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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奧捷~ 

米其林、鹽礦、國王湖、城堡、遊船饗宴 10 天 (CI) 

在奧捷，譜一曲旅人的歌 
     飛向音樂國度，拾起沿途每一個閃亮的音符 

       心打開，音符就會串成最美妙的曲 

         聽布拉格在唱，那是屬於旅人的歌.. 

  行程不是填滿就好，我們希望在您有限的旅遊時間內，能讓您放慢腳

步，在古城中，再巷弄間，或許吃一頓飯，或許喝杯咖啡，深切的體驗歐

洲人文.文化.藝術之美…… 
 

超值贈送 1. 【米其林推薦餐廳】 

 



 2 

特別介紹：米其林（Michelin）餐廳：早期米其林公司在法國各地的休息站都設有更換輪胎和

保養的服務，為了讓客戶知道什麼地方有加油站，可以享受這些服務，1900 年米其林餐飲指南

創刊，起初只是順便介紹加油站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及好吃的小店，到了 1926 年開始刊登

法國優良餐廳名單，1931 年更設計出以交叉的湯匙和叉子標誌來顯示餐廳的等級，後來又以一

至三顆星星做為餐飲最高等級的標誌，目前只要是米其林推薦餐廳，不管是星星或叉叉都值得前

往享用。 

 

超值贈送 2. 【布拉格電車體驗】 

除了巴士，特別安排由專業領隊帶領搭乘電車慢遊布拉格，更深入、親近捷克。

 

 

超值贈送 3. 【布拉格遊船午宴】 

布拉格遊船：伏爾他瓦河貫穿布拉格市區，搭乘遊船盡賞兩岸風光，從河岸上欣賞布拉格的風光

與搭乘遊船的感受是非常不同，難得優閒從這一刻開始。 

 
 

超值贈送 4. 【浪漫查理橋”橋塔”登頂】 
查理大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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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接老城與

布拉格城堡及鄰近地區最重要的通道，查理大橋長 516 米，寬約 10米，16 個橋拱，兩端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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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橋塔，其中兩座位於布拉格小城一側，一座位於布拉格老城一側。老城橋塔經常被認為是世界

上最令人驚訝的世俗哥德式建築之一。於充滿了尖塔、圓頂的塔式古老建築物，羅馬式、哥德式、

巴羅克式及文藝復興式風格的布拉格。從高處俯瞰時，這些塔樓接連著成為一片塔林，因此布拉

格也有亦有「百塔之城」的稱呼。讓我們一同登高瞭望美麗景之喔! 

 

 

超值贈送 5.【”交響情人夢美景”遊賞】 
《交響情人夢》為二之宮知子原作的漫畫作品，以古典音樂作題材，其後被改編成電視劇及動畫。 

男主角千秋真一是音樂大學的鋼琴科 4 年級學生。目標是成為指揮家的他，因為幼年遇上了飛機

意外的經驗，而害怕乘搭飛機，因此沒法出國留學。又因為與前任鋼琴教師不和以及與女友分手

開始變得自暴自棄，但某次無意中聽到同系學妹野田惠美妙的鋼琴聲後，便深深受到吸引。我們

帶您前往電影拍攝地俯瞰美麗皇城-「布拉格」。 

  

 

超值贈送 6.【國王湖】 

德奧邊界不遠巴伐利亞邦內美麗而清澈的國王湖區，位於瓦茨曼峰山腳，湖面狹長，兩岸群峰環

繞，山高水深，既有北歐峽灣之峻峭、壯闊，亦富歐洲山林修道院之典雅。四周嚴峰峭壁和蒼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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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環抱，幽靜而神秘。

 
 

超值贈送 7.【貝希特斯加登鹽礦場】 

德國最古老的鹽礦，位處德國奧地利邊界，您將穿上採礦工作服，乘坐長木條狀小火車開始鹽礦

之旅，帶你進入地底世界，古味十足的木滑梯特殊設計與新鮮刺激經驗，令人難忘的旅遊體驗。 

 

