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團費 NT: 315,000 元/人 含稅、每人一張網卡 
 

此生絕不能錯過的中東及多瑙河，六國 10 城 15 天經典之旅 
經典之旅前奏曲 -中東之旅滿足身心靈五感體驗 

唯有綜彩安排四家世界頂級 6星到 8星宫殿飯店，體驗當「一日國王」，進出酋長皇宮酒店用餐，參

訪海底的亞特蘭提斯古文明帝國及用餐，杜拜帆船海底餐廳和魚兒共進午餐。 

Versace 精品名牌服飾可能穿過，入住世界第二間杜拜凡賽斯酒店，才知道什麼叫「時尚品味」，入

住兩晚，品味非凡。 

到中東不能只住飯店，奔馳沙漠感受刺激，落日 BBQ 搭配肚皮舞孃精彩表演。 

 

多瑙河河輪主旋律 - 最深度最用心，安排歐洲文化之旅，盡在綜彩精選 

每一個偉大城市都有一條偉大河流經過 

世界第二大河 - 多瑙河，流經十國，是貫穿歐陸的經濟之河及文化之河。 

綜彩精選世界最佳郵輪水晶公司，跨足河輪領域後，2017 年新下水的水晶馬勒號。 

明年春季，八天七夜「以船為我家」的河輪貴族生活體驗，在水晶馬勒號，盡情享用美食美酒，及

瀏覽沿岸春季風光。 

靠岸後，欣賞多瑙河沿岸明珠城鎮，世界遺產。 

 

行程特色 

中東沙漠奇蹟 - 杜拜及阿布達比，打造全球極盡奢華皇宮酒店 

 世界唯一八星級阿布達比酋長皇宮飯店 

     氣勢磅礡 30 噸 24K 黃金打造，金碧輝煌，體驗酋長國王待遇 

 七星級杜拜帆船飯店 

     帆船飯店是杜拜奢華的代表，安排與魚兒共舞的海底餐廳 

(德國) 



 

 六星級杜拜亞特蘭提斯飯店 

     飯店的巨型海洋生物園，挑高 15 公尺，重現柏拉圖提及一萬兩千年前，一夕間沉入海底神秘 

     古文明帝國的風貌 

杜拜 Versace 凡賽斯精品飯店 - 值得一生去住一晚，何況綜彩安排住兩晚，品味非凡 

 Versace 名牌服裝是時尚代表，服裝設計概念帶入飯店建築，入住凡賽斯酒店，彷彿住在精品

秀場 

 從藝廊玄關開始，處處有經典凡賽斯圖騰，花朵般水晶燈巧奪天工 

 廊道擺飾歷年時尚傑作設計草圖，精緻絲裱成畫框，每一幅色彩風格獨特，賞心悅目 

 凡賽斯飯店房間品味設計優雅，凡是床罩、沙發、沐浴用品、餐廳餐盤都充滿凡賽斯經典圖

騰，在此體驗復古優雅貴族生活品味，此生絕對值得去住的精品飯店 

杜拜及阿布達比的世界之最 

 世界最大人工島 - 阿布達比朱美拉棕櫚島 Plam Jumeirah Island 

 世界最美清真寺 -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 

 世界最大購物中心 - 杜拜 Shopping Center 

 世界最刺激衝沙奔馳 – 乘坐四輪傳動車，沙漠狂奔，不玩衝沙，不算來過杜拜！ 

 世界最浪漫沙漠日落燒烤宴，加碼世界最美豔，肚皮舞孃表演 

 

 
飽覽藍色多瑙河最精華的瓦豪河谷世界遺產 

 



 

 

搭乘頂級河輪水晶馬勒號 - 身心靈饗宴之旅 

 全球最佳水晶郵輪，將「郵輪」的概念複製到「河輪」，引領新的頂級河輪潮流，例如多出游泳

池、數量更多的寬敞房型 

 此次 8天 7夜行程特別精選 2017 新下水的水晶馬勒號 

 多元的 Crystal Complimentary Adventures 岸上觀光行程，精粹歐洲人文地景，朝聖不朽古

蹟經典。以配備免費 Wifi 之舒適頂級遊覽車或電動腳踏車，樂活悠遊融入歐陸風土 

 走訪匈牙利、奧地利、德國、捷克歷史名城、中世紀小鎮、世界遺產及葡萄酒鄉 

 

