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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者的理念 :   

1. 行程順暢度: 因為北自捷克布拉格南至克羅埃西亞杜布羅夫尼克全程 1277km  

  約 13hr 車程，東自匈牙利布達佩斯西到斯洛維尼亞南的盧比爾亞納，在這片美 

  麗 古典的大地，就大約 50 萬平方公里面積，我們規劃出涵蓋 捷、奧、斯、匈 

 、克、波 等東歐六國；實在是因為長途飛行實在不舒服，老骨頭不宜受兩次苦， 

  而且她們都黏在一起，所以我們就橫空推出東歐六國 16 天，我們還刻意從最南 

  的波赫聯邦的首府…賽拉椰佛進去就一路北上周遊 6國後在最北的布拉格出來； 

  整個行程一氣呵成，不走回頭路，百分百的順暢度！ 

2. 觀光效益:  16 天聽起來好像很累？但比起 80 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北疆玩 12 天， 

  相對輕鬆很多，尤其是一路絕美風景與孒然不同的民俗風情，加上驚艷的激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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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天，但卻是 

  個絕無冷場的好戲，任誰都不會無聊！更誇張的是:若是選週六出發，只要請 10 

  天假就可玩 16 天…..實在是很難讓人不考慮的行程！ 

3. 時間效益: 我們在歐洲玩，有的是錢；但就是沒時間！所以一定要精打細算、 

  分秒計較 : a.早去晚回的航班，榨乾每一天可用的時間 b.縮短用餐時間絕對是 

  聰明的做法；除了必嘗的當地風味如:騎士餐廳、中古世紀餐廳、遊河的船上自 

  助餐、匈牙利的肋排、布拉格的豬腿餐…等等特殊性風味餐外，安排合口味又 

  可滿滿的飽足感的中餐。因為中餐一餐最多花 40分 西餐至少 70 分；一餐我們 

  多了至少 30分，一趟 16 天 28餐中扣掉 5個風味餐，我們要用 23個中餐所以 

  最少就賺到 690分等於多了整整的 11hr，天啊！那是甚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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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每天玩 8hr說，我們硬是多出 1.5天的旅遊時間啊，您說這能多好有多 

好用?以一般在估算歐洲團的日行情價:一天一萬那就是說賺到了 NT$15000， 

若說出國能賺錢大概說的就是這樣吧！ 

    4. 安全防護罩 :  

創舉....針對目前長途旅遊隱藏了 60 年的致命危機.....有狀況時，人手肯定不足， 

但我們已為您做好萬全的準備，在未知的將來，我們除了運氣交給老天爺之外， 

更要為自己做好防護，因為那是人要做的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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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再加上特定地區官派導遊 我們就有 3 人來服侍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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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途旅遊難免身體不 

    適需醫療照顧或有人會迷路要有人去找；此刻就見真章了，我們派台灣領隊 

    去照應；歐洲 24H 全陪導遊帶著團員繼續行程，不會拖累行程或延誤客人照 

    料，這就是我公司設計的金鐘罩，一切都是為了您！此時一人旅行團時就分 

    身乏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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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的態度。 

b.  有未知的風險，我們讓保險來分擔,所以幫每位團員家買了當今史上最強， 

    神保險的.....申根旅遊平安險！ 

  500 萬旅遊平安險+150 萬意外醫療 +100 萬海外疾病衣料+旅遊不便險(豪華型)    

        這個險只有內行的行家才會知道，與一般旅平險最大的不同是: 

    1.只花 500 旅平主險的費用卻可獲得 1500 萬主險的理賠額度！  

    2.萬一有狀況發生時，只要拿出英文保單不用支付一毛錢、不用辦任何墊付 

     手續，就可離開醫院！超神的吧？ 沒聽說過吧？而我們已有實例了！這 

     就是我公司的鐵布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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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班機 出發地 目的地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備   註 

1 KA457 高雄 香港 21:25 22:55  

2 QR815 香港 杜哈 01:20 05:20  

2 QR293 杜哈 賽拉椰佛 06:40 11:35  

15 QR292 布拉格 杜哈 17:15 00:05+1  

16 QR818 杜哈 香港 03:25 16:05  

16 KA456 香港 高雄 18:55 20:25  

 

第 1 天   高雄  香港  杜哈                                                      

起飛前兩小時小港機場集合，飛往香港再轉機飛往布拉格！(因跨日關係若有需要者請備妥牙

具方便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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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宿 : 機上                                                                       

第 2 天   杜哈  賽拉椰佛  杜布羅夫尼克       235km  4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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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抵達波士尼亞與黑薩哥維納宮和國首都….賽拉椰佛。1914 年 6 月 28 日，塞爾維亞

人民族主義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塞拉耶佛暗殺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奧地利皇

儲）和他的妻子索菲·霍泰克，這起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導火線。進入戰爭之

後，巴爾幹半島的戰事大多在貝爾格勒附近，塞拉耶佛在戰爭中逃過了大規模破壊。

賽拉耶佛以其宗教多樣性聞名於世，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猶太教數世紀以來

都共存其中。因其和平成功融合了四大族群: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猶太

人，並以其悠久的歷史和宗教及文化多樣性，直到 20 世紀後期為止，塞拉耶佛都是歐

洲僅有的清真寺、天主教堂、東正教堂和猶太教堂可以比鄰共存的大都市。所以塞拉

耶佛常被稱為「歐洲的耶路撒冷」或者「巴爾幹的耶路撒冷」；2011 年，苦難的城市….