超值贈送 8. 【隨身無線導覽耳機】 

貼心安排【隨身無線導覽耳機】，讓你不因集合講解而 

錯失許多拍照時間。 

行程順暢、精選住宿，市區飯店=絕佳旅遊體驗 

全程涵蓋奧地利、捷克二國之精華，安排四星以上住宿旅館，並以市區飯

店為主(行車 20 分鐘內)充份感受歐洲夜晚古城之美。 

【嚴選旅館】： 

★溫泉區住宿一晚五星飯店 

★克魯諾夫市區小鎮飯店：旅遊書中的美景，即將躍然眼前，克魯諾夫古堡區的景緻，讓人如癡

如醉。如果能在此停留一晩，必定一夜好眠，令人難忘。(若滿房改住外圍小鎮)  

 ★布拉格連住兩晚五星飯店：美麗的伏瓦塔河婉蜒流過布拉格，兩岸景色令人流連，數百年來詩

人、音樂家歌頌布拉格風光，白天明亮輕盈，夜晚深邃寧謐，可輕鬆體會不同的美感。 

布拉格連住兩晚旅館，住宿不用一定要五星，在千年城市 HOTEL座落位置選擇更重要。 

(以上飯店或同級，以行前說明會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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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聖誕市集 Weihnachtsmärkte (若有卡到下面日期團體將帶大家暢遊聖誕市集) 

東歐聖誕市集的歷史，可追源至中古時期。按文獻記載，德國最古老聖誕市集是 1434 年德勒斯

登的 Striezel 市集(Striezelmart)，Striezel 本來普魯士文的意思，指象徵包裏耶穌聖嬰的果子蛋糕

卷。很多其他德國大城市，如柏林、紐倫堡、法蘭克褔等的聖誕市集，亦已有數百年歷史。為了

保持它原有的「味道」，很多聖誕市集也在古來用作聚集場所的歷史地點中舉行。例如慕尼黑的聖

誕市集設於市中心著名的瑪麗安廣場，那相信是全城最古老的人群聚集地之一。每年遊歐洲最特

別的季節一定是從 11 月下旬開始。此時的東歐，超過 2500 個聖誕市集陸續登場，足足一個月的

時間，德國各地都沉浸在歡樂當中。廣場上永遠人潮眾多，高大的聖誕樹、溫馨的小木屋、旋轉

木馬、摩天輪、盛大嘉年華伴隨著亮麗璀璨的聖誕燈飾和甜蜜的聖誕歌聲，將東歐化身夢樂園。 

布拉格：2019 年 11 月 30 日～2020 年 1 月 6 日。（地點：舊城廣場。） 

維也納：2019 年 11 月 16 日～2019 年 12 月 24 日。（地點：舊城廣場。） 

薩爾茲堡：2019 年 11 月 21 日～2019 年 12 月 26 日。（地點：教堂廣場。） 

布達佩斯: 2019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1 月 6 日。（地點：教堂廣場。） 

 

 

 

 

 

 

 

**實際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063 台北 維也納 23:35 06:05+1 

中華航空 CI064 維也納 台北 11:00 0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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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台北／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今日準備好行囊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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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豪華客機上 

======================================================================== 

第 二 天 維也納－哈斯達特湖區－薩爾茲堡 Salzburg 

抵達維也納後前往以高山湖泊、自然美景而聞名的奧地利湖區。抵達哈斯達特湖區 HALLSTATT，

遊覽湖光山色，令人陶醉在自然景致之中!! 哈修塔湖是湖區最優靜美麗、水溫最低的湖泊。早在

三千多年前人類歷史就已經在此落腳，是一個文化古蹟小鎮，此地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

為「世界文化遺產」。 

午後前往薩爾姿堡。薩爾姿堡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地、故鄉，也是奧地利著名的主教城、

大學城，城內保留許多雄偉且華麗的『巴洛克風格建築』，如：主教府邸、大教堂、舊市政廳……

等等，所以素有北方的羅馬之稱。都市風格高雅悠靜而且是知名的電影－真善美的拍攝場景所在

地，雖然已事隔數十年，還是令人懷念記憶猶新。 

薩爾姿堡－有音樂藝術山城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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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斯達特湖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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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地利醉美在湖區。 

【下車參觀】：哈斯達特湖、莫札特故居、米拉貝爾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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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因應哈斯達特湖區 2020 年開始實施人流管制，限定每位團體旅客至少需停留 2.5 小時以上

才可申請入內，且每日只限訂 54 輛巴士進入。故若遇哈斯達特湖區訂滿，則改參觀真善美電影

拍攝地「聖沃夫岡湖區」，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行車距離】：維也納~288KM~哈斯達特湖區~72KM~薩爾茲堡。 