「河輪是我家」新體驗： 

 每天睡到自然醒 

 不必每天打包行李、更換飯店 

 新鮮食材與釀造美酒從當地農場直送河輪，船上米其林星級名廚烹調佳餚 

 無限量供應軟性飲料、啤酒與瓶裝水 

 特設落地窗全景長廊，沿途欣賞多瑙河沿岸春光明媚景色 

 歐洲專業管家 24 小時貼身服務，比郵輪更優質的客服比(1:1.55) 

 設備周全包括：豪華水療中心、健身中心、瑜珈教室、室內泳池、美容院及圖書館等 

 免費 WI-FI 服務 

 河輪能更深入參觀河岸邊特色小鎮 

 

參考航班   正確航班 以出發日期實際訂出訂到為主 

日期 航班 起飛/抵達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04/15 EK367 桃園 / 杜拜 23:35 05:05+1 9 小時 30 分 

04/18 EK111 杜拜 / 布達佩斯 08:50 12:45 5 小時 55 分 

04/28 EK050 慕尼黑 / 杜拜 15:40 23:45 6 小時 05 分 

04/29 EK366 杜拜 / 桃園 04:35 16:50 8 小時 15 分 

 

行程簡表 
日次 日期 城市,國家 

1 04/15 (三) 桃園杜拜  EK367  TPE/DXB  23:35/05:05+1 (9 小時 30 分) 

2 04/16 (四) 杜拜 - 阿布達比(139km/1.5hrs) - 杜拜(住杜拜飯店) (139km/1.5hrs) 

3 04/17 (五) 杜拜(住杜拜飯店)  

4 04/18 (六) 杜拜布達佩斯 EK111  DXB/BDU  08:50/12:45 - 紐約咖啡廳 -  登船 

5 04/19 (日)  布達佩斯 Budapest(匈牙利) 

6 04/20 (一)  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7 04/21 (二)  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8 04/22 (三)  杜倫施坦 Dürnstein(奧地利) - 航行在瓦豪河谷 - 梅爾克 Melk(奧地利) 

9 04/23 (四)  帕紹 Passau(德國) 

10 04/24 (五)  雷根斯堡 Regensburg(德國) 

11 04/25 (六)  雷根斯堡 Regensburg(德國) - 離船 – 慕尼黑(125km/1.5hr) 

12 04/26 (日) 慕尼黑 – 鷹巢(午餐)(156km/2hr) - 國王湖(6.5km/10min) 

13 04/27 (一) 國王湖 – 薩爾茲堡(43.7km/50min) - 國王湖(43.7km/50min) 

14 04/28 (二) 國王湖-慕尼黑(141km/2hr)杜拜 EK050  MUC/DXB  15:40/23:45 (6 小時 05 分) 

15 04/29 (三) 杜拜桃園 EK366  DXB/TPE  04:35/16:50 (8 小時 15 分) 

 



 

每日行程 

第一天 桃園杜拜  

今晚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阿聯酋航空飛機前往杜拜。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住宿：機上 

 

第二天 

杜拜【朱美拉棕櫚島、亞特蘭提斯飯店豪華自助早餐、觀光輕軌電車】－阿布

達比【大清真寺、酋長皇宮飯店豪華自助午餐、杜拜購物中心、杜拜音樂噴

泉】-杜拜 

今日抵達杜拜機場後，搭乘觀光輕軌電車前往六星級亞特蘭

提斯飯店享用豪華自助式早餐。 

 

