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 / 維也納 

（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A350 直飛不中轉） 

帶著愉悅的心情前往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中華航空豪華客機，飛向

人文薈萃的歐洲。今晚將夜宿機上，祝您好眠，預計次日上午抵達維也納，展開令人期待的東歐之

旅。 

 
班機時間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 1 天 CI063 中華航空 台北 維也納 23:10 06:30+1 

第 9 天 CI063 中華航空 維也納  台北 11:10 05:20+1 

 

餐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 夜宿機上 

 

AMADEUS
文字方塊
4



 

 

抵達維也納 Vienna→蒂哈尼 Tihany→ 赫維茲 Heviz 

→佩奇 Pecs 

 

 

上午：早上抵達維也納機場後，入境提領行李後，搭乘團體巴士前往匈牙利巴拉頓湖 Balaton。巴

拉頓湖是匈牙利也是中歐最大的湖泊，因其面積遼闊，也被稱為匈牙利的大海。湖畔著名的小港鎮

-蒂哈尼半島，蒂哈尼半島是匈牙利第 1 個自然資源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從半島高處可眺望巴拉頓

湖，您可以在這逛逛當地特色小店，接著我們享用午餐。 

午餐後接著我們前往歐洲最大溫泉湖─赫維茲。赫維茲是歐洲最大的溫泉湖，主要成份為硫磺，對

風溼、關節炎以及運動傷害，都有著極佳的療效。不只是溫泉水，連湖畔的火山泥，也可以拿來塗

抹在身上，除了美容功用，還能治療風溼，也因此赫維茲還有「風溼病患的麥加聖地」的美稱，如

果有興趣您可以攜帶泳具體驗。(溫泉為自費活動，可依個人需求參加)。接著我們前往匈牙利第 5

大城市佩奇，享用當地特色料理後，前往我們今晚入住的飯店。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 Corso Hotel Pecs 或 4 星旅館 

 

赫維茲 

巴拉頓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7%89%99%E5%88%A9


 

 

佩奇 Pecs 市區觀光→斯格德 Szeged 

 

 

上午：前往佩奇進行市區觀光，佩奇是除布達佩斯之外，匈牙利文藝復興運動的最重要的中心也是

匈牙利南部最美麗的小鎮，其文化價值於 2000 年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我們前往參觀建於

11 世紀的聖彼得教堂。廣場中央是在 1550 年以前建的清真寺，也就是現在教區教堂的核心保留

了土耳其年代的原貌。另外一座以創始人約哈桑帕夏為名的清真寺建於十六世紀下半葉，細高的尖

塔至今還在。我們在留一個上午，讓各位可以逛逛這別具風格的美麗小鎮。接著我們前往匈牙利第

4 大城─斯格德。 

下午：抵達斯格德後，享受完當地特色料理後，我們即將展開斯格德市區觀光，此處是匈牙利第 4

大城，由於長時間有陽光，又被稱為「陽光之城」。中古時間因為蒙古帝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近

逼，因此圍繞此城興建城牆，不過 19 世紀發生嚴重水災，歷經洪水災難，獲得全歐洲援助重現世

人眼前。◎斯格德還願教堂，座落於多姆廣場旁，雙塔式建築是城市中著名的地標之一，也是當地

天主教位徒許願在洪水沖垮的遺址上重建的教堂，另外，◎斯格德猶太會堂，融合了多種建築風格，

被認為是匈牙利建築中的代表之作，也是世界第 4 大猶太會堂。接著我們前往斯格德最著名的購物

天堂─A Plaza 你想到的歐洲精品都可以在這找的到，也可以在這找尋您最喜歡的餐廳去品嘗。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Novotel Szeged 或 4 星旅館 

佩奇 

約哈桑帕夏清真寺 



 

 

斯格德 Szeged→布達佩斯 Budapest/ 布達區 

 

 

上午：今日我們展開匈牙利首都-布達區，這座位於多瑙河畔的雙子城，擁有歷史悠內的古蹟和宏偉

絕美的建築，享有「多瑙河畔的明珠」的美譽，同時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上午參觀◎漁夫堡，在此可以望對岸新哥德式的國會大廈以及多瑙河上往來的船隻，一旁便是歷屆