塞拉耶終於佛獲得 2014 年歐洲文化之都的提名，是唯一獲得提名的歐盟以外的都市！

(就是這座叫拉丁橋的橋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個舊城區 兩種不同風情；走在「舊

城區」街道，地上有著一條「東西文化相遇線」，說明了塞拉耶佛位居東西文化的交

會處；從這條界線往東邊，為濃濃鄂圖曼風味的回教土耳其區；若朝西邊，則是比較

新穎的奧地利區。先往東邊的土耳其區走過

去，這裡屬於鄂圖曼帝國統治時期的建築風

格，兩旁是以深色柚木建造而成的商店及餐

廳，這般景象猶如置身土耳其。Sarajevo(塞拉

耶佛 )能感受到滿溢的歡樂氣氛的該是

Bašaršija吧! 土耳其語,意思就是「主要市場」

是 Sarajevo 古老的商店街區,也是歷史文化的

重心。建於 15世紀。塞拉耶佛古城區 600年的

歷史,受到來自東西各大帝國文化的劇烈衝

擊，造就了塞拉耶佛在歐洲獨特的觀光魅力。

這裡有傳承數百年的陶瓷金屬工藝街、中世紀的巷道、中東氛圍的老賣場、老廣場、

老建物、一份迷離，一份心醉，一份幽情、一份緬懷,千種風情、萬方心儀。忘掉那

些驚悚、那些感傷,在此讓心情釋放,興緻盎揚。午餐後前往: 

杜伯羅夫尼克（Dubrovnik），古稱拉古薩（Ragusa），克羅埃西亞南部港市，此城面臨

著義大利半島的東岸，位於杜伯尼克地峽之末端，以風景優美聞名，是熱門的度假勝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7%88%BE%E7%B6%AD%E4%BA%9E%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7%88%BE%E7%B6%AD%E4%BA%9E%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A4%AB%E9%87%8C%E6%B4%9B%C2%B7%E6%99%AE%E6%9E%97%E8%A5%BF%E6%99%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A9%E6%8B%89%E7%86%B1%E7%AA%A9%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6%9C%97%E8%8C%A8%C2%B7%E6%96%90%E8%BF%AA%E5%8D%97%E5%A4%A7%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4%A2%E8%8F%B2%C2%B7%E9%9C%8D%E6%B3%B0%E5%85%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7%88%BE%E6%A0%BC%E8%90%8A%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8%98%AD%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A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B6%E5%A4%AA%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6%96%87%E5%8C%96%E4%B9%8B%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7%BE%85%E5%9F%83%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5%8D%8A%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9C%E4%BC%AF%E5%B0%BC%E5%85%8B%E5%9C%B0%E5%B3%BD&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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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亞得裡亞海之珠」的美稱。Dubrovnik 的發展始於海岸貿易，在中世紀時，它是

拉古薩共和國(Ragusa)的所在地，在當時可是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

邦。這份榮耀一直延續到 1808年 1月 31日，當拿破崙的軍隊攻入 Dubrovnik時，拉

古薩共和國幾百年來的自由與獨立也劃下休止符。Dubrovnik在西元 1979年時被列入

世界遺產，但是在 1991至 1992年克羅埃西亞爭取獨立的期間，遭受到兩千多枚炸彈

襲擊而被嚴重地破壞；一直到 1995 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協助下修復古城，才

讓 Dubrovnik重新站了起來。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或西式餐€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杜布羅夫尼克】或周遭                                                                  
 
第 3 天   杜布羅夫尼克                                                         

早上開始魂縈夢牽的 杜布羅夫尼克的城牆之旅，杜布羅夫尼克城牆被譽為是歐洲最宏

偉的防禦工事的古蹟之一，很難想像它抵擋了從 15、6世紀以來的各種戰亂以及天災，

而繞著古城的城牆，更可以由不同角度俯瞰欣賞古城的美，遠眺亞得裡亞海的邊際線。

走過古城西方的出入口派勒城門(Gradska Vrata Pile/Pile Gate)，被高聳城牆包圍的

小巧城鎮躍然眼前，光亮潔白的石塊鋪設而成的普拉卡-史萃當大道(Placa-Strudun)在

眼前延伸，一旁的大歐諾弗里耶水池(The Large Onofrior’s Fountain)與聖方濟修道

院(Franciscan Church and Monastery)也十分搶眼。古城裡共有兩個歐諾佛里耶水池

(Onofrior’s Fountain)，靠近派勒城門是大歐諾佛里耶水池(The Large Onofrior’s 

Fountain)，城內的警衛大樓(The City Guard)牆上還有另一個小的。兩個歐諾佛里耶

水池都是 15世紀時的供水系統之一，也都是水利工程師歐諾弗利歐(Onofrio della Cava)

所設計的作品。聖薩維爾教堂旁邊的聖方濟修道院也是古城內的重要建築之一，修道院

的整體建築包括聖方濟教堂、中庭迴廊、博物館，還有一座於 1391 年開業的藥局，這

間藥局可是歐洲第三古老的藥店呢。修道院原本的建築風格是介於仿羅馬和哥德式之

間，但經過不斷地翻修、整建，除了大門上的聖殤像(Pieta)及鐘樓還保留著 15世紀早

期的哥德式風格之外，在 1667 年的大地震之後，整座教堂已經被巴洛克風格建築所取代。 

大歐諾弗里耶水池(The Large Onofrior’s Fountain)共有 16 面，於 1438 年建造完成。 

普拉卡-史萃當大道(Placa-Strudun)據說是因為有一位義大利軍官來到這裡之後，驚嘆

「Che Stradone!」(多麼壯觀的街道呀!)，才因此而得名。1667 年的大地震過後，兩旁的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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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式房屋蓋了起來，一樣的高度與立面，讓這條熙來攘往的街道更顯氣勢非凡。大道 