棕櫚島觀光輕軌電車 Palm Jumeirah Monorail：電車全⻑ 

5.45 公⾥，耗資將近 6 億美元，歷時 3 年打造完工，於 

2009 年 4 月 30 日啟用。搭乘電車可以全方位觀賞有世界

上最大的人工島、世界第八大奇景之稱的 The Palm 棕櫚

島。棕櫚島是由 1 億平方米沙石建成的，外型酷似棕櫚樹，

最終將可容納 50 間豪華酒店、2500 間沙灘住宅別墅、2400 

間面海住宅大廈、遊艇會、水上樂園、餐館、大型購物中

心、運動設施、水療設施及戲院等等。 

朱美拉棕櫚島 Palm Jumeirah Island：造訪世界第六大奇

跡－朱美拉棕櫚島，耗資 140 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陸地改

造項目之一，它由一個像棕櫚樹幹形狀的人工島、17 個棕櫚樹

形狀的小島以及圍繞它們的環形防波島三部分組成。 

阿布達比∼明日之星，您能想到的，這裡的一切都讓您嘆為觀

止！阿拉伯聯合酋⻑國的 7 個酋⻑國中，阿布達比是最大的一

個，面積占國土面積的 80%，其中包括大約 200 個島嶼。阿布

達比市就坐落在其中一個島嶼上，擁有一切作爲一個首都的魅⼒和激情，儘管阿布達比大部分是沙

漠，但阿布達比市是一個綠意濃濃的天堂，寬闊的街道、

美麗的公園和視⼒所及的遠方儘是綠樹。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單看外表已知

所費不貲，純白建築宏偉不凡，足夠容納四萬名信眾一同

聚會。廣闊中庭廣場地上，已⾒鋪滿馬賽克的花卉圖案，

走進殿內，又有花紋精細的義大利雲石牆壁，由天花板垂

下的七盞巨型吊燈，更鑲滿施華洛世奇水晶，稱得上光芒

耀目。只是最為人樂道的，還是主殿的地毯，這張全球最大的手織波斯地毯，廣達 5700 平方米，

由上千名伊朗婦女花費 2 年時間以手工編織而成，為世界最大的手工波斯地毯，無與倫比的人文與

工藝造就了大清真寺的富麗堂皇！ 



 

(參觀清真寺時，服裝要求嚴格，本公司會提供服裝) 

杜拜購物中心：於 2009 年 5 月開幕，裡面用有 1200 家商店、150 多家餐飲店以及全球最大的室內

黃金市場，為世界第一大購物中心，杜拜購物中心號稱擁有最多時尚品牌，購物中心內更擁有全世

界最大的室內水族館，水族館長 51m、高 20m、寬 11m。 

 

早餐：六星級亞特蘭提斯飯店豪華自助餐  午餐:八星級酋長皇宮飯店豪華自助餐(含桌水) 

晚餐：市區回教自助餐 

住宿：世界唯二豪華時尚杜拜凡賽斯宮殿飯店 Palazzo Versace Dubai 或同級 

 

第三天 
杜拜【水上計程車、黃金&香料市集、七星帆船飯店海底餐廳套餐、沙漠之

旅】 

黃金&香料市集 Gold & Spice Souk：狹窄的街道中充滿

了中東獨特的香味，混合了丁香、肉桂、薰香、乾果的

味道，看到各店也是把香料直接開袋售賣，沒有繁複的

包裝，是另一種街頭風情。香料市場旁邊就是黃金市

集，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零售黃金市集；琳琅滿目的金飾

店舖遍佈幾條街，每間店的櫥窗也掛滿金飾，款式多得

眼花繚亂。在這裡，黃金可是秤斤秤兩的賣唷。 

乘坐四輪傳動車於沙丘上奔馳、嘗試「滑沙」考考膽

量，有人說不玩沙漠不算來過杜拜，來一場沙漠狂奔吧，有豐

富駕駛經驗的沙漠司機保證讓你驚叫失聲。 

沙漠BBQ之夜：於貝度因營地觀賞夕陽餘暉，迎接夜晚降臨，伴

隨著滿天星斗，正宗的阿拉伯燒烤讓您品嚐多種新鮮的烤肉和

沙拉，同時還有美艷的肚皮舞孃表演。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七星級帆船飯店海底餐廳三道式(含桌水)  

晚餐：沙漠之夜 BBQ 晚餐 

住宿：世界唯二豪華時尚凡賽斯飯店 Palazzo Versace 或同級飯店 

 