國家加冕的◎馬提亞斯教堂，精雕細琢的石造尖塔與色彩繽紛的馬賽克鑲嵌屋頂川流不息的遊客驚

嘆不已。岸邊的◎鎖鏈橋是連接布達和佩

斯區雙子城的第一座橋，氣勢恢宏的橋墩

是多瑙河上最吸晴的一座橋樑。隨後前

往★中央市場，建於 1837 年的市場是

布達佩斯最接地氣的景點，空間寬敞潔

淨，也被稱做是匈牙利人的廚房，對觀

光客來說也是採購紀念品的好去處，更

有令人食指大動的匈牙利特色小吃以

及餐點。午餐：中式料理。下午：讓大

家單飛時間，讓您逛逛市場、自費嚐嚐

當地道地小吃。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Park Inn Radisson 或 4 星旅館 

中央市場 

布達佩斯 



 

蓋特勒溫泉 Gellert Baths (約 5600 福林) 

 

 

 

布達佩斯是一個獨特的城市，不止一種方式。對於那些喜歡水療和健康的人來說，它是世界上唯一

一個擁有具療效溫泉的大城市。每天從其 118 個天然溫泉中湧出 7000 萬升 21-78 攝氏度的溫熱

水。早在 1934 年，布達佩斯就被授予了「溫泉之城」的最高稱號。三年後，第一屆國際浴療大會

成立，國際浴療協會的所在地在布達佩斯的蓋勒特溫泉浴場成立。國會用下面的話來推理：「......沒

有哪個城市可以提出比布達佩斯更強烈的要求。天生就擁有優秀的溫泉水和無與倫比的自然美景;另

外，它具有很高的醫學專業性，優秀其治療機構的設備，高水平的科學研究，使布達佩斯成為從這

里處理的國際浴療事務的最佳選擇...」。蓋勒特浴場於 1918 年開業，後來增加了室外游泳池，今天

它結合了現代技術發展和豐富的歷史遺產。 

蓋特勒溫泉這個布達佩斯最有名的礦物溫泉，就藏身在一棟氣派的建築中，您可以在這裡泡泡溫泉、

舒緩筋骨，也能享受各式不同的 Spa 療程。以其新藝術風格聞名，自從 20 世紀初興建以來，不

管是對當地人或者遊客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這裡的浴池和游泳池都是由從蓋勒特山上引進

的礦物溫泉水所填滿。在這裡悠哉的待上一天，享受各項紓壓的 Spa 療程。 

 

 

 

 

蓋特勒溫泉  



 

 

布達佩斯 Budapest/ 佩斯區 

 

 

參觀多瑙河的佩斯區，相較舊城布達區，更顯繁榮和現代，◎英雄廣場，是布達佩斯的主要廣場，

毗鄰城市公園，英雄廣場的中心是該市的地標-千年紀念碑，刻有創建匈牙利的部落領袖雕像。◎

國家歌劇院，座落在熱鬧的精品大街-安德拉什大街，以具有新文藝復興和巴洛克式的建築，是街

道上最醒目的地標之一，有著世界三大最美麗的歌劇院之一讚譽。接著您可以於佩斯區前往我們

今天推薦的單飛景點逛街、或朝聖著名咖啡廳。匈牙利國會大廈 Országház，是匈牙利國民議會

的所在地。歐洲最古老的立法機構建築之一。匈牙利議會建築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地標之

一，也是重要的觀光景點。匈牙利議會建築坐落於多瑙河畔的自由廣場，目前是該國最大的建築

物，也是歐洲第二大議會建築，於 1904 年竣工。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Park Inn Radisson★★★★或同級 4 星旅館 

英雄廣場  

國家歌劇院 



 

匈牙利國家博物館    

匈牙利國家博物館外觀呈現新古典建築仿希臘神廟樣式，這裡也同時是匈牙利大

革命發表國歌的地方。這裡是匈牙利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收藏了 11 世紀到 19 世紀的匈牙

利最重要的古物，非常值得一來。 

New York Café─世界十大最美咖啡館 
布達佩斯博斯克羅酒店，舊稱紐約宮，2011 年被列選為世界十大最美麗的咖啡

館。這間已經有 120 年歷史的咖啡廳，保留著匈牙利風行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時的裝潢，豪華的紐

