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歐五國精選12日 

(咖啡館童話城堡、多瑙河遊船、集中營、地下鹽礦城、菁英艙) 

出發日.售價:01/13、01/20、01/27   89,900元 
★魅力歐洲感恩回饋~~全程來回升等豪華經濟艙★  ★報名繳定此團型，加贈領隊.司機小費１２０歐★ 

★★★★魅力歐洲好禮相送，限量加贈5好禮★★★★ 

旅遊更溫馨～魅力歐洲是您遊歐最佳選擇好禮1：旅行夾鍊袋 

好禮2：歐遊轉接插頭好禮3：便利行李束帶 

好禮4:布達佩斯多瑙河遊船好禮5:布拉格伏爾他瓦河遊船 

★★精心安排！三大必遊體驗 ★★ 

布達佩斯最美咖啡館【紐約咖啡館】悠閒下午茶 
 

 
歐洲最古老的【維耶利奇卡鹽礦】入內參觀 
 

 
歷史悲劇場景【奧斯威辛集中營】入內參觀 



 
 

★★經典必遊！一次暢遊東歐四國 ★★ 

(1) 斯洛伐克 

東歐最後一顆珍珠【布拉提斯拉瓦】童話城堡【波耶尼切城堡】 

 
 

匈牙利 多瑙河畔的玫瑰【布達佩斯】 



中世紀白色藝術小鎮【森坦德】 

 

波蘭 

波蘭最美麗的中世紀古城【克拉科】 
 

 

捷克 

歐洲之冠百塔之城【布拉格】 
 

 

世界最美的古城之一【庫倫洛夫】 

 

 
1995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

【庫納赫拉】 



 

 

★★特別安排五晚五星級飯店★★ 

★布拉提斯拉瓦升等一晚五星飯店 Sheraton Hotel或同級五星飯店 

(若遇展期或當地節慶將安排其他城市五星飯店)。 
 

★布達佩斯升等兩晚五星飯店或同級五星飯店 

(若遇展期或當地節慶將安排其他城市五星飯店)。



 
 

★布拉格升等兩晚五星飯店HILTON PRAGUE OLD TOWN或同級五星飯店 

(若遇展期或當地節慶將安排其他城市五星飯店) 
 

★★ 精選道地風味料理 ★★ 

聖坦德「匈牙利燉牛肉風味餐」 

 

維耶利奇卡「波蘭燉肉風味餐」 

 

庫倫洛夫「百年建築豬腳風味料理」 

 

布拉格「查理橋畔米其林餐」 

 

布拉格「捷克烤鴨風味料理」



 

行程內容

第1天 桃園 Taoyuan／維也納Vienna 

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快的腳步，搭機飛往歐洲。翌日在空服
員親切的問候聲中飛抵維也納。 

夜宿 夜宿機上 

第2天 維也納Vienna →布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 

今早班機抵達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出關後前往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斯洛伐克是1993年才
從捷克分離獨立的新興國家，相較於東歐其他工業繁榮的捷克、匈牙利等國，位居其中的斯洛伐
克，純樸的農業社會生活步調，呈現出獨特的風貌。抵達布拉提斯拉瓦後，首先前往富麗堂皇的● 
國家劇院、美麗的●聖馬丁教堂，接著穿越古色古香的●米榭爾門，前往舊城區中心的總統府廣場，    一
旁融合哥德與巴洛克風格的●舊市政廳吸引眾人的目光。在舊城區的街道上，有許多深受觀光客喜
愛的雕塑作品，包括法國士兵、下水道工人、拿帽子的老紳士…等，每一個雕塑的背後都流傳著一
個有趣的故事，為古城之旅增添了許多樂趣。 

 
 

【下車參觀】國家劇院、聖馬丁教堂、米榭爾門、舊市政廳 

餐點 早 機上享用 

中 維也納豬排 

晚 中式七菜一湯 

夜宿 五星Sheraton Bratislava Hotel或同級 

第3天 布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  →森坦德Szentendre(匈牙利)→  布達佩斯Budapest→市區
觀光 

今天專車前匈牙利具有希臘風格的小鎮●森坦德，為多瑙河右岸最饒富趣味的美麗古鎮，自石器時
代起便有人居住，現在鎮上房屋都還保留著中世紀的原貌，古色古香且充滿濃厚的藝術氣息，加上
許多藝術家在此定居，因此亦以匈牙利藝術之鄉而聞名。午後前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這座位於     