第四天 
杜拜布達佩斯 EK111  DXB/BUD  08:50/12:45 (5 小時 55 分) - 紐約咖啡廳 

- 登船 

今日抵達布達佩斯後前往著名的紐約宮咖啡廳，享受濃郁奶油蛋

糕的咖啡文化，布達佩斯的獨特活力，肯定會讓人有愉快的心

情。之後前往碼頭登船。 

紐約咖啡廳有百年歷史的「布達佩斯紐約咖啡館」於 1894 年登

場，華麗的裝潢宛如皇宮般金碧輝煌，就連電影紅雀都在這取

景。紐約咖啡館所在的大樓，舊時為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匈牙利分

部大廈，後來才改建成一家高檔奢華酒店「布達佩斯博斯克羅酒

店」，也稱作「紐約皇宮」（New York Palace），外觀就猶如宮殿

般的氣派。咖啡館內的裝潢繁複精緻，金碧輝煌的空間無限延伸著，融合了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風

格，舉凡流線的石柱、門廊、沿柱、牆角、台階、扶欄等無一不精雕細琢，牆壁上還掛著優美的油

畫，抬頭能看見水晶吊飾，低頭可以坐在絨布座椅上聞著咖啡香，呈現出皇家的風範與氣派。 

 

早餐：機上   午餐：中華料理    晚餐：河輪歡迎晚宴    

住宿：馬勒號七坪豪華陽台艙 

 



 

第五天 
 布達佩斯 Budapest(匈牙利) - 馬術村- 下午布達佩斯市區觀光

(31km/35mins) 

今天早餐後，專車安排前往欣賞馬術表演 Horse Show，布達佩

斯一帶的馬術表演，不僅是當地最著名的表演活動之一，更是

匈牙利人傳統文化中最具氣勢的延伸。走進佔地甚大的馬術莊

園後，不僅能看到多種動物，還可以一窺駿馬奔馳的風采。而

當馬術表演一展開，更是吸引了眾人的目光。除了能看到宛如

史詩般的五匹馬戰車奔馳，還可以看到騎馬射箭、馬背翻滾、

長鞭擊瓶等的表演，領略當年馬上民族的高深功夫，七段精彩

表演令人歎為觀止。之後回到布達佩斯，安排市區觀光。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馬術村特色料理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馬勒號七坪豪華陽台艙 

 

第六天  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早上抵達「音樂之都」維也納，延著環城大道前進，可充份

感受奧地利王室風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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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參觀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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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聖史蒂芬大教堂前的行人徒

步區，可說是維也納最熱鬧的地區，可自由於精品店購物、

或選間咖啡廳坐下來喝杯咖啡。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或維也納市區中國菜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馬勒號七坪豪華陽台艙 

 

第七天  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前往參觀熊布朗宮－中歐最美的熊布朗宮，始建於

1696 年，直到 1750 年才全部完工，氣勢磅礡，是奧匈

帝國鼎盛時期的代表，由巴洛克式建築名師「艾拉

哈」精心設計。這原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避暑別墅，後

來經女皇瑪利亞‧ 泰瑞莎全面改建，成為與法國凡爾

賽宮並列的豪華宮殿，共有 1400 個房間，號稱「百萬

宮室」。維也納曾經是強大哈布斯堡帝國中心，藍色多

瑙河上奧地利迷人首都。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或維也納市區亞洲料理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馬勒號七坪豪華陽台艙 

 

第八天  杜倫施坦 Dürnstein(奧地利) - 航行在瓦豪河谷 - 梅爾克 Melk(奧地利) 

杜倫施坦以宏偉的巴洛克風格聞名，藍色巴洛克式教堂建於

1700年，正好位於瓦豪河谷的葡萄酒產區中心，小鎮人口不

到1000人，主要街道兩旁襯著16世紀的住宅和迷人的鵝卵石

街道。早上導遊將帶您徒步參觀，並告訴您有關英格蘭國王

獅心王查理，12世紀時被囚禁在山丘古堡的故事。午餐時

間，將繼續航行於風景如畫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瓦豪河

谷。   



 

