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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

連續 2 晚住宿



※ 德國於奧斯威辛地區共四十平方公里的地區，建立了三個集中營：奧斯威辛主一號營、比克

瑙二號營、莫諾維策三號營。西元 197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第三屆會

議將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1940-1945)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

※ 因奧斯威辛一號營入內參觀需預約時間，每日可入內參觀之團體有限；若遇會展期間無法訂

到入內時間，則改參觀比克瑙二號營，並加贈參觀克拉科夫歷史博物館（辛德勒工廠博物）





世界上最美的十二個城市之一

- 克拉科夫



世界上最美的夜景之一

多瑙河上的名珠



美酒王國 - 匈牙利

天賜的條件 獨特的品質



多瑙河上的美人

- 布拉提斯拉瓦



天數 參考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01天 CI063 23:40 06:15+1 13 小時

第 09 天 CI064 11:35 05:45+1 13 小時

神奇波斯匈 10天 行程路線地圖

21:00 於桃園機場集合，開啟 10天的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之旅。

23:40 飛機起飛，中華航空直飛航班飛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DAY01 台北 / 維也納



DAY02 維也納 / 布拉提斯拉瓦 / 奧洛穆克 / 卡托維治

06:15 飛抵維也納機場

07:30 出發前往布拉提斯拉瓦

08:30 展開市區觀光

11:00 享用午餐

12:00 專車前往奧洛穆克

14:30 展開奧洛穆克市區觀光

16:00 單飛時間

18: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神奇波斯匈 10天日程

下車參觀：

◎布拉提斯拉瓦老城區、◎布拉提斯拉

瓦城堡、◎聖依麗莎白教堂

奧洛穆克：◎聖瓦茲拉夫教堂、◎黑死

病紀念柱

餐食住宿
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Best Western Premier Hotel Forum

Katowice 4*或同等 4*旅館

巴洛克藝術成就高峰 世界文化遺產

為紀念 18世紀襲擊摩拉維亞地區的黑死病被

平息而建造之聖三位㇐體紀念柱，於 2002 年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多瑙河之城 斯洛伐克首都巡禮

洛伐克首都 ─ 布拉提斯拉瓦。抵達

後，參觀首都布拉提斯拉瓦舊城 : 導

覽歐洲奧匈帝國輝煌時代首都，欣賞

9 ~ 14世紀舊城中心廣場文藝復興

時期巴洛克建築之美以及◎舊城區。



DAY03 卡托維治 / 奧斯威辛集中營 / 華沙

二次世界大戰的血淚 猶太人之殤

奧斯威辛集中營於 1940 年 4月 27日，由納粹
德國親衛隊領導人希姆萊下令建造。1942 年 1
月 20日舉行的萬湖會議通過「猶太人問題最終
解決方案」，透過滅絕營實行有系統的猶太人大
屠殺行動，估計約有 110萬人在奧斯威辛集中
營被殺，超過九成遇害人都是猶太人。

基本上，經過古今無數大小戰役，華沙是沒有什
麼「舊」觀的，戰火又以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最
為猛烈、殘酷。目前華沙的市容都是在西元 1949
年以後重建的，面貌恍若美國式的現代都市，唯
㇐可以發思古幽情的地方就是舊市街，看到舊市
街區十六世紀美麗建築群，您或許訝，為何此處沒被炸毀。其實，這個地域並未逃過炮火
轟擊，戰後也是㇐片瓦礫，只是，原住居民在二次大戰後再度回到這裡，誓言要依舊貌重
建家園，就在居民自助自立中，㇐瓦㇐礫地恢復舊觀。

最有韌性的城市 波蘭華沙

神奇波斯匈 10天日程

08:00 前往奧斯威辛參觀

11:30 享用當地料理午餐

12:30 專車前往波蘭首都華沙

18:30 抵達華沙，並享用晚餐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入內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六菜㇐湯

住宿：Novotel Centrum 4*或同等 4*旅館

※ 德國於奧斯威辛地區共四十平方公里的地區，建立了三個集中營：奧斯威辛主一號營、比克

瑙二號營、莫諾維策三號營。西元 197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第三屆會

議將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1940-1945)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

※ 因奧斯威辛一號營入內參觀需預約時間，每日可入內參觀之團體有限；若遇會展期間無法訂

到入內時間，則改參觀比克瑙二號營，並加贈參觀克拉科夫歷史博物館（辛德勒工廠博物館)