多瑙河畔的雙子城，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觸目所及都是珍貴的歷史古蹟 
 



與宏偉的建築，有「多瑙河畔的明珠」的美譽。首先經由獅像鎮守的●鎖鏈橋前往蓋勒特丘陵，參觀有
布達佩斯瞭望臺之稱的◎漁夫堡，由迴廊上可眺望對岸新哥德式的國會大廈及多瑙河上來往的船舶；並
至歷任國王加冕的◎馬提亞斯教堂，精雕細琢裝飾的石造尖塔與色彩繽紛的馬賽克鑲嵌屋頂是此教堂的
特色。從奧匈帝國起，布達佩斯就有著悠久的咖啡館文化，至今城內仍留有數間裝潢華美，令人大
開眼界的咖啡館，其中又以有全世界最美的咖啡館之稱的「紐約咖啡館」最為知名， 特別安排在
★紐約咖啡館享用咖啡或茶配上蛋糕，體驗布達佩斯華麗而迷人的咖啡館氛圍。 

 
【下車參觀】森坦德、蓋勒特丘陵 

【入內參觀】漁夫堡、馬提亞斯教堂 

【特別安排】紐約咖啡館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匈牙利燉牛肉湯 

晚 中式七菜一湯 

夜宿 五星THE BOSCOLO BUDAPEST 或 BUDAPEST MARRIOTT或同級 

第4天 布達佩斯Budapest市區觀光→賽切尼溫泉→匈牙利國家歌劇院→中央市場 

從布達跨越多瑙河到右岸的佩斯，瞬間從古典風情轉換到繁榮的現代都會，無論購物.享用匈牙利美
食或觀賞經典藝術文化，都可以在這裡一嘗夙願。一早前往參觀匈牙利最重視的全民運動—溫泉文
化。位於市民公園內的賽切泥溫泉不僅是布達佩斯最受歡迎的溫泉地，也是歐洲最大的溫泉之一。
特別安排★搭乘遊船巡遊藍色多瑙河，兩岸美景盡收眼底。爾後參觀世界最美麗的歌劇院---外觀為
新文藝復興建築，李斯特.莫札特.韋瓦第等音樂家的雕塑更襯托出歌劇院的古典壯麗。下午帶大家來    

見識一下布達佩斯傳統市集的熱鬧氣氛。市場內販賣各種生鮮蔬果.鵝肝醬.葡萄酒和香料，可享受購    
物樂趣，此外還有很多食物攤位，提供匈牙利的特色美食 

【下車參觀】賽切尼溫泉、匈牙利國家歌劇院 

【入內參觀】中央市場 

【特別安排】多瑙河遊船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馬札兒風味餐 

晚 中式七菜一湯 

夜宿 五星THE BOSCOLO BUDAPEST 或 BUDAPEST MARRIOTT或同級 

第5天 布達佩斯Budapest →219km→波耶尼切城堡Bojnice Castle Zamek 

Bojnicki(斯洛伐克)→65km→利日納 Zilina 

布達佩斯的美好需要細細品嘗，今天上午接著前往矗立著匈牙利建國千年紀念碑的●英雄廣場。隨後前
往有斯洛伐克最美麗的城堡之稱的◎波耶尼切城堡，白色的石牆、淡藍色的屋頂、厚實的城 垛、
高聳的塔樓…仿如童話故事中的浪漫城堡讓人驚艷不已，堡內完整保留著昔日貴族的生活空 間，
精緻的古董傢俱、藝術作品，漫步其間彷彿走入時光隧道。（如遇城堡因特殊活動不接受團體預約
參觀，將改於克拉科古城入內參觀瓦維爾皇家城堡，敬請了解）。 



