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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達杒哈 哈瑪德國際機場獲得 2016 Skytrax 五星級機場，而且卡達航空也 

   是 2017 年全球十大安全航空之一 

 

     日 序               日期 班機 出發地 目的地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備註 

1 10/04 KA437 高雄 香港 15:10 16:40  

2 10/04 QR817 香港 杒哈 19:10 23:10  

2 10/05 QR289 杒哈 布拉格 02:20 07:40  

9 10/12 QR200 布達佩斯 杒哈 17:30 23:50  

10 10/13 QR818 杜哈 香港 03:25 16:05  

10 10/13 KA456 香港 高雄 18:5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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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者的理念:   
因為北自捷克布拉格南匈牙利布達佩斯全程不過630km我們規劃出捷奧斯匈三國 10

天；實在是因為她並不是很大。一路絕美風景與孒然不同的民俗風情，驚艷的激情

不斷、徹頭徹尾讓您保持如同新婚糖甘蜜甜的幸福感覺；所以雖有 10 天，但卻是個

絕無冷場的好戲，任誰都不會無聊！ 

                          

                   行程路線選擇的原則:                        

北進南出的設計無懈可擊 

從北邊捷克布拉格開始行程，一路南下在布達佩斯返程，一路順順順、不走回頭路加上

早去晚回的航班，讓您輕鬆擁有 10 天行程；請慎選您的旅遊計畫，不浪費時間、不放

棄重要景點，就是要慢遊歐洲！ 

                            貼心實在的創舉 
          創舉....針對目前長途旅遊隱藏的致命危機，我們已為您做萬全的準備…….. 

1.每一團都派當地華人的全陪 + 台灣帶出去的英文導遊， 隨團有 2 位工作人員服

務，是目前台灣所有歐洲旅行團人力的 2 倍，當然服務與照顧也是 2 倍！長途旅遊

較易發生水土不服加上車途勞頓，日夜顛倒的時差問題，難免會身體部不適或難免

有人會迷路，此時一人旅行團時就分身乏術；找不到人可照顧生病或走失的團員(黃

金時間是 2hr 越久越不容易找回)，這時就知道人手的重要！所以明天的人手，我今

天就幫你準備好。未雨綢繆是長途安全旅遊的必要考量；就像每次出遊我們都會加

買旅帄險不就為了個萬一嗎？在歐洲旅遊最最重要人手，我們都幫您準備好了，就

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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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高雄  香港  杜哈                                                      

起飛前兩小時小港機場集合，飛往香港再由杒哈轉機飛往布拉格！真的沒看過半夜人潮還

像是士林夜市的，出境大廳、餐廳、候機室、免稅商店到處都是人，機場裡還有小型的接

駁輕軌車，卡達機場非常新，而且各種服務都很完善，可能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成為進

入歐洲的中轉站，大量的中轉客人會再經過卡達機場，所以卡達機場才會延伸出那麼多設

備和配套吧!甚至有公用電腦可以使用，不馬虎是 apple的電腦耶~機場內還有大型藝術裝

置，同時也是兒童遊戲區，最著名的就是大廳中央的檯燈熊，一定要去跟檯燈熊拍照的!! 

  早 餐 : X                    午餐:X                     晚餐:機上簡餐                            

  住 宿 : 機上                                                                       

第 2 天   杜哈  布拉格  舊市政廳大樓、天文鐘、火藥塔、老城橋塔                                                

【布拉格】布拉格是一座著名的旅遊城市，市內擁有為數眾多的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風格

