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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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8【典藏奧捷‧浪漫樂音】10 日遊 
布拉格兩晚五星飯店‧維也納兩晚希爾頓飯店‧布拉格遊船午宴‧ 

米其林推薦餐‧古老鹽礦‧雙宮(熊布朗宮+布拉格皇宮) 

NT:85,0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 100 歐元、4人一台 WIFI 
 

◎特別安排~【四人一台網路分享器】 

 
1.特別安排四人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 

2.此網路分享器皆與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 

3.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奧地利∼音樂家的綠色靈感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向有音樂之都的美譽，原因是哈布斯堡王室愛好、鼓勵音樂的發

展。來自薩爾斯堡的音樂神童－莫札特，更使得古典音樂在此茁壯，奠定維也納在

音樂世界的永恆地位。奧地利環繞阿爾卑斯山間，有高峻陡峭的山景及寧靜的鄉間

風光，喜歡歐式貴族風格的人，就不能錯過這裡。 

   
 

捷克∼波希米亞之靈魂、藝想捷克 

捷克布拉格的美麗，並不僅在它的房舍、街道、橋樑，而是整個城市所散發出的恬靜

優美氣息。當你仔細的欣賞這城市後，你會發覺這真是個讓人著迷的城市。美輪美奐

的建築猶如動人的交響樂一般，你真正可以感受到文化與建築的氣息、音樂與藝術的

感覺。歡迎您一同來發現東歐的絕色之美。 

   



美麗的宮殿--熊布朗宮(SCHONBRUNN PALACE) 
維也納由當地專業中文導遊安排入內導覽東歐最美麗的宮殿--熊布朗宮(SCHONBRUNN PALACE)，市場

有些產品為了省成本而刻意不包，我們讓您到維也納遊玩不留下遺珠之憾！(市值 50 歐元) 

 
伏爾塔瓦河遊船 
體驗布拉格之春，船遊伏爾塔瓦河最能體會波西米亞的人文，我們也送給您！(市值 20 歐元) 

 
 

 



 
東歐最佳藝術饗宴 
維也納音樂演奏會  

  

莎爾姿堡正宗『鹽洞探秘之旅』 
在歐洲內陸國境稀有的傳統活動(波蘭及奧地利才有)，我們特別安排位於薩爾茲堡 30 分鐘的正宗的

哈萊鹽洞，您親身感受早期山鹽發掘的過程及嘗試鹽礦坑中木製滑梯的樂趣與乘船巡遊地下鹽湖。 

 
 

 
 

 



參考地圖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日期 航空公司/航班 出發地點/抵達地點 出發時間/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長榮航空 BR065 桃園／維也納 23:40 / 06:40+1  13 小時 

第九天 長榮航空 BR066 維也納／桃園 12:30 / 06:45+1 12 小時 15 分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桃園／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鬆的腳步，由專人辦

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夜宿機上。 

 

奧地利、捷克深度之旅，絕對是一場視覺、味覺與聽覺的饗宴！無論是想一窺耀眼的古典

情趣，或是親臨風格獨特的中世紀建築，我們要帶您深入神聖羅馬帝國的精髓，讓您天天

都有耳目一新的驚喜！在流暢的行程間，造訪每一處值得探索的景點，迷人的樂音、浪漫

的多瑙河、壯麗的阿爾卑斯山………就這樣沉浸在濃濃多瑙風情的異國情調中……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02 天 維也納－哈斯達特湖區－莎姿堡 SALZBURG 
班機於今早抵達前往來到了奧地利聞名的一薩爾斯堪梅古特高地（皇室的鹽倉）湖區；薩



爾斯堪梅古特高地，中世紀以來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公貴族們最喜來此渡假、打獵，整個地