【下車參觀】英雄廣場 

【入內參觀】波耶尼切城堡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匈牙利風味料理 

晚 西式三道式料理 

夜宿 四星Palace Hotel Polom或Holiday Inn Zilina或同級 

第6天 利日納Zilina →174km→維耶利奇卡鹽礦Wieliczka(波蘭) →15km→克拉科夫 

Krakow→市區觀光 

上午往前往波蘭南部的文化古都—克拉科夫；原是波蘭首都，也是二次大戰中波蘭唯一倖免於戰禍
的城市，市區中保留有完整的中古世紀建築群。因此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SCO)評鑑為十二座世
界最美麗且是保存最完美的古城之一。歷代波蘭國王的居所-瓦維爾皇家城堡，穿過城門左手邊的● 
大教堂，經過數個世紀的擴建，教堂建築融合了哥德、文藝復興與巴洛克式風格，歷代國王都長眠
於此，是波蘭歷史上十分重要的教堂；順著教堂往內走即可見到典雅的●皇家城堡，堡內仍保留著
昔日國王生活的奢華房間及精緻的刺繡壁畫。位於廣場旁的哥德式●聖馬麗教堂及舊市政廳僅存的●   
高塔，也是不容錯過的重點。午後前往波蘭最古老的★鹽礦開採區─維利奇卡，據說這一帶從新石器    時
代開始已有鹽礦，到了十世紀更被大幅開採，而現在開放給公眾參觀的地下礦，已經有七百多年歷
史，內藏大量岩鹽結晶和採礦工人留下的藝術品。深入135公尺地下參觀坑內的「鹽禮拜堂」及 
「鹽聖像」，都是採鹽工人在公餘時間慢慢雕鑿而成的。「鹽教堂」讓工人得以在與外間隔絕的環
境下，滿足宗教上的需求。其中最壯觀的是Blessed Kinga禮拜堂。從天花頂垂下的吊燈，積滿了
鹽的結晶，似是一件華麗的雕塑，高不可攀。您只能讚嘆造物者之神奇！何不買包天然沐浴鹽，為
旅途的風塵，舒活筋骨。（因鹽礦及集中營團體需預約時間，每日可接受參觀團體數量有限，第5天
與第6天行程，將依團體預約狀況調整，敬請了解。）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七菜一湯 

晚 鹽城風味餐 

夜宿 四星NOVOTEL CENTRUM 或BW premier cracow或同級 

第7天 克拉科夫Krakow →66km→ 奧斯威辛集中營Oswiecim→188km→ 歐洛慕奇 

Olomouc(捷克) 

今天前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囚禁猶太人之★奧斯維欽集中營（Oswiecim），原址，已成為
紀念屠殺超過110萬猶太人的納粹死亡營博物館。陳述了當年營中難民掙扎求存的血淚史以及統治 
者滅絕人性的暴行。之後前往捷克文化古都歐洛慕奇，此地的文化史跡僅次於布拉格卻是個淳樸安
靜小鎮，並前往融合哥德式和文藝復興風格的美麗建築-●市政廳廣場。另廣場旁的巴洛克式建築物- 

● 聖三位一體聖柱，是您不可錯過的世界文化遺產。 

 

 
【下車參觀】市政廳廣場、聖三位一體聖柱 

【特別安排】奧斯維欽集中營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波蘭燉肉風味餐 

晚 西式三道式料理 

夜宿 四星NH Hotel或同級 

第8天 歐洛慕奇Olomouc →174km→ 庫納霍拉KutnaHora→83km→布拉格Prague 

今天前往聯合國文化遺產古城～庫納霍拉Kutna Hora。曾經白銀所帶來的財富與地位所輝映出現今
仍存的《中世紀之古城》，此城於1995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輕緩的步伐融入了十三世紀的古
城歲月；悠閒於老城區中，參觀●聖芭芭拉教堂，曾為波西米亞王都所在地，悠悠的古風，靜靜的 

散發著屬於東波西米亞的芬芳。午後前往百塔之城-布拉格。可漫遊於小巷內享受難得悠閒時 
光，★特別安排搭乘伏爾他瓦河遊船，從船上欣賞伏爾他瓦河沿岸，布拉格迷人的老城風光。留下
美好的旅遊記憶。 
 

【下車參觀】聖芭芭拉教堂 

【特別安排】伏爾他瓦河遊船 

 
 

【下車參觀】聖芭芭拉教堂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古城風味料理 

晚 中式七菜一湯 

夜宿 五星HILTON PRAGUE OLD TOWN 或 Sheraton Prague Charles Square或同級 

第9天 布拉格Prague → 市區觀光 

今天布拉格一日遊，彷彿時光倒轉至中世紀，抬頭所及皆是悠久歷史的教堂和建築，耳中聽到的是
悠揚的樂聲，有如一套完整的文學、藝術、音樂和建築之旅。今天一早前往古堡區，歷代國王加冕
的◎聖維特大教堂，是布拉格城堡最重要的地標，而教堂內的彩繪玻璃是藝術家慕夏的作品，為這
個千年歷史的教堂增添不少現代感；接著續往以往波希米亞國王的住所◎舊皇宮，現今捷克總統選
舉皆在此舉。接著前往東歐最古老的石橋－●查理大橋，橋兩旁矗立了頗富哲思的聖者雕像，橋上
盡是街頭藝術家，從繪畫到雕塑、手工飾品到現場演奏，包羅萬象，難怪人潮絡繹不絕。如你體力
夠登上城中的任何一個高塔，眺望全市，您將可以體會到有(百塔之城)封號的布拉格全景。生氣蓬
勃又饒富古意的●舊城廣場，廣場上充斥著街頭藝人、販售演奏會入場券的人，還有絡繹不絕的觀
光客，以哥德式雙塔建築著稱的●提恩教堂，是廣場上最醒目的建築；而●舊市政廳最受遊客歡迎的    是
牆上的天文鐘，每到整點，天文鐘上方的窗戶開啟，一旁的死神開始鳴鐘，耶穌的十二門徒在聖保
羅的帶領下一一移動現身，最後以雞啼和鐘響結束；另外還有分別代表慾望、貪婪和虛榮的象徵木
偶。 