的建築，從羅馬式、哥德式建築、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新藝術運動

風格到立體派和超現代主義，其中特別以巴洛克風格和哥德式建築更占優勢。顏色也繽紛

至極，說是來到童話世界也不為過。豐富又複雜的建築風貌塑造他在東歐獨領風騷,反札到

東歐就是不能不來布拉格就是了，來了就知道為什麼！ 

外觀【市政廳大樓】高踞於布拉格老城廣場的西南角，是建築界令人嘆為觀止的歷史遺

跡。您可以從大樓的觀景走廊，看遍市內風景如畫的屋頂。大樓外型堪稱建築珍寶，而

且最顯著之處，就是【天文鐘】了。最早有紀錄是 1410 年，迄今有 700 年了，是金貴又

壯觀的天文鐘，就座落於舊市政廳大樓也讓這裡成為布拉格最受歡迎的觀光景點。包括三

個主要部分：天文鐘面，代表太陽和月亮兩者在天空中對的方位，並顯示各種天文資料；

行走的使徒每小時顯示使徒和其他移動險塑表示四種人性的習慣動作；下部的日曆盤代表

月份。由於天文鍾太過精密每在整點抵達時觀看天文鐘的十二門徒動作就像慕尼黑市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8%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8%E4%BA%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4%BA%8C%E9%96%80%E5%B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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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的機械鐘一樣，總是吸引一大票的觀光客，全部都會在這駐足許久想要看個清楚，不是

拿著相機往上拍，就是頭抬得高高的很專注的樣子，也形成了個有趣的畫面，只是記得專

心之餘，也要注意扒手喔!!! 

接著入內參觀登頂【天文鐘】: 我們刻意安排上鐘塔樓頂(不搭電梯)居高臨下觀賞整個美

麗的舊城區是最佳的拍攝角度，一眼望去房頂幾乎觸手可及其他地方也可，這樣天文鐘

玩起來才是內外兼備、秀外慧中超級完美！ 

外觀【火藥塔】：建於 1475年是昔日存放軍火的舊城門塔樓是布拉格歷史區中最高聳突

出的建築，於 17世紀時因用來貯藏火藥而改稱火藥塔(不上塔)。 

入內參觀【聖尼古拉教堂】布拉格老城的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老城廣場，巴洛克風格建

於 1732 年至 1737 年。教堂內值得注意的有管風琴，以及天花板上描繪聖尼古拉、聖本篤

生帄和舊約故事的濕壁畫。1735年至 1736年由巴伐利亞畫家 Kosmas 達米安阿薩姆創作。

從 1870年到 1914年成為一座東札教教堂，自 1920年歸屬是捷克斯洛伐克胡斯派教會。廣

場的胡斯險像是所有基督徒都知道的殉教聖人！ 

【老城橋塔】是位於布拉格老城區，在查理大橋東端進入十字軍廣場處的一座哥德式塔

樓，被視為歐洲最美麗的哥德式建築之一。它是一座哥德式塔樓。該塔不傴用作防禦工事，

而且是昔日帝王加冕遊行路線的必經之路。 

【查理大橋】是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市內，一座跨越伒爾塔瓦河的著名的歷史橋樑。它

由查理四世始建於 1357 年，完成於 15 世紀初。直到 1841 年，作為跨越伒爾塔瓦河的唯

一橋樑，查理大橋是聯接老城與布拉格城堡及鄰近地區最重要的通道，也使得布拉格成為

東西歐之間重要的貿易通道。該橋最初稱為「石橋」或「布拉格橋」，直到 1870年才命名

為「查理大橋」。喜歡閒逛購物的人，可別錯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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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亞水晶很早就舉世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AD%A3%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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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於世界。世界上可能沒有其它國家可以如此驕傲地炫耀自己玻璃製造的傳統是如此悠

久，並且在世紀裡不間斷地持續著。另外布拉格還有好用又便宜的純天然護膚品，曼菲萝，

受到愛美女士們的厚愛。 

【哈維爾市集】位在舊城廣場附近的是最好選擇賣的東西五花八門，水果、紀念品、巧克

力、水彩畫通通都有是把克朗花光光的好地方～ 

  早 餐 : 機上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12         晚餐: 中式合菜€12                            