上原本鋪的是紅磚，1901 年後才改成今天所見的大理石路面，被來往的行人磨得十分光

亮。大道的兩旁滿佈著餐廳、商店與紀念品店，普拉卡-史萃當大道(Placa-Strudun)的東

側連接 Luža(奴札)廣場，北邊的史邦札官邸(Sponza Palace)、東邊的鐘塔(Bell Tower and 

Bell Lounge)與市政廳(City Hall)、南邊的聖布雷瑟教堂(St. Blaise’s Church)；廣場的中央還

有一根引人注目的奧蘭多石柱(Orlando’s Column)自 1418 年起就已矗立在此，石柱的主角

是中世紀史詩「Chanson de Roland」中的傳奇人物 Orlando(或稱為 Roland)，傳說中 Orlando

在洛克姆島(Lokum)附近打敗阿拉伯人，因而拯救了 Dubrovnik，也成為 Dubrovnik 自由

與獨立的象徵。  

Luža 廣場北邊的史邦札官邸(Sponza Palace) 建於 1516 年，也是大地震後僅存的少數建築

物之一。官邸的建築受到威尼斯建築風格影響，一樓中庭是文藝復興式的敞廊，二樓有

威尼斯哥德式的直立窗櫺，三樓則是為文藝復興式的立面，外牆鑲有一尊守護神聖布雷

瑟(Sv. Vlaha)的雕像。史邦札官邸曾經是造幣廠與兵工廠，也曾是學者聚集討論文學、藝

術與科學的場所，目前是 Dubrovnik 的歷史資料庫(Historic Archives)。 

鐘塔(Bell Tower and Bell Lounge) 建於 1444 年，高 31 公尺，1506 年鑄造那口大鐘時，還

在大鐘旁邊安排了兩位士兵(Zelenci)，整點時兩位士兵會以鐵鎚敲鐘，是非常巧妙的設計。 

1667 年的大地震中受損，目前的鐘塔是 1929 年重建而成，兩位敲鐘的士兵當然也是複

製版，原始版的士兵被移到史邦札官邸(Sponza Palace)的中庭內，眺望鐘塔就可以依稀看

到兩位士兵守在大鐘兩旁。 

外觀:聖布雷瑟教堂(Crkva Sv. Vlaha/St. Blaise’s Church)) 莊嚴的教堂從西元 972 年起就

是 Dubrovnik 的守護神，祂以老人的容貌出現在大教堂的神父 Stojko 面前，警告神父威

尼斯人即將入侵，而使 Dubrovnik 免去一難。因此 Dubrovnik 的居民將 2 月 3 日定為 The 

Day of St. Blaise，而聖布雷瑟(Sv. Vlaha)的雕像也常出現在城牆、教堂與紀念品上。 

號稱「克羅埃西亞海岸最美的建築」之稱的王公官邸(Knežev dvor/The Rector’s Palace)。

王公官邸建立於西元 1464 年，以哥德式建築為主，重建之後又融合了文藝復興式的風味。 

這裡曾為 Dubrovnik 首長的辦公廳、議會及行政中心，目前則是介紹 Dubrovnik 發展歷

史的博物館，裡面擺放著 Dubrovnik 光榮年代時的傢俱，以及一些藝術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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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官邸的對面有一個小巧的岡朵立廣場(Gundulićeva poljana/Gundulić’s Square)，廣場

中間佇立著 18 世紀詩人岡朵立的雕像。這個廣場早上是市集，當地的居民會來這裡擺攤

販售一些農產品或手工藝品，逛起來還蠻有趣的。 

耶穌會信徒學院旁座落著莊嚴的聖伊格內休斯教堂(Crkva Sv. Ignacija/Church of St. 

Ignatius)，這座教堂是由建築師 Andrea Pozzo 於 1658~1725 年間所建造，屬巴洛克式建

築。教堂被譽為 Dubrovnik 最美的巴洛克式教堂，內部金碧輝煌。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或西式餐€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杜布羅夫尼克】或周遭                                                                     

 

第 4 天  杜布羅夫尼克  尼姆  特羅吉爾  史普利特     229km  3 hr                                                         

以前這裡因為政治因素俗俗賣給土耳其，導致克國八百多公里的海岸線活生生中斷這

21km，目前這裡屬於波士尼亞-黑塞哥維亞共合國，簡稱波黑，尼姆則是波黑唯一的沿

海城市。Neum可是這個國家唯一海邊的城鎮。全國海岸線就只在 Neum,只有 24.5 公里(沿

亞得里亞海)。所以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事實上也算是個內陸國家。Neum 有陡峭的山丘,

也有乾淨幽美的沙灘。Neum離鄰國克羅埃西亞邊境很近。因為物價遠比鄰國克羅埃西亞

便宜,所以吸引了大批克羅埃西亞人來此採購與度假。亞得里亞海的燦爛在上頭看的是

更清楚了這是一種漸層的藍從深藍, 淺藍, 青綠一直到淺綠夏天的亞得里亞海, 美的

實在無言！ 

位於 Dalmatia(達爾馬齊亞)傳說 101 忠狗大麥町就是原產於此處中部海岸的

Split(斯普利特)是克羅埃西亞的第二大城，因為有座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古羅馬

