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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斯洛洛伐伐克克、、匈匈牙牙利利、、捷捷克克、、奧奧地地利利--四四國國  

匈匈牙牙利利--多多瑙瑙河河遊遊船船++斯斯洛洛伐伐克克--城城堡堡++捷捷克克--古古都都++

奧奧地地利利--音音樂樂之之都都++風風華華古古都都  1122 日日遊遊  

搭搭中中華華或或長長榮榮直直飛飛班班機機--奧奧地地利利維維也也納納進進出出   
                  出出發發日日期期安安排排在在：：0066 月月 2200--2222 日日。。   

第第一一天天   桃桃園園國國際際機機場場   //   維維也也納納國國際際機機場場     

    CI-63  23:20/06:30+1(每週二、五不飛 )  四四 ++二二或或六六 ++四四飛飛  

    BR-61  22:30/08:35+1(停 BKK.每週三、五、日不飛 ) 

    BR-65  23:30/07:05+1(每週三、五、日飛 )三三 ++一一或或五五 ++三三飛飛  

    今日於集合於桃園機場會合，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  

       歐洲，平穩的飛行中安靜休息，飛機於隔天早上抵達維也納，通過  

       海關檢驗後，隨即迎接精彩的旅程。晚餐+早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第二二天天   維維也也納納國國際際機機場場   ((6600 公公里里 ))   //   布布拉拉提提斯斯拉拉瓦瓦 ((斯斯洛洛伐伐克克首首都都 ))   

            （（ 4433 公公里里）） //   （（ 220000 公公里里））布布達達佩佩斯斯 ((匈匈牙牙利利 ))   

          ※※斯斯洛洛伐伐克克的的第第一一帝帝國國～～布布拉拉提提斯斯拉拉瓦瓦※※   

           班機清晨抵達通過海關後，搭車前往斯洛伐克首都 -布拉提斯拉瓦。  

斯洛伐克境內各城市，都保持有完整的古蹟、共約百座城堡要塞，主要原因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捷克與斯洛伐克對於德國納粹軍隊的入侵，並未予以抵

抗，所以大部分建築物並未遭受破壞，保護的相當完整，有數處以被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而斯洛伐克境內第一個被侵略成為帝國正經大城的都市，正是布拉

提斯拉瓦。經過著名的洛可可式地標 -總統府，前方廣場有著球型噴水池的襯

托，氣勢磅礡，瑪麗亞‧泰瑞莎女王曾造訪此宮。沿著石板小路前進，來到舊

城中心廣場，四周環繞著各國駐斯大使館及其他古色古香建築，仔細瞧瞧轉角

邊上的舊市政廳黃色外牆上有個突丌

的黑點，是拿破崙軍隊進攻斯洛伐克留

下的證據，這一發砲彈就這樣卡在牆上

成為歷史見證。穿梭巷道，來到國家劇

院，站在劇院向舊城廣場的方向望去，

前方的林蔭大道一路延伸到多瑙河畔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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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石磚排列成城堡標誌，是許多人喜愛駐足休憩的地方。老城旁小山上