  住 宿 : 【布拉格】Expo hotel／Holiday inn congress center / Panorama Prague                                                                
 

第 3 天   布拉格  老城區   新城區                                        

繼續遊覽遊覽【布拉格城堡區】Prague 市內古老建築的尖塔圓頂在夕陽照耀下顯得金碧

輝煌，因而又被稱為金色之城，全城散發著古雅的氣息。早上起程前往參觀建於山丘上

充滿中世紀風格的嘉斯登古堡-昔日的皇宮花園，現今已變為總統官邸及政府大樓。入內

參觀【聖維特主教座堂】第一座座落於今日聖維特教堂的位置的教堂是一座早期羅馬式

圓形建築，建於 925 年，由波希米亞公爵瓦茨拉夫一世建成。在 1060 年擴建為羅曼式教

堂，1344 年查理四世下令在原教堂的基礎上建造一座哥德式教堂，於 20 世紀初才修建

完畢。1.【舊皇宮】以往波西米亞國王的住所，歷任在位者對不同部分進行修繕，加了

哥特、文藝復興樣式隨後前往 2.【聖喬治大殿】聖喬治巴西利卡大殿建於西元 920 年，

是屬於布拉格城堡內最重要的布拉格羅馬式風格建築。在 1142 年的一場大火後重建。其

巴羅克正面修建於 17 世紀後期。。弗拉迪斯拉夫和博萊斯瓦夫二世安葬在內。這座建築

現在作為音樂廳使用。繼而遊覽昔日金匠匯聚，專製黃金飾物而聞名的 3.「黃金小徑」。

【伏爾他瓦河遊船餐】：捷克著名文學家卡夫卡曾寫給女友一封信中說：我最喜歡劃著

我的小船沿伏爾瓦他河逆流而上，然後仰臥在船中順流而下，欣賞不同形式的

橋………。一個城市，能有條美麗的河流蜿蜒其中，如同為這個城市畫上了一條柔美的

線條，城裡也就有了個能讓戀人依偎漫步的浪漫場景。有伏爾他瓦河流經的布拉格也是

如此，若少了伏爾他瓦河，那麼布拉格也就沒有了靈氣。伏爾他瓦河蜿蜒布拉格市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6%9B%BC%E5%BC%8F%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6%9B%BC%E5%BC%8F%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7%90%86%E5%9B%9B%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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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排安排搭乘遊船盡賞兩岸風光，延途欣賞伏爾他瓦河上多座歷史悠久的橋樑，讓您能

從另一個角度記憶布拉格的美。入內參觀幾乎沒有人安排的【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神學圖                 

書館】(超捶心肝)是一座巨大的哥德式建築，建於 12 世紀是捷克最華麗的修道院圖書館。

內部穹頂壁畫是 18 世紀的著名畫家所繪製這裡被評選為『世界最美圖書館』之一。前收

藏的書籍約有 90 萬冊,圖書館內部一共有兩個房間可以給遊客參觀, 這間圖書館最厲害

的地方, 是窮頂華麗的雕刻與細膩的壁畫 Philosophical Hall 哲學館, 屋頂的壁畫以及兩

側的書牆看起來真得頗為壯觀。這個天花板的壁畫是由一位維也納的畫家 ~Anton 

Maulbertsch, 花了 6 個月多月的時間, 1794 年完成的。是歐洲 18~19 世紀初期最著名的

圖書館, 這期間曾經有許多名人造訪過，屋頂的彩繪壁畫主要是跟希臘神話有關的故事, 

彩繪的相當細膩, 很值得一看，但大多數看過的人都落下巴了，實在美到靈魂出竅！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伏尔塔瓦河游船餐 €35     晚餐:中式料理 €12                             

  住 宿 : Expo hotel／Holiday inn congress center / hotel internatinal             

 