藍色多瑙河流動的童話~瓦豪河谷(Wachau Valley) 是世

界上最美麗的河沿風光，如畫的村落、予人深刻印象的

修道院、充滿浪漫色彩的城堡廢墟和種滿優質葡萄的鬱

鬱蔥蔥的小山，如詩如畫。瓦豪河谷是多瑙河最美的一

段河谷，由奧地利梅爾克到克雷姆斯，全長30公里。該

地區擁有完整的自史前時期演化至今的各時期的歷史痕

跡，擁有眾多的歷史古城和修道院。其中古鎮杜倫施坦

是當年奧地利公爵利奧波德五世囚禁英格蘭國王獅心理

查的地方。該地區還是奧地利重要的葡萄酒產區，擁有大量的葡萄種植園。由於這裡的文化、歷史

和迷人風光在200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瓦豪文化景觀「的名稱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梅爾克位於瓦豪河谷的上游，是個具有典雅文藝復興氣息的小鎮，在這裡參觀11世紀宏偉壯觀的★

梅爾克修道院，這是歐洲最大的修道院之一，院內華麗的圖書館內有超過80,000冊的印刷書籍和

2000份手稿，還有令人著迷的華麗天花板壁畫，漂亮的祭壇、大理石雕像、60公尺高的穹頂，登上

修道院的露台可俯瞰多瑙河以及四周鄉村景色。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馬勒號七坪豪華陽台艙 

 

第九天  帕紹 Passau(德國)  

拿破崙曾把帕紹 Passau 稱之為德國最美麗的小城。帕紹，這個小

城市處於德國，奧地利，捷克的三環地帶，不但交通位置重要，其

古色古香的老城區也非常引人注目。城內如迷宮的鵝卵石街道襯著

美麗的哥德式和義大利巴洛克建築，與導遊徒步參觀，景點包括有

世界最大管風琴的聖史帝芬大教堂(St. Stephan`s Cathedral)。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馬勒號七坪豪華陽台艙 

 

第十天  雷根斯堡 Regensburg(德國) 

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雷根斯堡－雷根斯堡老城於 2006 年

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徒步參觀建於 13 世

紀的☆舊市政廳、以及建於公元 179 的☆古羅馬堡壘城門

Porta Pretoria。當漫步來到巷弄內時，會發現有許多的

住宅高塔，這是因為在中世紀時，當時的富裕家庭是以建

立高塔來強調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財富，至今許多高塔依舊

保留著。參觀雷根斯堡石橋和橋門建築於 1135 年至 1146

年間，是中世紀最重要的橋樑建築之一，也成為 12 世紀到

13 世紀許多大型石頭橋樑的範例，其中包括德勒斯登易北河、布拉格伏爾塔瓦河、倫敦泰晤士河和

法國阿維尼翁羅納河上的石橋。石橋長 336 公尺，寬 8公尺，平均高度 15 公尺，共有 16 個橋洞，

橋洞寬度 10.15 公尺至 16.60 公尺不等，橋墩寬度 5.85 公尺至 7.40 公尺不等，石橋總重約 10 萬

噸。石橋曾經是雷根斯堡唯一一座跨越多瑙河的橋樑，持續了 800 多年。雷根斯堡的聖彼得天主教

大教堂是巴伐利亞和德國南部哥德式建築的主要代表，是天主教雷根斯堡教區的主教堂。曾經兩次

被大火燒毀後於 1273 年重建，教堂中殿高 32 公尺，塔樓高 105 公尺，教堂內總長 86 公尺，寬

34.8 公尺。教皇本篤十六世曾在 2006 年 9 月 13 日訪問雷根斯堡大教堂。著名的雷根斯堡大教堂麻

雀（Regensburger Domspatzen）是聖彼得大教堂的唱詩班，著名合唱指揮如許理姆斯博士（Dr. 

Theobald Schrems）和拉丁格（Georg Ratzinger）都曾任大教堂禮拜堂樂長這一職務。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馬勒號七坪豪華陽台艙 

 

第十一天  雷根斯堡 Regensburg(德國) - 離船 – 慕尼黑(125km/1.5hr) 

參觀 BMW 汽車博物館 2008 年重新開幕的 BMW 博物館，與隔街以

停車場所改建的 BMW WELT，在慕尼黑是 BMW 所貢獻的兩大重要

建築，在碗公狀灰色水泥的外觀下內部共分為常設與更新兩大館

區，更新館區為過去的博物館，常設館區為重新規劃的科技展

區；而日前 BMW 相當驕傲的宣布，自 BMW 博物館重新開放以來，

以經獲得 13 項國際建築獎的青睞。  

 