遺跡--【戴克里先皇宮】Diocletian Palace，是全世界唯一一座不在義大利境內，

卻保存得最完整、也最具規模的羅馬帝國宮殿建築。皇宮長 215公尺，寬 180公尺，城

牆高達 28公尺，有四座城門，分別稱為金、銀、銅、鐵門。整體建築耗時十年才完成，

使用的建材也十分講究，特選 Brač島產的白石、以及義大利和希臘的大理石，還遠從埃

及搬來的好幾座獅身人面像及石柱。所有宮殿建築中最值得一看的【聖多米努斯教堂】，曾

是羅馬皇帝的陵寢，後來被改為天主教堂，八角形的建築，別樹一格，教堂旁仿羅馬式的鐘樓，

則是斯普利最鮮明的地標；教堂另一面的列柱中庭於昔日皇宮的正中央，穿過中庭前往地下宮

殿如今小店林立，遊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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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羅吉爾（Trogir）是克羅埃西亞的一座古城，亞德里亞海港口，2001 年人口 13,322 人。特

羅吉爾古城座落在克羅埃西亞大陸和契奧沃島之間的一個小島上，1997 年特羅吉爾歷史中心被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單。西元前三世紀希臘人就在此地建城，是個相當古老的悠久

古城，希臘羅馬的城市格局、中世紀護城牆、仿羅馬式教堂、哥德式、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風的

各種宅邸全都結合在此，整座島城像極了一個大型的中世紀露天博物館，走在舊城內，就像身

在歷史的洪流中，不同年代建築在眼前一幕幕的放映著。舊城最醒目的景點是位在伊瓦那帕芙

拉廣場 Trg Ivana Pavla 上的高聳入雲的聖羅倫斯大教堂 (Katedrala Svetog Lovre)則是始建於

1193 年, 歷經諸多大師之手, 建造期橫跨二世紀，形成了多風格建築樣式，每層鐘樓的形狀都

不同，47 公尺高的威尼斯哥德式鐘樓是走在 Trogir 任何角落都看得到的地標！大教堂旁邊就是

市政廳，遊客中心也在這裡，廣場人氣很旺，四周咖啡座林立。 

所有宮殿建築中最值得一看的聖多米努斯教堂，曾是羅馬皇帝的陵寢，後來被改為天主教堂，

八角形的建築，別樹一格，教堂旁仿羅馬式的鐘樓，則是斯普利最鮮明的地標；教堂另一面的

列柱中庭於昔日皇宮的正中央，穿過中庭前往地下宮殿如今小店林立，遊紀念品。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或西式餐€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史普利特】或周遭                                                      
 
第 5 天  史普利特  札達爾  普莉特維采湖群國家公園(上湖區) 243km  2.5 hr                                                         

一路沿著美景賞不完的濱海公路前往宗教氣氛濃厚的古城～札達爾 Zada)是克羅埃西亞的第

五大城市。自古以來，札達爾擁有四位守護神所庇蔭，數千年來一直是達爾馬提亞首都，擁

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從那斑駁的牆垣與無數的宗教紀念碑足可證明。九世紀的 St.Donat Church

教堂、海岸邊海管風琴的聲音，蔚為建築奇觀；從此地遺跡可使您了解石器文化的歷史，另外

還留有羅馬時代凱旋門的遺跡。隨後前往我們此行重要目標之一…普莉特維采湖群國家公園(暱

稱 16 湖公園)，創立於 1949 年的十六湖國家公園，位於克羅埃西亞中部的喀斯特山區，園區內

有許多有石灰岩沉積形成的湖泊、洞穴和瀑布，由於境內有 16 個主要湖泊(上湖區 12 個、下湖

區 4 個)，故又被稱為「十六湖國家公園」，並因其特殊自然景觀，於 1979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的世界自然遺產。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每年吸引數百萬觀光客從世界各地專程到訪。

十六湖國家公園面積約 294.82 平方公里，上湖區包含 12 個湖泊，為多湖多山的地形；其中 Proš

ćansko 湖位於最高處，Kozjak 湖位於最低處，這兩湖之間的海拔差異為 100 m。這兩個湖泊

也是整個普利特維采湖區最大的湖泊。下湖區則位於石灰石峽穀，4 個湖泊擁有較大的落差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7%BD%97%E5%9C%B0%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5%BE%B7%E9%87%8C%E4%BA%9E%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91%E5%A5%A7%E6%B2%83%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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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許多大大小小的瀑布，聲勢極為壯觀，倘佯於這如夢幻卻自然且真實的情境中。上湖區您可

欣賞大自然展現它最美的一面，您可曾看過碧綠的水色和著甚藍的天空，連天的瀑布，將所有

色彩緊密結合著，青綠的大地、雄偉的山林、清澈的河流、湖水～美如仙景，令人感嘆自然界

的神造物。大瀑布高達 78m，是園區內最大的瀑布。綜合前輩意見下午走上湖區是順光滿足視

野大餐；沐浴於鐘秀的山水綠林之間，大自然的美景滌淨您俗世的煩惱！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或西式餐€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國家公園內酒店只有三間若定不到景區內 就須住到景區外  請予以諒解                                                                   
 

第 6 天   普莉特維采湖群國家公園(下湖區)  札格雷布市             130km   2hr                                            

上午前往遊下湖區末端的普萊斯特大瀑布(Veliki slap)高達更是高達 78m 拍照光線正好，在

十六湖的喀斯特地形中，水中富含大量礦物質和化學元素，加上零污染，使得湖水呈現一種很

乾淨的綠、彷彿像翠玉般質地。而在倒在水中的樹枝則是鈣結了一層層古銅色的物質，使得水

下世界形成另一種風貌，而這現象持續在進行！地形上高低落差，豐沛的水量在河谷裡創

造大小不一的瀑布奇觀，這個湖群區累積了數千年來流經石灰石和白堊上的水，逐漸沉

積為石灰華屏障，構成一道道天然堤壩，這些堤壩又形成了一個個美麗的湖泊、洞穴和

瀑布。流水的成果，在這裡逐漸沉積出重重的石灰華屏障，進而形成一系列壯麗的湖泊、

瀑布和洞穴等。此外，公園裡是許多熊、狼、鹿、狐、羚羊、鷹及鳥類等野生動物的重

要棲地，其中更不乏稀有的品種。在下湖區是你唯一能拍出經典 16 湖的照片，機不可

失！再前往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雷布市是克羅埃西亞的首都同時也是全國最大城市、一個直