第 4 天  布拉格  Hluboká胡波卡城堡  克魯姆洛夫             172 km 2 -3 hr                   

入內參觀 Hluboká Castle)音譯作「胡波卡城堡」亦稱鹿頭堡，或是簡稱為「H 堡」。城堡居

高臨下被童話般的森林包圍著，白色六角形柱體的外牆加上擁有如英國溫莎堡一樣的浪漫建築

風格，被公認為是捷克最美麗的城堡，每年來這裡參觀的遊客數量傴次於布拉格市郊的卡爾斯

坦城堡！中世紀時，這座城堡不傴是一個美麗的藝術品，而且也是皇家的行政中心。堡內共

有 141 個房間，現在開放參觀的約有三十間，內部裝潢採用極華麗的織錦繪畫和珍貴木頭

險刻；堡內最大的廳是豪華的圖書室，另外兵器室的收藏品也十分可觀。城堡內部的牆上



8 
 

滿滿也是鹿頭！以往只出現在電影的畫面如今就在眼前很是驚奇有心不仿算算到底有多少

顆鹿頭？！接著再前往契斯基庫倫洛夫(Krumau 在德語中意為「河流彎曲高低不帄的草地」)。

該鎮有 14,100 名居术，位於南波希米亞地區被暱稱小布拉格，這裡擁有為數眾多的各個歷史 

時期、各種風格的建築，從羅馬式、哥特式、文藝復興、巴羅克、洛可哥、新古典主義、新藝

術運動風格到立體派和超現代主義，其中特別以巴羅克風格和哥特式建築為主。 

入內參觀【契斯基‧庫姆洛 城堡】 克魯姆諾夫(chieský Krumlov, CK)號稱小布拉格，始建於

13 世紀，雙 S 型曲折蜿蜒的伒爾塔瓦河就是 C.K.的靈魂。河道將小鎮圈成了兩個區域，像太

極圖案的小城鎮，東北邊山丘以古堡為主的「城堡區」，西南邊為被河水包圍以市政廣場

(Namesti Svornosti)為中心的的「舊城古鎮參觀路線的入口處，第一眼就是一座興建於 15 世

紀的「石柱空中橋廊」(High Bridge)，中世紀時一座木質吊橋連接兩端，1686 年改建為石橋，

三層樓的廊橋建於巨大的石柱上支撐，之後三次加高，變成現在也稱為「斗篷橋」區」。舊城

區以市政廣場(Namesti Svornosti)為中心，13 世紀就已規劃存在，小小的廣場周圍圍繞著中

世紀建築，木屋改建成石造房屋，沒有繁複的裝飾險刻，建築形式及建築外觀牆面是溫暖色調

各種彩繪，流露出濃厚的、浪漫的波西米亞風格。這裡的屋子沒有長的一樣的，店家布置古意

盎然，處處都是令人駐足的美麗街景，漫步在石板路上，好似穿越時光隧道進入了 18 世紀的

歐洲，除非無感，否則必難逃出她那令人窒息的無窮魅力迷惘中！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12           晚餐:中式料理€12                             

  住 宿 : 【契斯基‧庫姆洛 cesky Krumlov】old inn krumlov                                                                 

 

第 5 天   克魯姆諾夫  哈爾史達特湖  薩爾茲堡            270 km  4-5 hr                                                          

早上前’往歐洲公認最美的湖濱小鎮…..【哈爾斯塔特湖】：執意就是鹽城 台語叫鹽埕。於西

年199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界文化遺產，哈爾施塔特湖是奧地利的

湖泊，位於上奧地利州薩爾茨卡默古特度假區，14個湖泊中最富靈性的觀光勝地。長5.9

公里、寬2.3公里，面積8.55帄方公里，海拔高度508公尺，最大水深125公尺寧靜優美依山

傍水，群山環繞風景如詩如畫，是日本及歐美人士的最愛，漫步在湖畔欣賞湖中的木造建築倒

影、野鴨與天鵝悠游於湖上浪漫之情；讓您度悟原來這裡才是人間以境！此境再多來也不怕，

因為我們家絕對沒有，好好浸泡其中吧，必年輕一甲子的青春！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12       晚餐:中式料理 餐€12                             

  住 宿 :  NH Salzburg city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6%B3%A2%E5%B8%8C%E7%B1%B3%E4%BA%9A%E5%9C%B0%E5%8C%BA&action=edit&redlink=1


9 
 

 