下午前往參觀慕尼黑舊城區： 

慕尼黑新市政廳分三階段建成，建造時間從 1867 年持續至

1904 年。新市政廳西邊的鐘樓亦是慕尼黑最有代表性的標誌

建築之一。 同時，新市政廳的鐘樓是老城環路內的除瑪麗恩

教堂外的制高點， 其他建築的標高都不能超越鐘樓。鐘樓上

的“鐘鳴舞”是歐洲第四 大木偶舞蹈，久負盛名。每天中午

11 點和 12 點，17 點，每年 5月至 10 月晚 17 點和 21 點，屆

時，鐘上部裝飾的各色釉彩的小銅人會表演騎士比賽的場

景，下部的小銅人則表演箍桶匠們的舞蹈，十分漂亮，能趕

上欣賞時間的一定不要錯過。 

慕尼黑瑪利恩廣場 Marienplatz 是慕尼黑的中心，因此也是旅行者必到的地方。1807 年之前，瑪麗

恩廣場還設有集市，今天廣場四周的建築大部分建於 19 至 20 世紀， 廣場正中有一座聖母柱，表達

了人們對聖母瑪利亞的感激和愛戴。廣場東北角有魚泉，過去曾是屠夫學徒舉行出師儀式的地方。

瑪麗恩廣場西北是瑪麗恩教堂，新市政廳在瑪麗恩廣場北側，老市政廳 在廣場東側，維克圖阿裡安

市場在廣場東南側。 

慕尼黑聖母教堂 Frauenkirche München 聖母教堂建成於

1488 年，1821 年設立慕尼克-弗賴辛教區後，瑪麗恩教堂就一

直作為主教教堂，也是慕尼黑最重要的一座教堂，是慕尼黑的

標誌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毀於轟炸，1953 年得以重

建。教堂是後哥特式磚砌建築，兩座鐘塔高約 98 米，其中北

側比南側略高。1525 年，因文藝復興之風傳至巴伐利亞，教

堂尖頂被改為青銅色 的意式鐘形圓頂，教堂內部也曾按照文

藝復興風格改建，但是 1858 年 再次改回哥德式風格。 

慕尼黑凱旋門 Siegestor 高 21 米，寬 24 米，厚 12 米。風格類

似於羅馬的君士坦丁凱旋門、倫敦的大理石拱門、巴黎的凱旋門

以及柏林的勃蘭登堡門。此門由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建

造，完成於 1852 年。頂部有雙輪戰車和獅子。使用獅子，是因

為獅子是統治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王朝的標誌。此門原來是

為了紀念巴伐利亞軍隊的光榮，今天則用作提醒和平的紀念碑。

此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嚴重損壞，但是如同柏林的威廉皇帝

紀念教堂，只是局部加以重建。背面的題詞是“獻給勝利，被戰

爭破壞，提醒和平”。 

自由享受慕尼黑舊城區，您可沿著 Kaufinger Str 到卡爾斯廣場(Karlsplatz)自由購物，或是找個

咖啡廳坐下來享受悠閒的午後時光。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Haxnbauer 烤豬腳餐 

晚餐：Restaurant Atelier Gourmet 米其林推薦餐廳 http://ateliergourmet.de/ 

住宿：Sofitel Munich Bayerpost 或 Hilton Munich Park 或同級 



 

  

第十二天 慕尼黑 – 鷹巢(156km/2hr) – 藍梭(17.4km/35min) - 國王湖(14km/30min)