轄市。札格雷布克羅埃西亞國內足球強隊札格雷布迪納摩主場位於這裡。札格雷布位於海平面

122m（400 英尺），它位於克羅埃西亞的西北部的梅德韋德尼察山南坡，境內有薩瓦河流過。

在 2011 年的正式人口普查中，人口是 792,875人。連同 札格雷布縣總人口達到了 1,110,517。

是克羅埃西亞唯一一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區更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城市（從古羅馬時代

到現在）。1094 年在東部的卡普托爾主教教區內「札格雷布」這個名稱始見於史籍。在 1845

年揚科·卡毛夫成為劄格瑞布的第一位市長。在 1945 年，隨著人口快速的膨脹和城市的擴張，

札格雷布成為了克羅埃西亞的首都，從此開始聞名於世界。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或西式餐 €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札格雷布市】或周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7%BD%97%E5%9C%B0%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BD%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BD%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6%A0%BC%E5%8B%92%E5%B8%83%E8%BF%AA%E7%BA%B3%E6%91%A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85%E5%BE%B7%E9%9F%A6%E5%BE%B7%E5%B0%BC%E5%AF%9F%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A9%E7%93%A6%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A9%E6%A0%BC%E5%8B%92%E5%B8%83%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3%B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E%85%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6%99%AE%E6%89%98%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AC%E7%A7%91%C2%B7%E5%8D%A1%E6%AF%9B%E5%A4%A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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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札格雷布市  盧比雅安納                             194km   2.5 hr                                            

札格雷布大致分為上城及下城，此城有著複雜的奧匈帝國的建築，自中世紀以來，此地便是克

羅埃西亞的地理、政治、宗教、經濟與文化中心，有許多著名的研究家、藝術家及運動選手來

自於此城，儘管城市發展迅速，卻融合了各個時期的歷史古蹟與人民風俗，仍舊保存古典魅力

及豐富人情味，讓這城市散發出濃郁的文化藝術氣息。但是洋溢悠閒的氣氛使這個城市更像典

型地中海城市，令人陶醉的咖啡香、新哥特式的教堂和中世紀的古鎮，又被稱為小維也納。一

路上經過King Tomislav Square (Trg Kralja Tomislava/杜密斯拉夫廣場及耶拉其恰廣場這兩個廣

場其實就是公園，滿滿的綠意讓人看得好舒服，這裡有多條電車在此交會，儼然是 Zagreb 最熱

鬧的區域。廣場的中間矗立著騎馬揮刀的總督 Bana Josipa Jelačića 的雕像，週邊人聲鼎沸且商

家林立。首先前往位於【卡普脫區主教座堂】是一座天主教堂也是克羅埃西亞天主教會的中心。

在匈牙利王國統治時期，札格雷布主教座堂曾被稱為聖斯特法諾主教座堂。現在的正式名稱則

是聖母蒙召升天主教座堂。欣賞著名的歌德式的立面建築。隨後前往在 1731 年的一場大火中唯

一保留下來的石門。午餐後接著前往位於上城區的【聖馬可教堂】，屋頂上色彩繽紛的馬賽克

磁磚拼貼已成為克羅埃西亞最具代表性的色彩與圖案。  

斯洛維尼亞 Slovenia 這個連接著義大利, 奧地利, 匈牙利以及克羅埃西亞的小國連名字都好

聽！首都【盧比雅安納】位於阿爾卑斯山山麓的河谷盆地, 氣候非常舒服. 而且城市的

建築明顯受了奧地利和義大利的強烈影響, 所以跟其他以前同是南斯拉夫東歐國家比

起來, 這裡明顯更有“氣質”許多.簡直就像是真實的童話王國! 更是今年 2016 年歐洲最

環保的城市得主；不管是周圍建築的顏色搭配或是附近龍的雕刻, 真的會讓人臉上露出燦爛的

笑容! 位於河畔的市中心地帶, 旁邊都是文藝復興, 巴洛克, 新古典主義和新藝術運動風格

的建築與橋樑. 附近都是舒適的咖啡廳,盧比雅安納市區中猶保存羅馬帝國時代修築的城牆及

美麗的馬賽克地板，巴洛克式建築的市政廣場、十七世紀的羅巴噴泉、造型獨特的三重橋、綠

頂雙塔的聖尼古拉斯大教堂，以及紅色的聖芳濟教堂，熱鬧的傳統市集都讓人流連忘返。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或西式餐 €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盧布爾雅那】                                                        
 
第 8 天   盧比雅安納  布萊德湖  格拉茲                        271km   3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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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德湖（bred）位於朱利安阿爾卑斯山山區, 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度假勝地.是朱利安阿爾卑

斯山山區的一個冰蝕湖，所以湖水的顏色非常美麗且特殊！ 布萊德湖長 2,120 m，寬 1,380 m，

面積 1.45 平方公里² ，最大深度 30.6 m，海拔高度 475 m。該湖位於風景如畫的環境中，被群

山和森林環抱。一座中世紀城堡聳立於湖的北岸。布萊德島(Blejski otok)由布萊德湖包圍著，

是斯洛維尼亞唯一一個的天然島嶼。島上有幾棟建築，最大的是聖母蒙召升天教堂(Cerkev 

Marijinega vnebovzetja)，並飾有中世紀壁畫和豐富的巴洛克藝。教堂擁有高達 52 米的塔樓，

內有 99 級台階，教堂建於十七世紀末，定期在此舉行婚禮。布萊德湖的環境非常適合於賽艇

運動，1966 年、1979 年、1989 年和 2011 年的世界賽艇錦標賽曾在此舉行！ 

格拉茲 Graz 是奧地利的第二大城，也是施泰爾馬克省的首府由於在舊城區擁有許多美麗的中

世紀建築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也曾在 2003 年當選為歐洲文化之都。2008