DAY04 華沙 / 克拉科夫

波蘭帝國皇家首都 世界最美 12 城市之㇐

11到 14世紀波蘭帝國的首都，也是歷史文化古

城，整個老城歷史中心更在 1978 年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而直至今日，因其

悠遠的歷史，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結構，再加上二

戰中為眾人所知的猶太人集中營，造就了㇐個非

常有特色的著名旅遊勝地。

神奇波斯匈 10天日程

下車參觀：◎華沙老城廣場、◎聖
十字教堂、◎蕭邦公園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料理六菜㇐湯

住宿：Best Western Premier 4*或同等 4*旅館

08:00 早餐後展開華沙市區觀光

單飛時間

13:00 午餐後，前往克拉科夫

18:00 享用中式料理晚餐

19: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美人魚之城 波蘭民族堅強的意志
男美人魚稱為 Wars，女美人魚稱為 Sawa，兩個
合起來就是華沙名字的由來。前往波蘭首都─華沙
，首先步行沿著街道瀏覽從廢墟中重建的舊城，體
會華沙居民自助自立，㇐瓦㇐礫的恢復古都風情，
經過◎美人魚雕像，細說華沙建城的故事。並經過◎居禮夫人故居，了解她的偉大成就。接
著前往◎聖十字架教堂，聽聽音樂家蕭邦及科學家哥白尼的奮鬥歷程，想想參觀華沙的行程
就如同在讀歷史名人傳記㇐般的精采。當然逛逛★蕭邦紀念公園及◎科學文化宮是較為輕鬆
自在的行程。



DAY05 克拉科夫 / 塔特拉山國家公園

東歐屋脊 漫步雲霧山峰間

波蘭與斯洛伐克的美麗邊界

今日早上，您可以選擇搭乘纜車，登上

斯洛伐克第二高峰 Lomnický štít，於

山上您可以眺望波蘭與斯洛伐克的國界，也可以健行於山脊上，體驗居高臨下的震撼。

若您想要在山鎮底下逛街，這裡也能讓您收穫滿滿。不論是斯洛伐克的當地紀念品還

是小吃冰淇淋，都會讓人直呼過癮。

神奇波斯匈 10天日程

下車參觀：◎克拉科夫老城廣場、瓦維

爾皇家城堡、◎高塔特拉山鎮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當地特色料理

住宿：Grand Hotel Bellevue4*同等 4*旅館

08:00 早餐後展開克拉科夫觀光

單飛時間

13:00 前往塔特拉山國家公園

15:30 塔特拉山國家公園自由單飛

18:30 享用當地料理晚餐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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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實際票價以現場為準

（您可自行視天候狀況，決定是否搭乘纜車，或於小鎮市集逛逛）



DAY06 塔特拉國家公園 / 班斯卡比斯特理察 / 布達佩斯

神奇波斯匈 10天日程

08:30 早餐後出發前往山城小鎮

11:00 抵達班斯卡比斯特理察，並

展開市區觀光

12:00 享用當地料理午餐

13:00 前往布達佩斯

16:00 展開布達佩斯-佩斯區觀光

18:30 享用當地料理晚餐

20: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下車參觀：◎SNP 博物館、◎SNP廣場、

◎聖母升天教堂、◎英雄廣場、◎賽切尼

鏈橋、◎聖史蒂芬教堂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六菜㇐湯

住宿：Mercure Buda 4* 或同等 4*旅館

斯洛伐克中部小鎮 礦產古老山城

班斯卡比斯特理查Banska Bystrica，這座

建於 13世紀的中世紀山城，過去以銅金礦

業聞名，礦業所帶來的富有，造就了美麗的

古城街道，本世紀以來，因為戰爭的封閉，

讓這裡保有了中世紀的味道，隨著斯洛伐克

的開放，現在正等著熱愛探索的您去開發。

我們將參觀 ◎古城廣場 ◎鐘塔等名勝！

在布達區城堡的嚴肅和瑪提雅斯教堂的壯

麗，無疑地將首都推上東歐浪漫城市的美

名，到了湖對岸的佩斯，可以看到人山人海

的采邑街，中央市場的熙來人往更是大肆採

購的好時機，英雄廣場和市民公園內紀念建

國㇐千年的建築精品，也都是不可錯失的焦

點。

布達與佩斯 交織出浪漫首都



DAY07 布達佩斯(布達&佩斯雙子星城觀光)

神奇波斯匈 10天日程

08:30 早餐後布達佩斯市區觀光

首先前往布達皇宮區

13:00 前往佩斯區市區觀光

15:00 布達佩斯單飛自由時間

20: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下車參觀：◎聖史蒂芬教堂、◎國

會大廈、◎漁人堡、◎布達佩斯皇

宮、◎馬提亞斯教堂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Mercure Buda 4* 或同等 4*旅館