早餐／機上 午餐／湖區鱒魚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Austria Trend Hotel Salzburg West 4★或同等級 

======================================================================== 

第 三 天 薩爾茲堡－國王湖－貝希特斯加登鹽礦－克魯洛夫KRUMLOV(巴德優維

札) 

早餐後，前往德國最美的世外桃源－國王湖。在最後一個冰河時期由冰川形成，是德國最深的湖

泊。周圍完全被阿爾卑斯山脈環抱，位於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內，是德國著名的旅遊勝地。國

王湖因其清澈的湖水而聞名，它被認為是德國最乾淨和最美麗的湖泊。今早前往時光倒流充滿中

古世紀風情的庫倫諾夫，依然艷麗的庫倫洛夫城堡高塔彩繪，伏爾塔瓦河上小橋流水不見古樹昏

鴉，美麗小鎮，紅色屋頂，不見荒涼，只有深沉的古樸美麗！夜宿此寧靜的南波希米亞小鎮。 

國王湖－德奧邊界不遠巴伐利亞邦內美麗而清澈的國王湖區，位於瓦茨曼峰山腳，湖面狹長，兩

岸群峰環繞，山高水深，既有北歐峽灣之峻峭、壯闊，亦富歐洲山

林修道院之典雅。四周嚴峰峭壁和蒼翠樹木環抱，幽靜而神秘。 

貝希特斯加登鹽礦場－德國最古老的鹽礦，位處德國奧地利邊界，

您將穿上採礦工作服，乘坐長木條狀小火車開始鹽礦之旅，帶你進

入地底世界，古味十足的木滑梯特殊設計與新鮮刺激經驗，令人難

忘的旅遊體驗。 

克魯洛夫 CESKY KRUMLOV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受保護

古城，有歐洲最美麗中古小城之稱。來到這裡，時光彷彿停留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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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紀，就像一切都未曾改變，伏爾塔瓦河以 U 型河套將全鎮區分成城堡區與舊城區，小鎮的所

有道路皆由小石頭及石板塊所舖成，滿城紅色的屋瓦，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其中。在克魯洛夫，

從黃昏、夜晚到清晨，完整享有一段寧靜祥和的中古風情。 

【下車參觀】：國王湖、克魯諾夫~市政廳、城堡、橋廊、修道院玫瑰飯店。 

【門    票】：鹽礦。 

【行車距離】：莎爾茲堡~38KM~國王湖 ~249KM~克倫洛夫。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捷式地窖牛排風味 

住宿：OLD INN或 MYLN 4★或同等級(若滿房改住布達優維札飯店) 

======================================================================== 

第 四 天  克魯洛夫－卡羅維瓦里 KARLOVY VARY(瑪莉安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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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前往大氣豪華的巴洛

克式溫泉城鎮：卡羅維瓦里，微甜舒暢的空氣，美麗建築風格，琳琅滿目的店街，執手漫遊，與

美感共鳴。隨後穿越伏緩丘陵農田小村，抵中歐最美最浪漫的布拉格，中古世紀至今，吹的是一

樣的風，帶著美麗帶著浪漫的微風。德國文豪歌德、音樂家蕭邦曾到訪，及英皇愛德華都對此地

深深著迷，曾說過：「我走遍歐亞各地的溫泉名勝，沒有一處能比得上這兒，充滿詩意，讓我為它

的自然美景著迷！」 

卡羅維瓦里－查理四世皇帝在一次狩獵時不經意發現具有療效的溫泉，從此命名為一查理之泉，

許多溫泉療養所、高級飯店及商家皆沿著台伯河起建，因其物價合宜與具有療效溫泉聞名而吸引

不少旅客到此駐足，在此喝溫泉比泡的溫泉出名，溫泉水屬鹼性，且薀含二氧碳、鈉、氯化納及

硫酸鹽，三大溫泉長廊更是讓此溫泉小鎮憑添中世紀建築藝術氣息，別忘買個漂亮溫泉杯淺嘗這

帝王之泉，尤其是金蛇溫泉更是許多遊客的最愛，其口感有如汽泡水一般，令人驚艷。這美麗的

巴洛克式溫泉小鎮，微甜舒暢的空氣，美麗建築風格，琳琅滿目的店街，執手漫遊，與美感共鳴。

座落在如圖畫般的山谷，台伯河流穿，置身童話般的城市，自 18 世紀即是歐洲名聞遐邇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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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哥德、莫札特、海頓、蕭邦、德弗札克等數知名人士，還有你，都曾造訪此地。 