約咖啡館於 1894 年推出後，很快成為文學和藝術生活的中心，因為它在匈牙利文化歷史中成為藝

術家，作家和詩人最喜愛的聚會場所。內部的裝潢華麗的讓人目不轉睛，為來布達佩斯必朝聖的咖

啡廳之一。  

 

瓦茨街 Váci utca 最熱鬧的步行街區： 
與中央市場相鄰的瓦茨街也是到布達佩斯必逛的重要商店集散地，這邊聚集了眾

多的匈牙利的手工藝品店，酒壺、瓷器碟盤、花邊刺繡、民族玩偶、磁鐵、鑰匙圈..等，各式各樣生

活用品都可以在這尋找到。這裡更是集中不少知名餐館、國際名品暨商品。 

 



 

 

布達佩斯 Budapest→聖坦德 Szentendre 

→維謝葛拉德 Visegrád→尼特拉 Nitra    

 

 

上午：前往匈牙利聖坦德的近郊待帶有濃厚地中海風情藝術小鎮-聖坦德，14 世紀塞爾維亞人和希

臘人為了逃離鄂圖曼土耳其人侵略而逃到此處避難，因此揉合東正教風格的建築散布在小鎮內，近

年又有許多藝術家在此創作，在這質樸的小鎮營造藝術的氛圍。 

下午： 前往維謝葛拉德在多瑙河沿岸有座陡峭的山壁提供自然屏障，早期匈牙利國王馬蒂亞斯科

維努斯在此建造夏宮 Fellegvár，現今留存一座文藝復興風格的城堡遺跡，登上高處，旅人可以俯

視蜿蜒壯闊的多瑙河。接著前往埃斯泰爾戈姆，埃斯泰爾戈姆 10 到 13 世紀中是匈牙利的首

都，原本是皇家的居住地。接著我們前往參觀埃斯泰爾戈姆聖殿 Esztergomi Bazilika 這是匈牙

利最高的建築物，世界第 18 大教堂。傍晚我們即將進入我們的另一個美麗國度─斯洛伐克。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 Alexander's ★★★★或同級 4 星旅館 

聖坦德  

埃斯泰爾戈姆聖殿 



 

 

尼特拉 Nitra→波耶尼切 Bojnice→特倫欽 Trencin 

→皮爾斯恰尼 Piestany    

 

 

上午：前往尼特拉，尼特拉是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城市，這座城是建於七世紀大摩拉維亞時代，在此

觀光的遊客不時會看到來此修道院修道的修士，前往波耶尼切， 

下午：我們前往波耶尼切城堡，它是斯洛伐克眾多城堡中最漂亮豪華的城堡之一，迪士尼樂園中的

城堡造型乃承襲此城堡之造型而建成的，此城堡也是一個露天博物館，值得您仔細用心的參觀。特

倫欽，她是斯洛伐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古世紀重要的通商路線之一。特倫欽城堡，此城堡

是斯洛伐克在中古世紀時期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城堡，此城堡是建造在突出的絕壁上，沿著絕壁婉

延而建，週邊由該國最大的河流—法哈河 (Vah river)環繞城堡四周，形成天然的屏障。由城下的小

鎮仰望特倫欽城堡，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前往皮爾斯恰尼市，入住今晚的飯店。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 Magnolia ★★★★或同級 4 星旅館 

 

特倫欽城堡  

波耶尼切城堡 



 

 

皮爾斯恰尼 Piestany→布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 

→維也納 Vienna 

 

 

上午：皮爾斯恰尼是施洛伐克歷史悠久的溫泉養生渡假小鎮★◎皮爾斯恰尼市斯洛伐克有名的養生

醫療溫泉區，參觀以前只有帝王才能享受的溫泉養生渡假中心。前往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

瓦，位於多瑙河的左畔，緊鄰奧匈二國的邊境，我們帶領大家步行在◎舊城中心廣場，欣賞 9-14

世紀充滿文藝復興以及巴洛克建築之美。稍晚，前往維也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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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飛結束後，我們前往我們今天入住的飯店，接著我們前往今晚入住的飯店。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NH Vienna Airport  ★★★★或同級 4 星旅館 

 

 

維也納→台北 

早餐後，整理行裝，接著前往機場，搭乘早班機返台，夜宿機上。 

 

台北 

班機於今晨飛抵台北，結束難忘的歐洲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