的布拉提斯拉瓦城堡，羅馬帝國時期曾是軍事要寨，遠遠看去好像一張翻面倒

立的桌子，四肢腳朝天，是斯拉夫民族最重要的政治，行政和教會中心。  

    【下車參觀】經過總統府、舊城廣場、國家劇院、布拉提斯拉瓦城堡。  

    遊覽後，搭車前往匈牙利首都 -布達佩斯，也全國的行政與經濟文化中心。

橫跨在多瑙河的兩岸，基本上由布達與佩斯兩個城市組合而成，左岸是古老又

傳統的布達城，右岸則是充滿巴洛克與古典主義建築的商業城市佩斯。  

【【雙雙子子城城，，風風華華無無限限】】多瑙河之珠布達佩斯絕對值得停留，我們安排住宿 2 晚，

讓您對此城市更深接觸；多瑙河畔白天真的很美‧黃昏與夜晚確更添撫媚 ..多

瑙河畔上的城堡山、鍊橋、古典國會 ..風光勝過一切。  

              早早餐餐：：機機上上。。 //   午午餐餐：：斯斯洛洛伐伐克克三三道道式式西西式式風風味味。。   

              晚晚餐餐：：匈匈牙牙利利三三道道式式西西式式風風味味。。住住宿宿：：四四星星級級飯飯店店。。   
  

第第三三天天   布布達達佩佩斯斯一一日日遊遊 ++11 小小時時多多瑙瑙河河遊遊船船   //   

                ※※多多瑙瑙河河上上的的明明珠珠～～布布達達佩佩斯斯 BBuuddaappeess tt※※   

        早餐後，安排參觀 1896 年匈牙利千禧年慶典的活動中心的英英雄雄廣廣場場

++市市民民公公園園：布達佩斯最熱門的旅遊區，且是。高聳的千禧年紀念碑是廣場的

亮點。1894 年為該慶祝活動設計了此紀念碑，但直到 1929 年才完成。1932

年命名為「英雄廣場」。  

前往有著「東歐的巴黎」美稱令人嘆為觀止的布布達達佩佩斯斯國國會會大大廈廈 ((外外觀觀 ))，1896

年動工，於 1904 年竣工。是以哥德式復興風格打造的建築，也是世界上第三

大的國會大廈。由著名的匈牙利建築師－伊姆雷斯坦德爾所設計，靈感源自於

西敏寺。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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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參觀多瑙河左岸的布布達達城城堡堡山保存許多重要的布達佩斯中古遺跡以及博

物館，更是整個布達佩斯和多瑙河的眺望點，有著「東歐的巴黎」美稱。  

有布達佩斯瞭望臺之稱的漁漁夫夫堡堡，由迴廊上可眺望對岸新哥德式的國會大廈及

多瑙河上來往的船舶；歷任國王加冕的馬提亞斯教堂，精雕細琢裝飾的石造尖

塔與艷麗的馬賽克鑲嵌屋頂是此教堂的特色。  

【下車參觀】英雄廣場、市民公園、國會大樓 (外觀 )、漁夫堡、馬提亞斯教堂  

           (外觀 )、布達城堡。  

【特別安排】黃昏遊多瑙河遊船 1 小時。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三道式西餐  ／  

       晚餐：Sir Lancelot Medieval 騎士餐廳 http://sirlancelot.hu/?lang=en 

    住住宿宿：：四四星星級級飯飯店店。。   
 

第第四四天天   布布達達佩佩斯斯   //   ((3311 公公里里 ))   格格德德勒勒－－馬馬術術村村   //   ((220077 公公里里 ==33 小小時時 ))   //     

        波波耶耶尼尼切切城城堡堡 BBoojjnniiccee   CCaass tt ll ee   MMuusseeuumm((斯斯洛洛伐伐克克 ))   

    長久以來布達佩斯即有多瑙珍珠及多瑙女王之美譽，復古的布達、現

代的佩斯，多瑙河上點點船隻及細長橋影盡收眼裏，今早我們首先前往英雄廣

場是匈牙利建國千年的歷史紀念，各式的雕刻訴說著匈牙利先祖的英雄事蹟；

隨後前往布達佩斯近郊的著名－馬術村，欣賞傳統的馬術表演，感受草原民族

的豪邁不羈與精湛騎術，穿著傳統服裝的馬夫腳跨兩匹馬駕馭五～七匹馬入

場，坐在無馬鞍奔騰的馬上表演射箭，揮動長長的馬鞭驅使馬匹表演「坐」、

「躺」、「臥」等動作，並安排乘坐馬車馳騁於莊園，讓你感受草原民族的生活；

午餐於吉普賽人的樂音中大啖匈牙利菜餚－『紅辣椒燉肉湯 GULYASR 及鵝腿

風味』，並開懷暢飲匈牙利美酒，渡過歡樂的午後  

後搭車再次進入斯洛伐克前往 -波耶尼切古堡。  

■【入內參觀】馬術村。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紅辣椒燉肉湯 GULYASR 及鵝腿風味』+

匈牙利美酒，／晚餐：波耶尼切古堡西式三道式風味。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http://sirlancelot.hu/?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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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住宿宿：：四四星星級級飯飯店店。。   
 

第第五五天天   波波耶耶尼尼切切城城堡堡 SSNNMM  --   BBoojjnniiccee   CCaass tt llee   MMuusseeuumm  //   ((6644 公公里里 ))     

        特倫欽 Trenčín   //   ((110022 公公里里 ))布布爾爾諾諾 BBrrnnoo  ((捷捷克克 ))   //   ((220066 公公里里 ))