年為美食之都，2011 年更被選為設計之都！ 

【兵器博物館】裡面收藏了中世紀到近代的兵器，最遠可追溯到 16 世紀。超過三萬件收藏，

儼然是個兵工廠的概念，號稱全世界最大保存最多兵器的博物館，是格拉茲非常值得一看的博

物館。 

【瑪麗亞羅斯特聖殿】（Basilika Mariatrost）是奧地利施蒂里亞州著名的聖母朝聖地（重要性

僅次於瑪麗亞采爾聖殿），位於格拉茨的瑪麗亞羅斯特區。1999 年 10 月 28 日教堂升為宗座聖

殿。海拔 469 米的 Purberg 山頂它是一座巴洛克建築。兩座鐘樓高 61 米和一個圓頂在遠處就看

看見。該建築由 Stengg 父子始建於 1714 年，1724 年完成。施拉姆和沙伊特所作的天花板壁畫

尤其顯着。 

【埃根博格城堡】（德語：Schloss Eggenberg）是位於奧地利格拉茨的一處城堡。埃根博格城

堡是施泰爾馬克州最為著名的巴洛克式宮殿建築[1]。城堡以其保存良好的裝飾、風景優美的花

園而著稱，是奧地利最寶貴的文化資產之一。1625 年，埃根柏格城堡由奧地利 17 世紀最有影

響的政治人物 Hans Ulrich von Eggenberg 公爵（1568 年至 1634 年）在原有城堡的基礎上興建，

建築風格和內部裝飾體現了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晚期及巴洛克的影響，展現人類對天文地理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5%88%A9%E5%AE%89%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5%88%A9%E5%AE%89%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8%9A%80%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8E%B1%E5%BE%B7%E5%9F%8E%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6%B4%9B%E7%B6%AD%E5%B0%BC%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9%9A%E7%A4%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9B%E8%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9B%E8%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B5%9B%E8%89%87%E9%94%A6%E6%A0%87%E8%B5%9B
http://www.wikiwand.com/zh-hk/%E5%A5%A5%E5%9C%B0%E5%88%A9
http://www.wikiwand.com/zh-hk/%E5%A5%A5%E5%9C%B0%E5%88%A9
http://www.wikiwand.com/zh-hk/%E6%A0%BC%E6%8B%89%E8%8C%A8
http://www.wikiwand.com/zh-hk/%E5%AE%97%E5%BA%A7%E8%81%96%E6%AE%BF
http://www.wikiwand.com/zh-hk/%E5%AE%97%E5%BA%A7%E8%81%96%E6%AE%BF
http://www.wikiwand.com/zh-hk/%E5%B7%B4%E6%B4%9B%E5%85%8B
http://www.wikiwand.com/zh-hk/%E5%9C%93%E9%A0%82
http://www.wikiwand.com/zh-hk/%E5%A3%81%E7%94%BB
http://www.wikiwand.com/zh-hk/%E5%A3%81%E7%94%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9C%B0%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9C%B0%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6%A0%B9%E5%8D%9A%E6%A0%BC%E5%9F%8E%E5%A0%A1#cite_no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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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及宇宙觀，宮殿四塔樓回應四季，365 個窗戶回應一年天數，24 間大廳則象徵一天 24 小時。

您將能看到各種保存良好、一塵不染的十七及十八世紀設計、家具、掛毯和裝飾品。 抬頭仰

望令人讚嘆的天花板壁畫，並細細欣賞宮殿內受東亞藝術影響的洛可可風格房間。「行星廳 

(Planetary Room)」，則可看到十七世紀宮廷畫家的繪畫傑作，並結合占星學象徵意義與艾根堡

家族神話。 探索宮殿裝飾華美的雪中聖母教堂 (Our Lady of the Snows)。 欣賞祭壇畫中宏偉莊

嚴的拜占庭風格聖像，教堂最早期的天花板壁畫。  

【Mur】河中央的一座人造建物，這是 河上著名的一個景觀 Murinsel，德文的意思叫”Mur

河上的島“（Mur island）。其實它並不是一座島，而是一座人造的水上浮台，建立於西元 2003

年當時 Graz 當選歐洲文化之都時。 

Graz 歷史城區主要由四條主要街道所組成：薩克街（Sackstrasse）、海倫街（Herrengasse）、

修波巷（Sporgasse）及郝夫巷（Hofgasse）。幾乎所有景點及商家都出現在這四條街道上。

我們走了其中的前三家，郝夫巷則是比較遠沒有走到。在這四條街道中，電車經過了薩

克街及海倫街，而修波巷及郝夫巷則是因為坡度較陡而必需用走路的。在四條街道中，

海倫街是位在郝普特廣場旁邊，就是市政廳的位置，也是人潮最多、景點最多的一條。

這是 Graz 舊城區的中心。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或西式餐 €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盧布爾雅那】                                                        
 
第 9 天   格拉茲  布達佩斯                                      346km    4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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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歐洲聯盟第七大城市，由復古的《布達》、現代的《佩斯》組成，