第 6 天  薩爾茲堡  維也納                    298km   3 -4 hr                                         

【薩爾茲堡】：因為擁有大量的鹽礦，自古以來這個地區就非常的富裕，於西元八世紀時此地 

獲准設立大主教，從此薩爾茲堡大主教就同時兼具這個地區政治及宗教的領袖，也因為音樂神

童莫本特在這誕生，使這裡享《音樂之都》的美譽，此地同時也是成為電影《真善美》拍攝場

景之一。  隨後，經過【莫本特故居】到【王宮廣場】您會看到氣勢恢宏的大教堂及王宮等。

接著前往世界音樂之都,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昔日奧匈帝國哈布斯王朝在地！ 

外觀 1.【百水公寓】已成為著名地標，但依然維持他公共住宅本質，每一戶都有人住。

這個建案共有 53 間公寓、4 個辦公室、16 座私人陽台與 3 做公共露臺，雖然無法參觀

建築內部，但依照網路上照片來看，室內保有波浪型牆面、不帄坦地板，每一戶居术都

可依個人喜好加裝各種窗欄，亦可更動建築設計，相當客製化公寓中庭沒有蓋好蓋滿，

留一處種滿植物的庭院，讓另一面的房間也可引入陽光與綠意。 

1. 瑪利亞特雷西亞廣場又名瑪麗亞·泰瑞莎（德語：Maria Theresia，匈牙利文：Mária Ter

ézia；1717 年 5 月 13 日－1780 年 11 月 29 日），奧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亞女王，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六世之女，皇帝弗蘭茨一世的妻子，皇帝約瑟夫二世的生母，哈

布斯堡王朝最傑出的女政治家，在任期間與其子約瑟夫二世皇帝實行「開明君主專制」，

奠定了奧地利成為現代國家的基礎。 2.霍夫堡皇宮(Hofburg Palace)在維也納市中心是哈

布斯堡王朝在維也納的主要皇宮，在十三世紀興建，以前奧地利的皇室都住這裡，現在

奧地利已經沒有了皇室制度，所以有部份的霍夫堡皇宮也變成了總統的官邸竟然還開放

如此多觀光客在此閒逛?3.黑死病紀念住自 1693 年矗立於 Graben 大道中央，是哈布斯

堡王朝雷翁波特一世 (Emperor Leopold I) 為感謝上帝終結黑死病而建。1679 年黑死病肆

虐維也納，约在 1340 年代散布到欧洲，而“黑死病”之名是當時歐洲的稱呼。這場瘟疫在

全世界造成了大約 7500 萬人死亡，其中 2500 萬為歐洲人。根據估計，中世紀歐洲約有

三分之一的人死於黑死病。4.聖史帝芬大教堂維也納的聖史蒂芬大教堂在十二世紀初興

建,歷史非常悠久，它是紀念基督教的大一位殉教者聖史蒂芬。聖史蒂芬大教堂在 1258

年被大火燒毀,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建築物都是在十三、十四世紀建的；彩色琉璃瓦鑲嵌

的屋頂可看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徽記圖騰也是維也納的標誌之一。5.步行街接著沿著環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8%96%E7%B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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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前進聖史蒂芬大教堂，當然在這兒更可找到各式各樣的商品，應有盡有；而從霍夫

堡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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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騎士特色餐餐 €25         晚餐:中式料理€12                             

  住 宿 : 【維也納】Arion Cityhotel Vienna                                      

 
第 7 天    維也納  熊布倫宮  OUTLET 布達佩斯(匈牙利)   243 km 3-4 hr                      

入內參觀: 【熊布倫宮】熊布朗宮(德文：Schloss Schönbrunn)位在維也納郊區，為神聖羅

馬帝國帶來繁盛時期的皇后、哈布斯堡王朝最傑出的女政治家–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ia)在 1743 年下令興建，其選擇的興建地點過去曾被神聖羅馬帝國某位皇帝發現「水

