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享奧捷~美食、湖區、城堡、遊船十天
出發日期：2019
現金優惠價：

年 02 月 23.25 號

54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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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格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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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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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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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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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皇室古老傳說地”高堡”遊賞】
根據古老的傳說，自西元九世紀起，高堡就是捷克皇室第一個王權所在地，至今還遺留著 14~18 世紀的城牆
皇宮等建築，靜靜的看著歷史之河在腳下流過，有許多公園及俯瞰布拉格市區的最佳景點，捷克最有名的音
樂家一史麥塔那也長眠於此。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9/02/23
〔星期六〕
2019/03/03
〔星期日〕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063

台北(桃園)

維也納

23:35

06:25+1

CI064

維也納

台北(桃園)

11:00

06:00+1

行程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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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X

住宿 : 夜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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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爾姿堡是音樂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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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爾姿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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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飛機上享用

午餐: 湖區鱒魚料理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 Austria Trend Hotel Salzburg West 或 同級

第三天 薩爾茲堡－克魯洛夫 KRUMLOV(巴德優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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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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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 OLD INN 或 MYLN 或 同級

晚餐 : 捷式地窖牛排風味

第四天 克魯洛夫－皮耳森－卡羅維瓦里 KARLOVY VARY－布拉格 PR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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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往捷克知名的皮爾森啤酒發源於地-皮爾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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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
來到了夢幻之城布拉格。布拉格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布拉格她那古色古香的美景遠遠勝過義大
利。」哥德、文藝復興、巴洛克到新藝術風格與立體派建築一應俱全，不管白天或夜晚您都能近距離接觸布
拉格的美。今日起我們將在此停留 3 晚。
皮耳森 -是皮爾森州的首府，位於捷克波希米亞地區西部，距離布拉格約 90 公里，是該國第四大城市。著
名的金黃色晶瑩剔透的皮耳森啤酒即於 19 世紀發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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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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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堡－根據古老的傳說，自西元九世紀起，高堡就是捷克皇室第一個王權所在地，至今還遺留著 14~18 世紀
的城牆皇宮等建築，靜靜的看著歷史之河在腳下流過，有許多公園及俯瞰布拉格市區的最佳景點，捷克最有
名的音樂家一史麥塔那也長眠於此。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豬腳風味料理+啤酒 1 杯

晚餐 : 為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住宿 : NH HOTEL 或 MAJESTIC 或 ELEPHANT HOTEL 或 同級

第五天 布拉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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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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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光劇(自費推薦 30 歐)－是捷克戲劇活動中最特殊、知名度也最高的一種。黑光劇的特色將燈光和色彩作特
殊處理，營造出奇幻的效果，因此也有人稱它為「幻象劇」。 黑光劇的舞台佈景是全黑的，演員也全身著黑
衣或蒙上黑布，台前只以兩盞燈光照射因此演員看起來幾乎是隱形的。演出時演員手持塗上螢光的道具、或
在身體某些部位塗上色彩，讓舞台上顯現出許多奇妙的影像；有些黑光劇像特技表演，有些則有劇情黑光劇
的演員全身都是默劇表演的細胞，他們嫻熟多變的肢體語言，是黑光劇表演的靈魂所在。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 : 為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住宿 : NH HOTEL 或 MAJESTIC 或 ELEPHANT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布拉格 【米其林推薦料理+伏爾塔瓦河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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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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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米其林推薦料理

晚餐 : 為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住宿 : NH HOTEL 或 MAJESTIC 或 ELEPHANT HOTEL 或同級

第七天 布拉格－特爾趣 TELC－維也納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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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粉色的清晨，繼續前進中古小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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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特爾趣，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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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安排 70 歐】：維也納之夜～宮廷音樂會
「音樂之都」～維也納，是音樂人展露才華最大的舞台，如海頓、貝多芬、莫札 特、舒伯特..等音樂大師都
曾在此嶄露角頭，並留下許多成名曲。如果您喜歡音樂，來到維也納不去聽一場音樂會，就好像是入寶山空
手而返。早在哈布斯堡時代裡，聽音樂會是象徵當代皇室貴族處世的生活態度。今晚您可自費前往美泉宮橙
廳 ORANGERIE SCHöNBRUNN 或 KURSALON(或其他音樂劇)裡聆聽欣賞一場優美動人的樂音，今夜就在音樂聲
中渡過一個難忘的奧地利維也納之夜。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波西米亞烤鴨餐

晚餐 :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 AUSTRIA TREND 或 NH 或同級

第八天 維也納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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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特別安排前往百水先生最具代表性作品的『百水公
寓』、『百水村』加深了您對維也納的印象。由專業藝術導遊為您解說，相信你對奧地利的認識不在僅限於音
樂領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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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 : 烤豬肋排+沙河蛋糕

住宿 : AUSTRIA TREND 或 NH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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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十天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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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同行。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晚餐 : X

午餐 : X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