匈式風情 浪漫漁人堡

我們將登上漁人堡、這座融合新歌德式和新羅

曼風的觀景台，可以全覽多瑙河、瑪格麗特島、

佩斯，和附近蓋勒特丘 陵的全景，在㇐片美

不勝收之中，陶醉最後的匈牙力魅力。

中世紀風情 王家皇宮城堡

建於13世紀的布達城堡，本為抵禦外敵而建，

後變為國王的居所。經過了歷次戰爭的重創，

幸而努力修復，如今才能完好展現歷史的風

貌，並於 1987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布達佩斯 多瑙河遊船 50 歐元 / 每人

(10 人成行，含船長小費、船票)

在布達佩斯自由單飛時，您可以選擇前往搭乘多瑙河遊船巡

覽多瑙河，搭上多瑙河上的遊船，㇐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世界遺產，盡收眼底的是布達與佩斯兩岸的美景。

多瑙河將布達與佩斯㇐分為二，西邊的布達與東邊的佩斯，

老新城與多瑙河㇐同訴說著千年滄桑與繁華的世界，是欣賞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在此城市的契機。



DAY08 布達佩斯 / 維也納

神奇波斯匈 10天日程

08:30 早餐後專車前往維也納

12:00 享用當地風味料理

13:30 展開維也納市區觀光

15:00 維也納單飛自由活動時間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下車參觀：◎百水公寓、◎聖史蒂芬大

教堂、◎環城大道、◎國會大廈、◎舊

市政廳、◎瑪莉亞泰瑞莎廣場、◎貝爾維

帝宮

餐食住宿
早餐：旅館內

午餐：維也納炸豬排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NH Vienna Airport 或同等4*旅館

音樂之都 當代維也納的浪漫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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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

各式的古典建築之中，遠處也能隨意看

見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奇，維也納、這個

歐洲的音樂之都，曾經輝煌的哈布斯堡

家族的百年堡壘，用雙腳、雙眼、用心

去感受，今昔的對照下，過往的軍事能

力，和今日的音樂魅力，讓維也納對於世界的舞台來說，從來就不是容易被遺忘

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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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也納 音樂會

(依觀賞座位分區價格 39~79 歐元 +單程 15歐元車資)*10人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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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鼓勵，而幾位不世出

的音樂天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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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場音樂饗宴更名符其實了。到了維也納絕對不能錯過聆聽

㇐場音樂會，沉浸在音樂之都的洗禮。通常音樂會盡可能不

要穿著牛仔褲以及球鞋進入，為了表示尊敬表演者，您最好

穿著較正式的服裝前往，並提早約 30分鐘抵達，然後優雅地

走入會場準備享受㇐個美麗的夜晚。您可自費安排聆聽維也

納音樂會，節目從晚上八點半開始(演出地點：花園沙龍、霍

夫堡宮(音樂廳)、音樂大會堂(莫札特音樂廳)、愛樂協會(金色

大廳)、熊布朗宮(音樂廳等)



DAY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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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10 台北

班機於今日飛抵台北，結束難忘的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之旅。



★★★ 餐廳之菜單隨時令及餐廳營業時間會有所變更，敬請見諒。

天 數 午餐 晚餐 旅館

第 02天

＜ 布拉提斯拉瓦 ＞

當地風味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 奧洛穆克 ＞

敬請自理

Best Western

Premier
或同 4星級旅館

第 03天

＜ 奧斯威新 ＞

當地風味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 華沙 ＞
中式料理六菜㇐湯

Novotel Centrum
或同 4星級旅館

第 04天
＜ 華沙 ＞
敬請自理

＜ 克拉科夫 ＞
中式料理六菜㇐湯

Best Western

Premier

或同 4星級旅館

第 05天
＜ 克拉科夫 ＞

敬請自理

＜ 塔特拉山 ＞

當地風味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Grand Hotel

Bellevue
或同 4星級旅館

第 06天

＜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 ＞

當地風味料理
前菜或湯、主菜、甜點

＜ 布達佩斯 ＞

中式料理六菜㇐湯

Mercure Buda

或同 4星級旅館

第 07天
＜ 布達佩斯 ＞

敬請自理

＜ 布達佩斯 ＞

敬請自理

Mercure Buda

或同 4星級旅館

第 08天
＜ 維也納 ＞
炸豬排料理

前菜或湯、炸豬排、甜點

＜ 維也納 ＞

敬請自理

NH Airport Wien

或同 4星級旅館

神奇波斯匈 10日 餐食㇐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