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捷 10 日 

出發.售價:04/01、04/04、04/06、04/27  58,900 元 

 搭乘長榮航空～選擇更多元，不走重覆路線，是您旅遊最好的選擇! 

精選景點！一次暢遊捷克、奧地利必遊景點 ～ 

【捷克】 

 

(1)布拉格～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也是許多人夢想一生必訪的旅遊之地。從仿羅馬、文藝復興、巴

洛克到新藝術風格與立體派建築一應俱全。 

(2)庫倫諾夫～規模僅次於布拉格城堡，幽緩而寧靜古鎮的被伏他瓦河蜿蜒圍繞著。小巷弄中各式各樣的商

店，像琳琅滿目的木製玩具，晶瑩剔透的水晶飾品，令人難辯真偽的骨董精品及琥珀寶石，都選購特色紀

念品的好地方 

(3)卡羅維瓦利～捷克最著名且歷史最悠久的溫泉小鎮，自古以來亦是歐洲著名的溫泉療養地，亦是捷克重

要的電影發展城市。當地最流行的休養方式是用溫泉瓷杯盛裝溫泉水，一邊飲用泉水，一邊在美麗的溫泉

迴廊散步 

(4)皮耳森~啤酒發源地聞名，也是全世界最早釀造黃金啤酒的地方 

【奧地利】 

 
(1)維也納～歐洲心臟位置的奥地利，富麗堂皇的宮殿、雄偉壯麗的教堂和古堡記錄了奥地利歷史上的輝煌；



這裡的音樂傳統、久負盛名的樂團、歌劇和音樂廳給人藝術享受；世界著名的音樂家都曾在這裡寫下輝煌

的樂章 

(2)薩爾斯堡～莫扎特的出生地及指揮家赫伯特•馮•卡拉揚的故鄉，因電影《真善美》的拍攝地而聲名大

噪，是現今奧地利管轄地域內歷史最悠久的城市。 

(3)鹽湖區～奧地利最富盛名的湖區，阿爾卑斯山冰河地形所造就的綺麗風光及宜人氣候，成為奧匈帝國皇

室、貴族及藝術家們嚮往之地，加上 7000 年悠久的歷史文化，1997 年該地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六大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深入 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巡禮 

 特奇:1992 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 

 哈爾斯塔特：1997 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 

 庫倫洛夫：1992 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 

 布拉格：1992 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 

 薩爾茲堡舊城區：1996 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 

 維也納舊城區：2001 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 

【飯店特色】 

(1)   布拉格 Holiday inn 飯店 或 NH 同級 

(2)   維也納住宿 Rainers Hotel 或 AUSTRIA TREND HOTEL SAVOYEN 同級 

(3)   皮耳森時尚飯店 ANGELO HOTEL PILSEN 或 同級 

(4)   庫倫洛夫 四星飯店 

(若遇庫倫諾夫內飯店客滿，則改住其他城市區四星級飯店，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超值安排】 

(1)  皮耳森「百年啤酒廠品酒之旅」 

 



(2)  維也納地下湖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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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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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01(日) BR065 桃園機場 23:30 維也納 06:35 

2 2018-04-09(一) BR066 維也納 12:25 桃園機場 07:1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維也納 

今日齊集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舒適客機，在空服人員細心的照料之下，飛往音樂之都-維也納，

展開豐富浪漫的歐洲之旅。班機將於翌日清晨抵達，謹祝您夜晚愉快！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2.班機抵達歐洲前的早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3.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4.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2 天 維也納 Vienna－152km－特奇 Telc－160km－布拉格 Prague 



今日班機抵達後，隨即展開音樂之都-維也納之旅，今天專車

前往河水環繞的迷人古鎮-特奇，城內保留著許多文藝復興、

巴洛克、洛可可樣式的中世紀建築，粉紅、鵝黃、淡藍色系的

外牆，讓整座古鎮散發著童話世界般的迷人氣息，讓人流連忘

返，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保護。接著專車前往百塔之都布

拉格，到布拉格一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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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點 早 機上享用 

中 古城風味餐 

晚 中式六菜一湯 

夜宿  四星級 Holiday inn 或 四星級 NH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布拉格 Prague 

到布拉格一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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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前

往布拉格古堡區，首先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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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接著前往歷代國王加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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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來到卡夫卡筆觸下的◎黃金小巷，鋪石的狹窄巷

道兩側，色彩繽紛的房舍比鄰而立，目前房舍多已成為各式紀念品的個性小店，而門牌 22 號水藍色的

房舍，是昔日作家卡夫卡寫作的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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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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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登上◎天文鐘塔，由上俯瞰布拉格廣場美景。 

【下車參觀】查理大橋、舊城廣場、提恩教堂、舊市政廳 

【入內安排】天文鐘塔 

(如遇天文鐘塔維修則改火藥塔入內或是登庫倫洛夫小鎮彩繪塔)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六菜一湯 