 
 

【下車參觀】查理大橋、舊城廣場、提恩教堂、舊市政廳 

【入內參觀】聖維特大教堂、舊皇宮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查理橋畔米其林餐 

晚 捷克烤鴨風味料理 

夜宿 五星HILTON PRAGUE OLD TOWN 或 Sheraton Prague Charles Square或同級 

第10天 布拉格Prague →170km→庫倫洛夫Cesky krumlov 

今天前往被伏爾塔瓦河環繞、1992年被聯合國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庫倫洛夫小鎮，在此彷彿走
入中古世紀時光，其建築、街道、教堂、要塞等散發出濃郁的古典氣息，令人發思古之幽情；首先
前往●城堡，直指天際色彩繽紛的高塔是城堡區最古老的一部分；喜歡閒逛購物的人，可別錯過●舊    城
區，舊城區的巷弄中有數不清各式各樣的商店，像 是琳瑯滿目的木造玩具、晶瑩剔透的波希米亞水
晶製品等。 

(*如遇庫倫諾夫旅館滿房，以周圍區域做為替代) 

 
【下車參觀】庫倫洛夫小鎮、城堡、舊城區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百年建築豬腳風味料理 

晚 中式七菜一湯 

夜宿 四星 OLD INN 或同級 

第11天 庫倫洛夫Cesky krumlov →202km→維也納Vienna→貝爾維第宮／桃園 Taoyuan 

今天專車返回維也納，前往充滿巴洛克優美建築風格的●貝爾維第宮，佔地廣闊的宮殿，分為上宮     與
下宮，華麗的建築和裝飾著巴洛克雕像的庭園，是最受當地人喜愛的散步地點。之後回到市區做最
後的巡禮，您可自由的逛街散步，用您的手機或相機對這音樂之都的城市做最後的留念。午後帶著
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返桃園，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經
曼谷中停(加油約50分鐘)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下車參觀】貝爾維第宮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敬請自理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夜宿機上 

第12天 桃園 Taoyuan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一年
的辛勞都在那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 

 

夜宿 甜蜜的家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注意事項 

★ 此行程為聯營團體，以魅力歐洲名義出團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依當團公佈標準;最多為45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如遇航空公司公告燃油稅金調漲則須隨團調

整。 

因團費以二人一室估算，若一人報名參加團體如因個人因素要特別指定需求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差價。 

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

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您見諒。 

因本行程不提供行李員之服務，所以您可省下進出房間的行李小費，以及長時間等候收送行李的時間。 

2003年元月歐盟公告”自即日起遊客進入歐盟國家，不得攜帶肉類及乳類物品或加工品入境。 

在歐洲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然而小費之收取非硬性強收， 

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如表現佳，可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 

如表現不盡理想，您可斟酌給予。以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 
 

* 房間清潔工：每房歐元一元，置於枕頭上。 

* 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歐元一元。 

* 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的小費﹝隨團服務的領隊/導遊/司機等﹞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金額以歐元為單位(每位) ： 

* 8 天團 歐元  80 

* 9 天團 歐元  90 

* 10 天團 歐元 100 

* 11 天團 歐元 110 

* 12 天團 歐元 120 

* 13 天團 歐元 130 

*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 為避免入境歐洲之通關延誤及困擾，請各位貴賓拒絕幫他人攜帶香煙入境歐洲． 
 

因房間安排因素，小孩係指2歲至未滿12歲之孩童（以團體出發當日為準），小孩須有大人同行，嬰兒係指未滿2歲之 

孩童，不佔床位。 

歐洲旅館房間規格大多數以雙人房2張單人床為基準房型，一大床部分房型較少，3人房型許多飯店都無此房型，如特殊

需求上述類型房型，我們均可幫忙代為需求，但無法保證一定有此房型，如遇一定要需求3人房型而飯店無法提供此房  

型狀況下，能依房間大小狀況需求加床服務，尚請貴客見諒。 

特別說明：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年滿70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必須有家人

或友人同行，否則恕不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請貴客見諒。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8-01-13(六) BR061 桃園機場 23:10 維也納 06:30 

2 2018-01-23(二) BR062 維也納 19:35 桃園機場 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