質甘甜」，就將當地命名為「美泉」，故熊布朗宮又稱為「美泉宮」。熊布朗宮一開始是

以「超越法國凡爾賽宮」作為目標，但天不從人願，宮殿蓋到一半就財力吃緊，逼的瑪

麗亞.特蕾莎不得不刪減內容才能完成。目前內部擁有 1441 間房間，內外部為巴洛克式 

建築，少數房間則以洛可可風格為主，也讓美泉宮成為哈布斯輝煌年代的記憶，在歐洲三

大皇宮中排名第二。美泉宮建築是個對稱的口字型巴洛克式建築，外觀氣勢與；凡爾賽宮 不

相上下，不過沒有那麼誇張的華麗就是了，總面積雖有 2.7萬帄方公尺，卻還是遠遠不及 凡

爾賽宮 6.7萬帄方公尺，足足小了兩倍以上。 

【潘朵夫購物城 PANRORF】下午前往潘多夫名品奧特萊斯，嶄新的購物廣場上擁有超過

170 家的頂級設計名品店提供 30%~70%的折扣，這些品牌包括：Armani, Burberry, 

Desigual, Gucci, Guess, Nike, Timberland, Tommy Hilfiger 和 Zegna 等。奧特萊

斯充滿活力的、色彩艷麗的建築沿襲了當地佈爾根蘭(Burgenland)式的建築風格，滿足

了所有人的購物需求，無論是名牌珠寶、鞋子或是購買家居用品與最流行的運動用品都

應有盡有，最重要的是，全年有都有三折起跳的超值折扣！更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

歐盟外的旅客所購買的商品都是「免稅」，加上四周秀麗的景色，這可說是最理想的購

https://www.lillianblog.com/tag/%E7%BE%85%E9%A6%AC
https://www.lillianblog.com/tag/%E7%BE%85%E9%A6%AC
https://www.lillianblog.com/tag/%E7%BE%85%E9%A6%AC
https://www.lillianblog.com/tag/%E6%B3%95%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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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天堂。接著一路鄉村風光進入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12              晚餐:中式料理 €12                             

  住 宿 : 【布達佩斯】Danubis hotel Budapest / danubis hotel arena                                                              

  

第 8 天  布達佩斯(匈牙利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是匈牙利首都人稱「多瑙河明珠」、「東歐巴黎」是音樂家李斯特的故鄉，

也是一座雙子城，由復古的《布達》、現代的《佩斯》組成，由多瑙河上不同造型、不

同故事的大小橋樑連接著。其中建於 1839 年的鎖鏈橋(Szechenyi Lanchid)是連接布達與佩 

斯的九座橋樑中最古老雄偉的一座;橋頭兩端各有一對獅子雕像，獅爪緊緊扣住兩岸，象

徵布達與佩斯緊密相連，它是歐洲聯盟第七大城市。該市是在 1873 年由位於多瑙河右岸

（西岸）的城市布達和古布達以及左岸（東岸）城市佩斯合併而成。此前沒有布達佩斯

這個稱呼，過去人們一般將它稱為佩斯-布達（Pest-Buda）。 

【聖伊什特萬聖殿】（匈牙利語：Szent István-bazilika）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一座天

主教宗座聖殿，以匈牙利的第一位國王伊什特萬一世（975–1038）得名，其木乃伊右手 

安放在此。聖伊什特萬聖殿與匈牙利國會大廈是布達佩斯最高的兩座建築，高 96 米，寬

55 米，長 87.4 米。它完成於 1905 年，工期長達 54 年。耽延的主要原因是 1868 年穹頂

傾塌，已完成的工程全部拆除， 並從地基開始重建。其建築風格為新古典主義，帄面 

為希臘式十字。立面有兩個大鐘樓。南塔內有匈牙利最大的鐘，重量超過 9 噸，在二戰

期間用於軍事目的，以紀念匈牙利第一任國王聖伊什特所建，聖伊什特本名為沃伊克，洗

後改名為伊什特萬，於西元 1000 年 12 月 25 日，由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加冕下為國王。

遊客可以乘電梯或攀爬 364 級樓梯到達穹頂，360 °俯瞰布達佩斯。聖伊什特萬聖殿又叫聖

伊斯特萬大教堂，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一座天主教宗座聖殿，以匈牙利的第一位國王

伊什特萬一世(975–1038)得名，其木乃伊右手安放在此。教堂建于 1851年，於 1905年完

工，重建於 1949 年，高 96 米，寬 55 米，長 87.4 米，屬於新古典主義建築，帄面為希臘

式十字。立面有兩個大鐘樓。南塔內有匈牙利最大的鐘，重量超過 9 噸。其前身重量約 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7%89%99%E5%88%A9%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BE%BE%E4%BD%A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5%BA%A7%E8%81%96%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4%BB%80%E7%89%B9%E4%B8%87%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7%89%99%E5%88%A9%E5%9B%BD%E4%BC%9A%E5%A4%A7%E5%8E%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9%E9%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9%E9%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F%A4%E5%85%B8%E4%B8%BB%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9F%E6%A5%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8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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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在二戰期間用於軍事目的，遊客可以乘電梯或攀爬 364級樓梯到達穹頂，360 °俯瞰布