早餐後驅車前往鷹巢，鷹巢是納粹德國時期為希特勒修建的一

座別墅，希特勒將其用作款待重要客人之用，據說也是希特勒

常常和情人幽會的地方，在二戰的狂轟亂炸中，鷹巢奇蹟般地

倖免於難。這里街道高低起伏，房屋錯落有致，許多房屋掩映

在綠樹之中，放眼望去，只見一片蒼翠的綠意。你一定會沉醉

於這沁人心脾的自然風光、連綿雄偉的阿爾卑斯雪山、清澈見

底的山地湖泊和豐富的生物種類。 

隨後前往小巧可愛的藍梭小鎮，藍梭是一個非常小的小鎮，當

地的居民，只有 1800 多人，小鎮沿著小溪建造，主道就只

有一條，兩邊有一些商店及餐廳，而小鎮中心最重要的建築

物，就是常出現在風景明信片上的藍梭教堂。教堂矗立在小

溪旁邊翠綠色的山坡下，看過去，背後還有著壯觀的阿爾卑

斯山，山頂白雪覆蓋，這一美景，讓人不由衷的讚歎。  

接著前往有德國最美麗的湖泊美名的國王湖，清澈的湖水倒

映著阿爾卑斯群山，令人驚艷不已。德國為了能夠保護這片

美麗的湖泊，從 1909 年起，只允許電動船、手划船在湖上航

行。如此一來才不會造成湖泊的污染。國王湖清澈的湖水清澈，

甚至達到飲用水的標準。特別安排搭乘遊船前往山巒與湖泊環繞

的聖巴爾特羅梅修道院，搭上電動船後，船上工作人員將吹奏小

號，遠處的山壁彷彿在迎合著他，蕩漾著回音。青山白雲環繞身

邊，微風一縷動輕舟，在湖光山色之間彷彿穿梭於仙境，讓你忘

卻一切煩惱。聖巴爾特羅梅修道院紅色的教堂屋頂以靄靄白雪為

背景，倒影映在碧綠的湖水之中，三者輝映譜出絕佳景色。建於

12 世紀，從 16 世紀發展成為巴洛克風格，小而別緻，以其特別造型而出名，紅色的屋頂與周圍的

盎然綠意，形成一幅渾然天成的絕美畫作，美不勝收。 

 

早餐：機上   午餐：鷹巢景觀餐廳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Kempinski Hotel Berchtesgaden 或同級 

 

第十三天 國王湖 – 薩爾茲堡(奧地利)(43.7km/50min) – 國王湖(43.7km/50min) 

早餐後，驅車前往薩爾茲堡。薩爾茲堡因1965年推出的電影

《真善美》而聞名於世，這個集優美街道、阿爾卑斯自然風景

與音樂文化於一身的古都，一直是全世界遊客嚮往之地。前往

☆米拉貝爾宮花園，精心設計的歐式庭園及雕像造景，也是電

影『真善美』中的拍攝場景之一；續跨越薩爾河、漫步於老城

區，巴洛克樣式的☆主教皇宮、氣勢恢宏的☆大教堂，每年的

音樂節就在教堂廣場前揭開序幕；☆莫札特廣場上紀念雕像更

是旅人最愛的拍攝景點、☆蓋特萊德街兩旁商家掛滿精緻的鍛

鐵招牌，瀰漫濃厚中世紀氣息，而蓋特萊德街9號的☆莫札特之家正是莫札特的出生地；自由漫步於

薩爾河畔欣賞街頭藝人獻藝、或瀏覽古城內各式特色商店、找個露天咖啡座、甚或登高俯瞰古城，

薩爾斯堡的美將讓您永難忘懷。之後驅車返回國王湖。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華料理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Kempinski Hotel Berchtesgaden 或同級 

 

 



 

第十四天 國王湖 – 慕尼黑(141km/2hr)杜拜 

早餐後驅車返回慕尼黑，午餐後前往機場準備到杜拜轉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輕食   晚餐：機上 

住宿：機場 

 

第十五天 杜拜桃園  

早上從杜拜搭機準備返回桃園，結束此次精彩的旅程~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 河輪行程以及上下船時間，請以船公司每日行程表為準 ** 

 

 

確定報名請繳交訂金 15 萬 (+商務艙差價)，並提供至少有 6 個月效期的護照影本，

以便船艙及機票之訂位！ 

 

款項相關規定： 

1. 訂金繳交後，不得退費，不得轉讓。 

2. 船費尾款：出發日 95 天前付清。 

3. 出發日 95 天內訂位，須付全額。 

4. 取消預訂航程收取取消費用如下: 

 

距離預定出發日收取取消費用(每人)： 

95 天前    罰金 船艙取消費用 US 800+訂金全額                        

94~65 天前 罰金 全額船艙費用 35%+機票全額 

64~35 天前 罰金 全額船艙費用 50%+機票全額         

34~12 天前 罰金 全額船艙費用 80%+機票全額 

11~0 天前  全額團費 

 

 

 

 

 

 

 

 

 

 

 

 

 

行程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