【下車參觀】：卡羅維瓦利:磨坊溫泉迴廊、莎多瓦溫泉迴廊、德弗札克公園。 

【參考行車時間及距離】：克魯洛夫 236KM：3HR 卡羅維瓦里。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捷式豬腳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Esplanade Hotel 5★ 或 Grandhotel Pupp 5★ 或同等級。 

======================================================================== 

第 五 天  卡羅維瓦里(瑪莉安斯基)－布拉格【米其林推薦料理+古堡皇宮區+浪漫

查理橋”橋塔”登頂】 

捷克音樂家史麥唐納名曲「我的祖國」敘述伏爾塔瓦河的場景，悠揚中細膩展現布拉格的婉約浪

漫，河岸布拉格古堡雄視百塔之城，至今仍是捷克總統府與接待國賓場地，古堡內捷克最莊嚴神

聖的聖維特教堂，慕夏之窗彩繪玻璃珣爛奪目，敘述歷史雕刻品林列，國王加冕之地，再再顯示

國家信仰的瑰寶，卡夫卡的小說「城堡」書寫地，如童話般靈巧的黃金小徑，是否看到卡夫卡靜

謐的身影？僅供步行的查理士橋，別有一份低迴的姿態。查理士橋的清晨、日間、夜晚各自展現

風情，不變的是濃濃的浪漫氣息，人生不能不經歷的浪漫就在眼前；橋上的雕像聆聽多少人虔誠

的願望；賣藝的街頭藝人耍弄著各色木偶，伏爾塔瓦河的美景是如此令人迷醉。時間，在布拉格

也似乎凝止不動，除了每整點吸引大批人潮欣賞的市政府天文古鐘，美輪美奐的機械裝置不只見

證了時代的變遷，更克服了歲月的考驗。 

 

古堡皇宮區－舊皇宮裡尋找往昔貴族遺跡，聖維塔大教堂中欣賞美麗的玻璃花窗、精采的細部雕

刻；駐足於火藥塔、修道院、皇家花園間，聽見傳說與歷史真真假假交錯；童話故事般的建築與

街道，在川流不息的遊客中繼續上演著這一個世紀的劇本。 

黃金小巷－小徑中並列著童話般的各色小巧房舍，歷史上曾經是僕人工匠居住之處，後來因為聚

集了為國王煉金的術士而得名，一度曾經變成貧民窟，20 世紀中期重新規劃，改成小店家，如今

賣著各式紀念品，每家各有特色。卡夫卡住過的 22 號，目前是一家精緻可愛的小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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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士大橋－與聖維塔大教堂同為彼得巴勒的建築作品，長達 505 公尺，16 個巨大橋墩、兩端

的橋塔，以及兩側高大聖像群，讓這座大橋與眾不同。當地政府非常重視歷史遺跡的保存，為了

避免崩壞，早就規劃為人行步道。 

舊城區－古意盎然卻又生氣蓬勃的舊城廣場，每天總是吸引無數觀光客，各年代的建築矗立，簡

直是個活生生的建築史教室；與周圍各種粉色系房屋互相輝映，不愧為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遴選

為”人類遺跡城”。 

布拉格－從羅馬式建築、哥德式建築、巴洛克建築，到新古典主義式建築，整個布拉格宛如一座

建築博物館，任由瀏覽與探索，布拉格的歷史就寫在這些受到細心保存的建築物中。藍天下，大

地色系的建築，是否也讓你想起慕夏的畫？伏爾塔瓦河畔秀麗典雅的景致，總讓人遲遲不肯離去。 

【下車參觀】：查理士大橋、老城廣場、火藥塔。 

【門    票】：布拉格古堡區、電車體驗、查理士橋橋塔登頂 

             (PS. 如遇維修、關閉，則改為登火藥塔 或 予以退費。)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HOTEL GOLDEN TULIP SAVOY 5★ 或 CORINTHIA TOWER 5★或等同級。(若遇旺季客

滿 改住市區 4★飯店則每人退費 10 歐元) 

======================================================================== 

第 六 天 布拉格 【伏爾塔瓦河遊船午宴+交響情人夢美景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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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午後，閒逛布拉格，或逛街、購物，或巡訪卡夫卡的故居，放