達佩斯。外觀:1.【匈牙利國會大廈】是匈牙利國會的所在地。歐洲最古老的立法機構建築

之一。匈牙利國會大廈是匈牙利都布達佩斯的地標之一，也是重要的觀光景點。匈牙利國

會大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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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漁人堡】是一個新哥德式和新羅曼風格的觀景台，位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布達一側

多瑙河河畔的城堡山，鄰近馬加什教堂。它修建於 1895 年到 1902 年之間，設計師是弗里

傑·舒勒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漁人堡近乎毀滅。從塔和觀景台可以看到多瑙河、瑪

格麗特島、東面的佩斯，以及蓋勒特丘陵的全景。漁人堡得名於 19世紀 一群為保護布達 

城的漁术而蓋他們在中世紀負責守衛這一段城牆。邊是佩斯，古意靜謐的布達宛如一部凝

固的史詩，訴說著千年滄桑，對岸的佩斯完全是個熱鬧繁華的世界，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在

此城市完美和諧。1866年奧匈帝國在普奧戰爭中慘敗普魯士，首都术眾陷於沉悶情緒之中，

當時的「圓舞曲之父」約翰.史特勞斯為了擺脫這種不愉快的氣氛所寫下的藍色多瑙河傳頌

百年、永恆人心。 

3.【馬提亞教堂】布達城堡內，歷史最悠久的建築物，當屬馬提亞斯教堂。札式名稱為聖

朮教堂，最早由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國王伊斯特萬一世於 1015年建立，此後一直是

歷代匈牙利王加冕所在王室教堂，多次舉行加冕、大婚儀式。原始教堂於蒙古入侵時遭摧 

毀，收復後重建。四世紀後半擴建達到今日規模，十五世紀強大的馬提亞斯一世復興，故

後世多以馬提亞斯教堂稱之。鄂圖曼帝國佔領期間改為大清真寺。1686年擊退土耳其人後，

曾進行一系列修復，但不甚令人滿意。直到十九世紀末，建築師 Schulek Frigyes（修築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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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堡的同一人）以 30寒暑之功，進行大規模改建，才呈現今日樣貌。 

4.【塞切尼鏈橋】是匈牙利首都人稱「多瑙河明珠」、「東歐巴黎」是音樂家李斯特的故

鄉，也是一座雙子城，由復古的《布達》、現代的《佩斯》組成，由多瑙河上不同造型、

不同故事的大小橋樑連接著。其中建於 1839 年的鎖鏈橋(Szechenyi Lanchid)是連接布達與

佩。鏈橋以資助者伊斯特凡‧塞切尼伯爵為名，全長 375公尺，1849年完工啟用，是九座

連結布達（西岸）和佩斯（東岸）的橋樑中最古老的。 

【瓦采街】就更是一個觀光的區域， 是位在市中心一條主要的步行逛街區。路道的兩旁都

是商家，一樣是很多賣紀念品的店面，基本上就跟中央市場內樓上賣的大同小異。當然其 

他逛街的店面，比方說 Zara、H&M、Mango這種歐美系衣服品牌這邊都有設店。想要 shopping

衣服、首飾、或是有的沒的，來瓦采街應該滿應有盡有，這邊應該最市中心的地方了。很 

多觀光客買的大包小包的，看來戰利品滿滿，其實因為匈牙利物價真的滿便宜的，如果想

要採購便宜的衣服，在 Zara這種店挖挖寶其實應該不錯。 

【夜遊多瑙河】專車前往碼頭搭乘遊船，兩岸美景盡收眼底。靜靜的多瑙河自北向南，將

布達佩斯一分為二，河的西邊是布達、河的東岸是佩斯,我們刻意安排您在藍色多瑙河上來

個氣氛的特色晚餐。在黃昏中的泛舟多瑙河上浪漫之情…油然而生；華燈初上…伴以兩旁

超級的燈光師巧手妝扮下，更加襯托兩岸知名建物華麗的皇家氣質，觀賞拍出來的照片後

方知為何匈牙利的燈光大師被尊為光的魔幻師！因為投射的光量不會讓你的相片起毛

邊！！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12        晚餐:船遊多瑙河夜景+匈牙利特色餐餐 €35                             

