapest 4* 或同等 4*旅館

DAY11 布達佩斯 / 多瑙河三小鎮 /布拉提斯拉瓦 / 維也納
多瑙河三小鎮 藝術與休閒的體驗
匈牙利多瑙河三小鎮，各自有其風格，小
鎮裡畫廊、博物館、教堂多到不勝枚舉，
累了還可逛逛街道旁的手工藝品店血拚，
享受悠閒的多瑙河小鎮風情。

斯洛伐克首都 小巧精緻的城市
奧匈帝國輝煌時代首都，位於多瑙河的
左畔，緊鄰著奧地利與匈牙利的邊境。
步行在欣賞 9 ~ 14 世紀舊城中心廣場
文藝復興及巴洛克建築之美。

奧捷斯匈 13 天日程時間
表前往多瑙河三小鎮
08:00 早餐後，

下車參觀：◎聖坦德小鎮、◎維謝葛拉德

08:30 抵達聖坦德並觀光

小鎮、◎艾斯特拱小鎮、◎布拉提斯拉瓦

11:00 享用當地料理

主廣場、市政廳、◎布拉提斯拉瓦城堡

12:00 前往維謝葛拉德觀光
14:00 前往艾斯特拱觀光
16:00 前往斯洛伐克首都
布拉提斯拉瓦 觀光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6 菜 1 湯
住宿：NH Airport 4*或同等 4 星旅館

DAY12 維也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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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整理行裝，接著前往機場，搭機返台，夜宿機上。

DAY13 台北
班機於今日飛抵台北，結束難忘的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之旅。

天 數
第 02 天

午餐

晚餐

＜維也納 ＞

＜ 黛爾琪 ＞

豬排風味餐

波西米亞烤鴨餐

前菜或湯、豬排、甜點

前菜或湯、烤鴨、甜點

＜ 布拉格 ＞
第 03 天

肋排風味餐
前菜或湯、肋排、甜點
＜ 布拉格 ＞

第 04 天

伏爾塔瓦河遊船午宴
自助式 Buffet 午宴

第 05 天

第 06 天

第 07 天

第 10 天

＜ 布拉格 ＞

Clarion Congress

本餐敬請自理

或同等 4 星旅館

＜ 布拉格 ＞

Clarion Congress

本餐敬請自理

或同等 4 星旅館

捷克年菜 - 鯉魚風味餐

豬腳風味餐

前菜或湯、鯉魚、甜點

前菜或湯、豬腳、甜點

＜ 哈修塔特湖 ＞

＜ 莎姿堡 ＞

鱒魚風味餐

烤雞風味餐

前菜或湯、鱒魚、甜點

前菜或湯、烤雞、甜點

＜ 莎姿堡 ＞

＜ 莎姿堡 ＞

Mercure Central

中式料理 6 菜 1 湯

本餐敬請自理

或同等 4 星旅館

＜ 維也納 ＞

NH Airport Vienna

本餐敬請自理

或同等 4 星旅館

當地料理

Hotel Bellevue
或同等 4 星旅館
Mercure Central
或同等 4 星旅館

＜ 蒂哈尼 ＞

＜ 布達佩斯 ＞

巴拉頓湖漁湯菜

匈牙利燉牛肉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 布達佩斯 ＞

＜ 布達佩斯 ＞

Mecure Budapest

本餐敬請自理

中式料理 6 菜 1 湯

或同等 4 星旅館

＜ 布拉提斯拉瓦 ＞

NH Airport Vienna

中式料理 6 菜 1 湯

或同等 4 星旅館

＜ 多瑙河小鎮 ＞
第 11 天

或同等 4 星旅館

＜ 克倫洛夫 ＞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第 09 天

Clarion Congress

＜ 卡羅維瓦利 ＞

＜ 梅爾克 ＞
第 08 天

旅館

當地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Mecure Budapest
或同等 4 星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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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