慢腳步，細細品味每一個角落，文學、古堡、街頭藝人和美麗的傳說，成就完美的布拉格。 

米其林推薦料理 - 特別安排的精華，整個餐廳裡外都蔓延著濃濃的布拉格情調，奶油色的牆，裝

飾著繁美的線條；眺望窗外，布拉格的紅色屋頂們，就在前方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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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響情人夢 - 為二之宮知子原作的漫畫作品，以古典音樂作題材，其後被改編成電視劇及動畫。 

男主角千秋真一是音樂大學的鋼琴科 4 年級學生。目標是成為指揮家的他，因為幼年遇上了飛機

意外的經驗，而害怕乘搭飛機，因此沒法出國留學。又因為與前任鋼琴教師不和以及與女友分手

開始變得自暴自棄，但某次無意中聽到同系學妹野田惠美妙的鋼琴聲後，便深深受到吸引。我們

帶您前往電影拍攝地俯瞰美麗皇城-「布拉格」。 

布拉格遊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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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交響情人夢美景遊賞。 

【門    票】：伏爾塔瓦河遊船午宴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伏爾它瓦河遊船午宴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HOTEL GOLDEN TULIP SAVOY 5★ 或 CORINTHIA TOWER 5★或等同級。(若遇旺季客

滿 改住市區 4★飯店則每人退費 10 歐元) 

======================================================================== 

第 七 天 布拉格－特爾趣 TELC－維也納 VIENNA 

透明粉色的清晨，繼續前進中古小城 

今早即前往捷克最美最具文藝復興代表作的小鎮－特爾趣，這座充滿童話的小鎮環繞著三大美麗

的水池並在 1992 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三面湖泊環繞的特爾趣 TELC－1992 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保護的古城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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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斯丹普尼茲湖、烏立茲湖、薩加利亞廣場。 

【行車距離】：布拉格~79KM：1H20m ~特爾趣 ~155KM：2H ~維也納。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捷克烤肉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AUSTRIA TREND 或 NH 4★或同等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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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天  維也納 VIENNA【熊布朗宮後花園+貝維帝爾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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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布朗宮後花園－哈布斯堡瑪麗亞特蕾莎女皇最具代表建築，是著名的維也納會議舉行之地，也

被收列世界文化遺產，美侖美奐的內部陳設，金碧輝煌的雕刻，不愧為帝國的首都皇宮，因此地

的一道美麗泉水而得名亦稱美泉宮，其後花園更是必須參觀。 

【行車經過】：環城大道。 

【下車參觀】：賀福堡宮、瑪麗亞特蕾莎廣場、熊布朗宮後花園、貝維帝爾宮。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維也納烤豬肋排+沙河蛋糕  

住宿：AUSTRIA TREND 或 NH 4★或同等級。 

========================================================================  

第 九 天 維也納／台北 

收拾起這一路的閃亮 

最後，捷克的音符，已在心底譜成美麗的樂曲，等在未來的日子裡，隨時聆聽。踏上歸途，經由

維也納機場，飛往家的方向。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 

第 十 天 台北 

相約下一個旅程 

夢醒時分，抵達中正機場，結束 10 天的奧捷美麗行程，讓我們一起期待下一個夢幻行程，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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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 

早餐／機上 午餐／溫暖的家 晚餐／溫暖的家 

【上述資料僅供現階段參考，正確行程順序及內容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行

程

地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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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自費活動表 
  以下自費項目如需報名參加請洽詢當團領隊 

地區 項目 介紹 金額 

奧地利維也納 
1 熊布朗宮 

(美泉宮) 

報名時間：請洽詢當團領隊 

費用：含熊布朗宮入內門票.預約費.專業導遊

講解費.服務人員小費 

※須 15 人以上成行 

40 歐元/人 

奧地利維也納 2 維也納音樂會 

座位以後段區為主 

報名時間：請洽詢當團領隊 

費用：含音樂會門票.訂位費.預約費.帶位小

費.服務員小費.交通費 

※須 15 人以上成行 

70 歐元/人 

西式餐 3 三道式為主 ※須 15 人以上成行 25 歐元/餐/人 

中式餐 4 六菜一湯+水果 ※須 15 人以上成行 15 歐元/餐/人 

報名項次：1.      2.      3.      4.           簽名： 

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