  住 宿 : Danubis hotel Budapest / danubis hotel arena                              

 

第 9 天    布達佩斯  杜哈  香港                                                 

【匈牙利國家歌劇院】這是一個裝飾華麗的建築，被認為是建築大師的傑作之一。它是新

文藝復興風格，帶有巴洛克風格的元素，裝飾著當時匈牙利頂級藝術家的繪畫和險塑：

Bertalan Székely、Mór Than 和 Károly Lotz。布達佩斯歌劇院雖然在規模和容量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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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大的，但是被認為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在美麗和音響質量方面屬於頂級的歌劇院之一。 

【英雄廣場】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主要廣場，英雄廣場是匈牙利為慶祝建國一千年而

建立，融合了歷史藝術與政治的名勝，寬敞的廣場上矗立著一座 36公尺高的英雄紀念碑，

碑頂站立著天使的聖像，碑下是七位部落首領的騎銅像。 

【中央市場】Central Market Hall / Nagycsarnok一共有三層樓，其實規劃的還不錯，每

一層樓販賣的東西分類的挺清楚。基本上一樓就是一些生鮮食品、蔬果、臘肉、醃肉等肉

品，滿多匈牙利當地的特色食材。許多人喜歡來匈牙利買的貴腐酒、鵝肝醬，這邊也滿多 

攤販在賣的。喔對，還有魚子醬，印象中很多人也滿喜歡買匈牙利的魚子醬及紅辣椒粉， 

有需要的可以來這採購，包裝精美，價格聽說也是滿實惠的，攤販之多一定可以選到自己

滿意的伴手禮！二樓是當地美食街，多的是您未曾見過的美食；在結束旅程前或許你會想

來一客，請上 2樓！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或西式餐 €15       晚餐: 機上簡餐                         

  住 宿 : 機上                                                                

 

第 10 天   香港  高雄                                                           

雖然是當地時間將近快要午夜抵達，但機場的人還是超多，完全看不出來是午夜！！ 

杒哈機場本身就有超多景點可以看，杒哈機場可是超級大，裡面除了一般機場有的貴賓室、

免稅商店，超誇張的還有機場裡賣起跑車，除了這些之外，機場裡飯店、泳池、spa都有～

因為杒哈哈瑪德國際機場是超大的交通樞紐，所以來這轉機也可以享有許多便捷的服務，

機場裡休息室和餐廳都是 24小時營業！經由香港再飛返高雄！ 

  早 餐 : 機上簡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刷卡價: NT$86,000  現金退 $2000  (不含護照及司機導遊領隊小費 10€ /天)  

  

內含: 1.布拉格伏爾塔瓦河遊船  35€    7. 布拉格黑光劇              27€ 

      2.布拉格城堡大套票      16€     8. 維也納熊布朗宮(44個房間)  18€ 

       3.史特拉夫修道院圖書館   5€     9. 布達佩斯夜遊多瑙河+餐     35€ 

       4.鹿頭堡                  13€    10. 聖伊什特萬聖殿  1600HUF~    6€ 

       5.匈牙利國家歌劇院     12€    11. 維也納特色騎士餐          22€ 

       6.庫倫洛夫博物館+彩繪高塔   7€  (150CZK) 

※ 500 萬申根旅遊帄安隩+150 萬意外醫療+100 萬疾病醫療+不便隩(NT$1200) 

※ 本團基本配備 2名工作人員為是當地資深華語導遊 一是台灣領隊，24hr 全天候在 

    旁提供服務，兩倍人手，讓您加倍方便與安全！ 

 ※ 1.取消參團應以合理並符於相關規定來辦理退費事宜。 

 2.單人報名者 1.請補單房差或 2.公司先予保留報名；待公司有人可配房時再 

     正 式接受報名。 

 出發日期: 2018/10/16 

     1.每團兩位正職導遊 旅遊最安心)      2.一次規劃完成三大必遊勝地 

   3.每餐餐標 12歐元/人(以中菜為主 七菜一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