由多瑙河上不同造型、不同故事的大小九座橋樑連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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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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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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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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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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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為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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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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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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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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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民而蓋他們在中世紀負責守衛這一段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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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名稱為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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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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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大部份基督教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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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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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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夫堡的同一人）以卅寒暑之功，進行大規模改建，才呈現今日樣貌。 

【塞切尼鏈橋】是九座連結布達和佩斯的橋樑中最古老的簡稱為鏈橋。塞切尼伯爵( Count 

István Széchenyi ) 就曾是個運氣不佳的人，1820 年，他因為在河對岸等待了一個星期，因

此錯過父親的葬禮。這讓他非常難過，因此他決定要馬上改善這種情況，所以成立了基金

會，提供資金建造一座橫越多瑙河的永久橋樑。這座吊橋由英國工程師威廉．蒂爾尼．克

拉克 (William Tierney Clark) 設計，蘇格蘭工程師亞當．克拉克 (Adam Clark) 監督完工。

1849 年 11 月 21 日舉行盛大的啟用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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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參觀保證這輩子沒見過的全世界最美的咖啡館… 

【紐約咖啡館】，1894年，隨著紐約咖啡的開幕，這裡成了 20 世紀初文豪詩人的聚集地，

戰爭後重建開啟新的一頁，不變的是她的奢華與氣勢，皇家古典氣派、富麗堂皇、金光閃

閃，貴氣到讓你心驚膽跳！我們就是刻意來這邊品嘗全世界再也沒得找的氣派咖啡，說實

在的不要說吃，光坐在裡面感受那種金碧輝煌的場景已值回票價，更何況還小小滿足你真

以為自己在拍王子與公主的電影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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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達佩斯一分為二，1866 年奧匈帝國在普奧戰爭中慘敗普魯士，首都民眾陷於沉悶情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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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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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國會大廈】是歐洲最古老的立法

機構建築之一、布達佩斯的地標之一、更是匈牙利最璀璨耀眼的一顆夜明珠！一路上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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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多瑙河才

是她魅力核爆般的暴射真的是凡人無法擋，乖乖拜服裙下！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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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晚餐:船遊多瑙河夜景+匈牙利特色餐餐 €35        

  住 宿 : 【布達佩斯】 或周遭                                                   
  
第 10天  布達佩斯  維也納                        243KM  2.5hr                                                

【中央市場】Central Market Hall 一共有三層樓，其實規劃的還不錯，每一層樓販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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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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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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再接著到奧地利首府、世界音樂之都……維也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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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萬平方公尺，卻還是遠遠不及 凡爾賽宮 6.7萬平方公尺，足足小了兩倍以上。

路觀【維也納市政廳】是維也納的一座宏偉建築，修建於 1872年到 1883年。塔樓頂部的

市政廳鐵人，是維也納的標誌之一。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或西式餐€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維也納】 或周遭                                                                  
 

第 11 天  維也納  薩爾茲堡                                 296km   3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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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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藝術史博物館】是奧地利維也納的一座博物館，有一個圓滿的八角形穹頂，是世

界上藏品最豐富的美術和裝飾藝術博物館之一。1891年，藝術史博物館和自然史博物館

同時開幕。它們是根據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命令修建，為哈布斯堡王朝

豐富的收藏品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並且能夠對公眾開放。這兩座博物館擁有相同的外

表，隔瑪麗亞·特蕾西亞廣場相對。兩座博物館都興建於 1872年到 1891年之間，建築師

是戈特弗里德·森佩爾和卡爾·哈斯瑙爾。該建築本身就是壯觀的藝術品，立面用砂岩建

造，頂部有有 60米高的穹頂其。建築物內各類藝術珍品盡在其中，來了不看真是入寶山

空手返！ 

瑪麗亞泰瑞莎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它是用來紀念奧地利唯一一位女皇帝，也是哈

布斯堡家族最後一位統治者瑪麗亞·特蕾西亞。廣場兩側是建於 1891年的雙胞胎建築，自

然史博物館以及藝術史博物館，則是霍夫堡是奧匈帝國是哈布斯王朝輝煌歷史的見證！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或西式餐 €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nh Salzburg city                                                     
 

第 12 天  薩爾茲堡  哈爾史達特湖  契斯基‧庫姆洛夫      282km   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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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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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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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再前往契斯基庫倫洛夫(Krumau 在德語中意為「河流彎曲高低不平的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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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9C%B0%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9C%B0%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9%E9%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3%9D%E9%A3%BE%E8%97%9D%E8%A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E5%8F%B2%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E5%8F%B2%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6%9C%97%E8%8C%A8%C2%B7%E7%BA%A6%E7%91%9F%E5%A4%AB%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9B%E4%B8%BD%E4%BA%9A%C2%B7%E7%89%B9%E8%95%BE%E8%A5%BF%E4%BA%9A%E5%B9%BF%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88%E7%89%B9%E5%BC%97%E9%87%8C%E5%BE%B7%C2%B7%E6%A3%AE%E4%BD%A9%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0%82%E5%B2%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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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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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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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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年來建築樣式歷經哥德、文藝復興以及巴羅克等不同階段的風格變化，而讓現今