布布拉拉格格 PPrraahhaa((捷捷克克首首都都 ))       

    波波耶耶尼尼切切城城堡堡 Bojnice Castle 童話故事場景般的夢幻城堡 1113 年始

見於史，為一座木質堡壘，後逐漸被改建成石製。 1527 年之後圖索將之改建

為文藝復興式，從 1542 年起成為帕爾菲（Pálffys）伯爵及其家族的住宅，而  

Pálffy 家族的最後一位城堡主人，約翰．弗朗西斯 ·帕爾菲（ JánosFerencPálffy）

伯爵，在  1888 年到  1910 年進行了長達  22 年的修復之路。1888 年帕爾菲

伯爵根據羅亞爾鎮的法國城堡改建

為新哥德式現貌，但內部仍然是 12

世紀的防禦結構。二戰時曾遭共產

黨圍攻。城堡於  1950 年發生一場

重大的火災，在政府的協助下重建  

，爾後，成為斯洛伐克國家博物館

的一部分。內部展示帕爾菲伯爵生

前所收集的珍藏品，以及古董傢俱。 

城堡裡的塔樓和宮殿有著尖峭的尖頂，據說迪士尼樂園睡美人城堡的設計靈感

來源就是波耶尼切古堡。  

波耶尼切古堡是斯洛伐克保存最好的城堡，名列歐洲 10 大城堡之內。  

     ■【【入入內內參參觀觀】】波波耶耶尼尼切切城城堡堡 ((參參觀觀間間約約 7755 分分鐘鐘 ))。。   

特倫欽  （斯洛伐克語：Trenčín）是

位於斯洛伐克西部的一個城市。靠近

捷克邊境。距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

拉發約 120 公里。特倫欽是特倫欽州

的首府所在地。特倫欽是斯洛伐克第

9 大城市。市內有一座修建於中世紀

時期的城堡。 (午餐安排於此 )   

午餐後，途經※文學大師米蘭．昆德拉的故鄉～布爾諾 Brno※  

這是捷克第 2 大都市，也是最重要的工業城，作為摩拉維亞首府期間，布爾諾

留下了許多珍貴文化遺跡，使生物學家孟德爾名留青史的豌豆遺傳實驗，就是

在布爾諾郊區的修道院進行，在山丘城堡、教堂和博物館中都可見證風華歷史。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6%B4%9B%E4%BC%90%E5%85%8B%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6%B4%9B%E4%BC%90%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8B%89%E8%BF%AA%E6%96%AF%E6%8B%89%E7%99%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8B%89%E8%BF%AA%E6%96%AF%E6%8B%89%E7%99%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5%80%AB%E6%AC%BD%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5%80%AB%E6%AC%BD%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4%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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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參觀】包心菜廣場、自由廣場、舊市政廳、聖彼德保羅教堂。  

夢想終會實現，邂逅夢幻之城一布拉格：布拉格是清晨、白天、黃昏到夜晚皆

有不同的美感，許多人說到歐洲旅遊，到了晚上就放牛吃草只能待在飯店  

，無事可作，度過無聊的夜晚，祇要您有足夠的體力我們建議您看看布拉格古

城美麗的夜景，因為我們的飯店精心選擇市區，而非一般還需搭車才能到達飯

店（地鐵營運至午夜 12 時，捷克是天主教國家，治安普遍還不錯，不過請跟

隨領隊或結伴而行並請注意安全）  

市民會館是布拉最重要的文化活動會館，許多大型展覽、活動、社交會議都在

此舉行，每年定期舉辦的國際級音樂盛事「布拉格之春」；另外 1918 年捷克與

斯洛伐克宣布獨立也是在此宣示，可見市民會館在歷史性的重要性。晚餐安排

在此舒適的環境用餐。 (若遇客滿或休息將改百年啤酒餐廳替換 )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晚餐：西式晚餐。  

    住住宿宿：：四四星星級級飯飯店店。。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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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六六天天   布布拉拉格格 PPrraahhaa((捷捷克克首首都都 ))一一日日老老城城區區遊遊覽覽   

    邂邂逅逅布布拉拉格格就就從從古古堡堡皇皇宮宮及及小小城城區區開開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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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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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午我們特別安排享用米