晚 布拉格烤鴨餐 

夜宿  四星級 Holiday inn 或 四星級 NH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布拉格 Prague－126km－卡羅維瓦利 Karlovy Vary－47km－皮耳森 Plzen 



今天一早專車前往至今已有 600 多年歷史、捷克首屈一指的溫

泉療養地●卡羅維瓦利，此處溫泉除可以浸泡療養外，還可直

接飲用，妳可學學當地人，買個造型獨特的溫泉杯，飲用不同

療效的溫泉，並配著甜甜的大如月亮的溫泉薄餅，據說這兒的

泉水含有 40 種以上的礦物質，可浸泡還可引用治病痛喔！因

此這也被譽為歐洲最漂亮的療養之地，特別是臨近的德國人，

更是常居與此地；除此，這兒優美山谷景色與華麗的建築群，

形成一幅美麗動人的優美景觀。接著前往西波希米亞的中心都

市－皮耳森，此城鎮以皮耳森啤酒發源地聞名，也是全世界最早釀造黃金啤酒的地方，現今啤酒釀造

業依然盛行，特別安排酒香之旅安排參觀◎啤酒釀酒廠：觀賞皮耳森啤酒歷史的影片、介紹傳統酒

窖、釀酒系統及啤酒試飲等，新鮮的麥香啤酒，絕佳風味喝過絕對讓您難忘。晚餐於啤酒廠內的餐廳

享用★捷克傳統風味餐與新鮮的皮耳森啤酒。 

【下車參觀】卡羅維瓦利 

【入內安排】啤酒釀酒廠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六菜一湯 

晚 捷克風味餐+皮耳森啤酒 1 杯 

夜宿  四星 ANGELO HOTEL PILSEN 或同級 

第 5 天 皮耳森 Plzen－158km－庫倫諾夫 Cesky Krumlov－波希米亞小鎮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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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倫諾夫小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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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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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庫倫諾夫小鎮、庫倫諾夫之城堡、舊城區 

註：為了讓您體驗更多元的住宿經驗，行程中會特別安排老城內飯店。若遇庫倫諾夫內飯店客滿，則

改住其他城市區四星級飯店，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六菜一湯 

晚 捷式豬腳風味餐+啤酒一杯 

夜宿  四星 OLD INN HOTEL 或 MLYN HOTEL 或 ZALTY ANDEL HOTEL 或 CLARION CONGRESS 

HOTEL BUDEJOVICE 或同級旅館 

第 6 天 波希米亞小鎮－210km－薩爾斯堡 Salzburg 



今天穿越奧捷邊境前往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地-薩爾斯堡，

抵達後首先前往●米拉貝爾花園，其中最令遊客印象深刻的是

以希臘神話為主題的雕像、此起彼落的噴泉及花團錦簇的花

壇，電影『真善美』中高歌 Do Re Mi 的場景就在此拍攝的。

接著前往位於新城區的●莫札特之家，1773-1780 年間莫札特

一家人就住在這棟房子裡；而蓋特萊德巷 9 號的●莫札特故

居，則是莫札特的出生地及渡過青少年時期的地方，莫札特曾

在此創作出許多作品。爾後漫步在●蓋特萊德街，這條街道目

前已闢為行人徒步區，您可漫步觀賞琳瑯滿目的櫥窗，抬頭往上瞧，兩旁的商家無不高掛獨特的鍛鐵

招牌。閒餘時間您可自費前往鹽洞，換上礦工所穿的工作服，乘坐礦車進入礦坑中，順著滑梯深入內

部，體驗開採實景，趣味橫生又能增廣見聞。 

【下車參觀】米拉貝爾花園、莫札特之家、莫札特故居 

【自費活動】鹽洞參觀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六菜一湯 

晚 發餐費 10 歐(方便逛街) 

夜宿  四星 MERCURE CITY 或 WYNDHAM GRAND 同等級 

第 7 天 薩爾斯堡 Salzburg－40km－鹽湖區 Salzkammergut(哈爾斯塔特、聖吉爾根)－300km－維也納

Vienna 

今天展開奧地利著名湖泊渡假區鹽湖區之旅，一覽阿爾卑斯山

夢幻的湖山之戀：這裡以湖泊、山色及休閒勝地聞名於世，該

地區共有 76 個湖泊，像珍珠項鍊般串聯於阿爾卑斯群山之

中，展現出一種超脫的靈氣。專車前往鹽湖區最著名的風景地

●哈爾斯塔特，湖畔山坡上色彩柔和的歐式木造建築，以群山

為背景，映著碧綠的湖水，正是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風景，曾

多次出現在旅遊雜誌中；接著前往●聖吉爾根，這裏是莫札特

母親的故鄉。接著前往音樂之都維也納。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湖區鱒魚餐 

晚 中式六菜一湯 

夜宿  四星 RAINERS HOTEL 或 PARKHOTEL SCHOENBRUNN 或同等級 

第 8 天 維也納森林～地下湖(含遊船) － 市區觀光 

歐洲最大的地下湖，坐落在維也納森林中，地下湖共分三層，

以石灰岩為主要成份， 1932 年礦井開放為觀光用礦石遺跡。

安排遊船(含地下湖門票，船票)。 

隨後前往哈布斯堡皇室夏宮、深受瑪麗亞．特瑞莎喜愛的●熊

布朗宮，整體設計極其和諧，足以代表奧地利洛可可式建築風

格，這是維也納觀光之旅必訪之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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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沿著環城大道前進，2001 年列