區由 12 個大大小小的湖泊串聯在一起，宛若珍珠一般，其美麗景致可見，綺麗的山景、

景色宜人的湖畔。哈斯達特湖的湖上總瀰漫著薄薄的氤氳氣象，從山谷昇起向小鎮漫去，

飄飄渺渺，如仙境般的如幻非真，林間冷冷靜靜，白天鵝與渡船人，一切都是如此的怡然，

有種給人不食人間煙火虛幻的感覺，彷彿置身於夢幻裡的童話世界；我們特別安排哈斯達

特天空步道之旅，俯瞰如詩如畫般的小鎮和靜逸的湖光山色，眼前悠然恬靜的景致令人忘

記浮世中一切的煩憂。 

接續前往莎姿堡，首先展開真善美之旅，主教城市－莎姿堡是音樂藝術山城也是音樂神童

莫札特的故鄉，坐落於河流、丘陵之間，獨特的風格別有一番風味，教堂鐘聲終日不絕於

耳，電影〔真善美〕在此地拍攝，更將莎姿堡的美景引薦給世人，經典名片令人回味無窮，

莫札特天才的音樂更添美感，老街、舊城、可愛的人兒您不妨實地感受一番。 

■【下車參觀】哈斯達特湖區、莫札特故居、米拉貝爾花園。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維也納 296KM/3H30Min 莎姿堡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湖區香煎鱒魚餐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宿：ARINA CITY 或 MERCURE 或同等級 

 

第 03 天 莎姿堡－古老鹽礦－克魯諾夫(百威城) 
今早參觀世界上最古老的鹽礦之一：它供應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鹽，為大主教創造財富，

並建造了美麗城市莎姿堡。在此您將穿上採礦工作服乘坐長木條狀運輸車開始鹽礦之旅，

引領你進入地底世界，如夢似幻的鹽水晶體宮殿，保証讓您大開眼界。另外，礦坑內設置

幾處狹長的木滑梯，每每順勢滑入礦坑底層，更是刺激有趣，好玩極了。午後前往奧、捷

邊境抵達聯合國文教會保護的古城－克魯洛夫；傍晚時分，您可於老城內隨意逛逛，也許

會有意想不到的意外收穫，夜宿於此寧靜的南波西米亞小鎮。 

PS:若遇克魯諾夫內飯店客滿，則改住其他城市區四星級飯店，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含入場券】古老鹽礦。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莎姿堡 71KM/1.5H 湖區 196KM/3H30Min 克魯洛夫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舊城傳統風味或飯店內用

宿：OLD INN 或 MLYN 或百威城市區四星級旅館 或 同等級 

 

第 04 天 克魯洛夫－瑪麗安斯基(卡羅維瓦利) 
清晨您可享受屬於南波西米亞地方特有的寧靜，清新且無擾，今日時光彷彿停留在 18 世

紀般，克魯洛夫的任何事物都像未曾改變過，伏爾塔瓦河呈Ｓ型地貫穿全鎮，小鎮的所有

道路皆是由小石頭及石板塊所舖成，滿城紅色的屋頂，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其中。接續

歐洲風景最優美溫泉渡假區一瑪麗安斯基。(如遇客滿將改住卡羅維瓦利) 

■【下車參觀】歌德式邊界城堡、巴洛克式城塔、市政廣場。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克魯洛夫 233KM/3H20Min 瑪麗安斯基 

品飲忘憂水，查理之泉滌洗凡世心靈： 

卡羅維瓦里的溫泉療法享譽歐洲，貝多芬、莫札特都曾到此尋找靈感，自從 1522 年發現

溫泉療效以來，目前已估計盡百個左右的溫泉，其中進 12 個具有特別的療效，今早您將

有機會盡情品飲，別忘記必需優閒的散步，我們也特別推薦您號稱第 13 種溫泉的貝赫洛

夫卡酒，因為旅遊仍應不忘健康。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波西米亞風味餐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宿：DANUBIUS HEALTH SPA RESORT BUTTERFLY 或 SPA HOTEL THERMAL 或同級 

 



第 05 天 瑪麗安斯基∼42km卡羅維瓦利 Karlovy Vary∼132km布拉格 Prague(伏爾塔瓦

河遊船) 
今早前往卡羅維瓦利起源自 14 世紀，國王查理四世於狩獵時意外的發現，加上 1522 年

被醫瘵報告指出具有瘵效之後，成為捷克規模最大的溫泉療養地，堪稱是捷克數一數二的

天然美景，依山傍谷的渡假小鎮，優雅環境中散發各時期的建築風華；因此也被譽為「歐

洲最漂亮的療養勝地」，哥德、莫札特、海頓、蕭邦、德佛札克等無數名人都曾造訪。今

日我們將在此停留 2 晚，在沉浸於幽微的中古意境中…。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捷式豬腳風味餐             晚餐：伏爾塔瓦河遊船晚餐 

宿：五星 JALTA 或 AMBASSDOR 或 CORINTHIA 或 同等級 

 