的城堡呈現多元而豐富的樣貌。穿過鑲嵌著家徽的城堡大門 (紅門)，紋飾華麗的彩繪塔就矗立

在眼前。城堡高塔是最古老的部份始建於 13 世紀，建築風格融合哥德與文藝復興風格，整座

高塔羅佈著繁複而立體的彩繪，無疑是 CK 最耀眼的地標之一。爬上這座 162 階的高塔，小鎮

360度美麗的風景展現在眼前。伏爾塔瓦河 (Vltava) 迂迴環繞著 CK，將小鎮一分為二：北面

低丘上的城堡區與一片紅色屋頂的舊城區。往舊城區望去，紅屋頂高低錯落，襯托著聖維塔

教 (Lostel Sv Vita) 哥德式尖塔更顯高聳。眼前的景象讓我想起了同樣是一片紅屋頂的義大利

佛羅倫斯，相較之下，CK 的紅屋頂似乎多了幾分屬於小鎮的恬靜與優美吧。雙 S 型曲折蜿蜒

的伏爾塔瓦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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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繁複的裝飾雕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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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合菜或西式餐 €15       晚餐:中式料理 或西式餐€15                             

  住 宿 : 【契斯基‧庫姆洛 Krumlov】                                                                 
 
第 13 天  契斯基庫倫諾  布拉格                     173km   2hr                                            

鹿頭堡(Hluboká Castle)中文譯作「胡波卡城堡」，或是簡稱為「H 堡」。Hluboká Castle 座

落於一個叫 Hluboka Nad Vltavou 的小鎮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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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次於布拉格市郊的卡爾斯坦城堡！中世紀時，這座城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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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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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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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迷人的中世紀

小城鎮靠近現在捷克布傑約維采又因是著名的百威啤酒發源地而聞名於世，這裡曾被德軍侵

佔，繼而有個德語名字就叫百威（Budweis），因而又被人們稱為“百威小鎮”。 小鎮著名的

普希米斯爾·歐特卡爾二世廣場（Přemysl Otakar II Square），這個正方形的廣場是捷克最大

的廣場，也是最美的廣場之一，廣場周邊環繞著巴羅克式、哥特式、文藝復興式等不同風格、

五顏六色的建築，其中最顯眼的是帶有鐘樓的淺藍色市政廳，正立面十分華麗，精美的四座雕

像分別代表了智慧、謹慎、勇氣和公平。廣場中央的參孫噴泉（Samson’s Fountain）建於 18

世紀，是捷克最大的噴泉，裝飾有表現參孫和獅子搏鬥場景的雕像。【黑塔】是布傑約維采的

地標性建築，它高達 72 米，保存有 5 個大鐘，這裡也是俯瞰克布傑約維采城的最瞭望點。與

黑塔毗鄰的是建於 17世紀的聖尼古拉教堂，亦可前去 Panská 街轉一轉，這條風景如畫的街道

兩旁佈滿了充滿童話色彩的木屋，精緻的手工藝品店裡的商品琳琅滿目，很適合放慢腳步邊走

欣賞路邊詩意的風景。接著再前往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或西式餐 €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布拉格】或周遭                                                     
 
第 14 天  布拉格                                                                              

繼續遊覽布拉格市內景點（4小時），遊覽卡爾斯坦城堡（4小時） 

【查理大橋】是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市內，一座跨越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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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跨越伏爾塔瓦河的唯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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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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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6%9B%BC%E5%BC%8F%E5%BB%BA%E7%A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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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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維茲宮】是布拉格城堡內唯一的私有建築，這個宮殿現為洛布科維茨家族的藝術收

藏博物館,，這是目前捷克最大和最老的私人藝術收藏博物館。展品中有世界名畫、樂器和

17-19世紀音樂家的樂譜手稿，比如貝多芬和莫札特的手稿。宮殿內精美的音樂廳為公眾呈

獻古典音樂會。宮殿內還有咖啡館和商業畫廊。 

【布拉格城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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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聖維特斯大教堂建於十

世紀初，經歷了許多歲月，見證布拉格的興衰；繼而遊覽昔日金匠匯聚，專製黃金飾物而

聞名的「黃金小徑」，再途經查理士大橋跨過伏爾塔瓦河，到達舊市中心，市政廳鐘樓上

有數百年歷史的天文古鐘和十二使徒肖像，準確顯示天文子曆，市政廳前的廣場是歷史集

會、起義的地點，市內狹窄街道縱橫交錯，每個角落都洋溢著中世紀古典、雅緻的氣氛中！  

【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神學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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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多月的時間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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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小心！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或西式餐 €15       晚餐:中式料理或西式餐 €15                             

  住 宿 : 【布拉格】或周遭                                                     
  

第 15 天  布拉格  杜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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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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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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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到 

東歐就是不能不來布拉格就是了，來了就知道為什麼！ 

【舊市政廳大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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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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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太陽和月亮在天空中的方位，顯示各種天文資料；行走的使徒每小時顯示使徒和其他移

動雕塑；下部的日曆盤代表月份。在整點抵達時觀看天文鐘的十二門徒。特別留意時鐘在

時間與日期之外，如何精準呈現太陽及月亮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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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天文鐘玩起來才是內外兼備、秀外慧中超級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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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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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本篤生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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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為一座東正教教堂，自 1920年歸屬是捷克斯洛伐克胡斯派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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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塔不僅用作防禦工事，而

且是昔日帝王加冕遊行路線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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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前往機場搭機經由六星級超奢華杜哈機場，飛經香港再轉機飛往高雄！(因跨日關係若 

有需要者請備妥牙具方便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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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AD%A3%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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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或西式餐€15      晚餐:機上簡餐                           
 
第 16 天  杜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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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哈機場本身就有超多景點可以看，杜哈機場可是超級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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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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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價:NT$   125.000    ( 不含導遊 司機小費   €10 元/天 )   
 
 

出發日期:暫定 2018/10/25 

內含:  

※ 500 萬申根旅遊平安險+150 萬意外醫療+100 萬疾病醫療+不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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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團兩位正職導遊 旅遊最安心 

 2.一次規劃完成東歐全覽心願 

   3.每餐餐標 15歐元/人(以中菜為主 七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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