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霍夫堡宮，為帝國時期遺留下的巴洛克式華麗建築可充份感受奧地利王室風華、

維也納市中心地標●聖史蒂芬大教堂，彩色琉璃瓦鑲嵌的屋頂可看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徽記圖騰。安排

參觀百水公寓～此公寓為二十世紀藝術怪傑～百水先生的精心傑作，建於 1977～1986 年，維也納人稱

之為『古怪屋』或『保齡球木瓶房子』。它以不規則的線條區分，設計沒有規則、不用尺量的建築，

每一家的牆壁都不一樣，每一層樓都漆上不同的顏色，還有不規則大小的窗戶，利用幾何形狀建成一

座與眾不同的樓房，令人見了匪夷所思，卻又讚不絕口！他把對自然的崇敬，落實在生活的每個角

落。當然在這兒更可找到各式各樣的商品，應有盡有；而從國立歌劇院到聖史蒂芬大教堂之間的行人

徒步區，可說是維也納最熱鬧的地區，精品店、咖啡廳、餐廳雲集，在此妳可恣意逛逛、大肆採購，

走累了，找個咖啡廳歇歇腳，來杯著名的維也納咖啡，享受一個悠閒的片刻。接著前往◎奧地利水晶

紀念品專賣店，琳瑯滿目的奧地利品牌商品，是您選購紀念品的好時機。 

【下車參觀】熊布朗宮、貝爾維第宮、霍夫堡宮、聖史蒂芬大教堂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六菜一湯) 

晚 維也納炸豬排+沙河巧克力蛋糕 

夜宿  四星 RAINERS HOTEL 或 PARKHOTEL SCHOENBRUNN 或同等級 

第 9 天 維也納／桃園國際機場 

在享用完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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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10 天 桃園國際機場 

本日返抵國門，由親友接回甜蜜家中休息調整時差，結束此一難忘的東歐奧捷十日之旅。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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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宿  甜蜜的家 

自費活動參考 

活動名稱 費用 

維也納華爾滋音樂演奏  60 歐元  

每場 1 小時：包含車資、門票、小費，宮廷華爾滋音樂表演，(依各場次實際訂位為主)，自費行程最低

成團人數 15 人。  

熊布朗皇宮 30 歐元 

含門票、導遊講解費、小費 自費行程最低成團人數 15 人 

鹽礦探秘  35 歐元  

換上採礦的工作服，乘木製的運輸車和很長的木滑梯入內，展開驚險刺激的探勘之旅，保證值回票



自費活動參考 

活動名稱 費用 

價。自費行程最低成團人數 15 人。 

布拉格黑光劇 30 歐元 

含車資、門票、小費；觀賞時間約 1.5 小時★黑光劇的特色是將燈光和色彩作特殊處理，營造出奇幻的

效果，因此也有人稱之為 「幻象劇」 

布拉格伏爾塔瓦河遊船 25 歐元 

伏爾塔瓦河遊船時間 1 個小時(最低 15 人以上成團) 

注意事項 

 本團最低出團人數為 20 人以上(含領隊)，最多為 45 人以下(含領隊)，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

隨行服務  

 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座位區域是依照航空公司內部作業安排，恕無法指定座位，

如靠窗、靠走道或是同行者全數安排坐在一起等，敬請貴賓見諒! 

  本行程每日住宿所列可能入住飯店皆以同等級使用，並非代表等級差異或是選用順序，在不變

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確認回覆的結果，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

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依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即日起旅客進出歐盟國家，如隨身攜帶超過(含)1 萬美元須向海關申報，包含現金、旅行支票、

本票及匯票等。請各位貴賓遵守以免受罰 

 請勿攜帶仿冒品(皮件、手錶、飾品)前往歐洲，一經查到、將處以重罰歐元 10,000 之罰款 

 出境時攜帶台幣不得超過 NT$10 萬元 

 若有特殊飲食習慣，如吃素、兒童餐••等，請於出發五天前通知領隊，以便代為安排 

 響應環保概念旅館內無牙刷、牙膏，吹風機亦不是每家旅館都有，並另請自備拖鞋 

 各地海關均有特殊規定，請遵照領隊說明 

 如遇有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同等級飯店、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

方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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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房間清潔工：每房歐元一元，置於枕頭上。 

2.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歐元一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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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 天團 歐元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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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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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