第 06 天 布拉格＜古堡皇宮區＞ 
邂逅布拉格就從古堡皇宮及小城區開始，流傳不斷的傳說對照著更迭的歷史，就如在此拍

攝的電影『阿瑪迪斯』一般，將最美的一切呈現給世人，宛如童話故事一般的巴洛克式建

築與街道，在過往遊客與人群中歷經無數的歲月與寒暑，也許沒有卡夫卡般的文采，可是

我們卻能如其他騷人、墨客般在此駐足與徘徊，伏爾塔瓦河畔秀麗且典雅的景致，在弦音

不斷的悠揚樂聲中，更顯其美感；卡夫卡曾在信中說：我最喜歡划著我的小船，沿伏爾塔

瓦河逆流而上，然後仰臥在船中，順流而下，欣賞不同形式的橋……搭船遊覽如詩如畫的

伏爾塔瓦河，從河上欣賞兩岸明媚風光，是另一種角度的體驗，思緒隨著河水漂流，煩惱

早就隨風而去，只剩一身的悠閒與浪漫。老城、舊廣場旁未曾受過破壞且各具特色的古建

築，無論是哥德或是文藝復興皆令人津津樂道，不愧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遴選為

人類遺跡城；查理古橋上的依舊是街頭表演的藝人、畫家及川流不斷的過客，夕陽下仿若

是一幅美麗的畫作，是如此自然且悠閒！   
■【下車參觀】查理士大橋、老城廣場、火藥塔。 

■【含入場券】布拉格古堡區、聖維特爾教堂、黃金小巷。 

■【特別安排】布拉格電車。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宿：五星 JALTA 或 AMBASSDOR 或 CORINTHIA 或 同等級 

 

第 07 天 布拉格－特爾趣 TELC－維也納 
今早首先前往 1992 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保護的古城特爾趣，2013 年還被評比為歐洲

7 座最美小鎮之一，城內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戲劇性地聳立於山頭，在森林湖泊的環繞

下，粉色建築令人怦然心動，也只有親眼所見，才知道照片上那些粉牆屋宇的色彩，是如

此的難以真實呈現。隨後返回音樂之都維也納，維也納曾是統治歐洲長達 600 多年的哈布

斯堡王朝首都，也是歐洲的經濟重心，富麗堂皇的皇宮、豐富音樂及藝術，世上偉大的音

樂家，如貝多芬、莫札特、舒伯特等都在此地居住停留過，環城大道上一流的建築師將歐

洲最氣派雍容的建築全部在維也納重現。午後抵達參觀貝維帝爾宮位於普林茲．分為上宮

及下宮兩座巴洛克式宮殿。晚餐後就讓我們如皇室貴族般地欣賞一場★維也納音樂演奏會，維也

納素以音樂之都著稱，聆聽音樂會已經成為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每晚在維也納都有許多場的音樂演

出，今夜一同來體驗維也納浪漫的音樂之夜吧！(安排之音樂會欣賞依當日預訂表演場次為主，無法

於參團時即確認場次及曲目，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薩哈利亞修廣場、貝維帝爾宮。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維也納市區遊。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小鎮雞腿料理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宿：HILTON DANUBE 或 ATH 系列 或(遇大型展會則改住距離維也納市區約 40 分鐘車程的斯洛伐克首

布拉提斯拉瓦，並安排住宿或同等級 



 

第 08 天 維也納<雄布朗宮> 
今早前往身為帝國首都的維也納從古至今也一直是中歐不同文化交際的中心。而★熊布朗 

宮建築均融合巴洛克、哥德式風格，氣勢恢弘，曾是歷代王室居室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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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自由活動於維也納歷史古城

區觀光購物。 

■【下車參觀】百水公寓、霍夫堡宮。 

■【含入場券】熊布朗宮。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豬肋排風味餐          晚餐：方便購物，發放餐費 15 歐元 

宿：HILTON DANUBE 或 ATH 或(遇大型展會則改住距離維也納市區約 40 分鐘車程的斯洛伐克首府布

提斯拉瓦，並安排住宿或同等級 

 

第 09 天 維也納／桃園 
Auf Wiedersehen 再見！維也納 VIENNA！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但內心深處卻已

留下永恆的記憶，告別古都舊域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10 天 桃園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中正機場，結束奧捷十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XXX 

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