其林推薦美食餐廳。晚間為您的氣質加分，我們特別安排欣賞布拉格特有的音

樂藝術活動之一的魔幻黑光劇，黑白之間由螢光、音樂及人的肢體活動搭配呈

現出來，是布拉格特有的表演，不容錯過。  

■【下車參觀】查理士大橋。  

■【特別安排】黑色魔幻劇～黑光劇、伏爾它瓦河遊船。  

■【含入場券】布拉格古堡區、聖維特爾教堂、黃金小巷、天文鐘。  

謎謎樣樣的的布布拉拉格格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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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采曾說：當我想以另一個字來表達音樂時，我只找到了維也納；而當我  

  想以另一個字來表達”神秘”時，我只想到了布拉格。  

2.市民會館比鄰於火藥塔，堪稱是布拉格的地標建築，新藝術運動風格的建  

  築是當時捷克民族主義的結晶體，由頂級捷克藝術家進行裝飾，我們特別  

  安排在此享用浪漫的晚餐。  

3.特別介紹：黑光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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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晚餐：西式晚餐。  

    住住宿宿：：四四星星級級飯飯店店。。   
  

第第七七天天   布布拉拉格格 PPrraahhaa  //   ((117722 公公里里 ))克克倫倫魯魯夫夫 kkrruummlloovv((捷捷克克 ))   //   ((221188 公公   

              里里 ))薩薩爾爾斯斯堡堡 SSuullzzbbuurrgg((奧奧地地利利 --音音樂樂之之都都 ))     

        ★★戀戀戀戀契契斯斯凱凱‧‧庫庫倫倫洛洛夫夫～～清清雅雅脫脫俗俗薔薔薇薇美美少少女女★★     

              今早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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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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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馬蹄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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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德式樣的捷克克魯姆洛夫城堡是在公元 1250 年左右由克魯毛君主（Herr 

von Krumau）興建。在公元 1302 年，

該家族衰敗之後，克魯毛成為羅森伯格

家族（Rosenberg）的領地，又於 1602

年，由來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神聖羅馬帝

國皇帝魯道夫二世購得。在白山戰役

（Weiß en Berg）之後，哈布斯堡家族

將其賞賜給了該家族支系的封建貴族，很可能是斐迪南二世。  

1628 年，皇帝費迪南二世把克魯毛公爵稱號並克魯毛地區一併授予漢斯 ·烏爾

里希·馮·埃根貝格，1649 年克魯毛公爵頭銜並封地一併由他兒子約翰 ·安東繼

承，他娶了瑪麗 ·恩斯特妮，來自施瓦岑貝格家族的女伯爵，他們夫妻沒有後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5%85%8B%E5%85%8B%E9%B2%81%E5%A7%86%E6%B4%9B%E5%A4%AB%E5%9F%8E%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B8%83%E6%96%AF%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2%81%E9%81%93%E5%A4%AB%E4%BA%8C%E4%B8%96_(%E5%BE%B7%E6%84%8F%E5%BF%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5%B1%B1%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5%B1%B1%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90%E8%BF%AA%E5%8D%97%E4%BA%8C%E4%B8%96_(%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B9%E8%BF%AA%E5%8D%97%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B%E9%B2%81%E6%AF%9B%E5%85%AC%E7%88%B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B%E9%B2%81%E6%AF%9B%E5%85%AC%E7%88%B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7%93%A6%E5%B2%91%E8%B4%9D%E6%A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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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1719 年，在夫妻雙雙去世之後，埃根貝格家族在波西米亞的所有封號、

財產包括克魯毛都由他們的近親，施瓦岑貝格下級親王（Fürsten 

Schwarzenberg）繼承。目前克魯毛仍為施瓦岑貝格家族領地，現任克魯毛公

爵為卡雷爾·施瓦岑貝格。在 1918 年哈布斯堡君主制徹底崩潰之後，1918 年

10 月到 1919 年 9 月間短暫隸屬於當時的「奧地利聯邦州」，這是當時新成立

的德奧共和國的一個州。在 1918 年 11 月，該城被捷克軍隊占領。在 1938 年

《慕尼黑協定》簽署後，1945 年納粹政權垮台前，由已被納粹德國吞併的奧

地利（Gau Oberösterreich）管轄。官方名稱改為按照捷克語拼法的 Krumlov

（克魯姆洛夫）。該城位於伏爾塔瓦河的上游，十三世紀時由於其處於一條重

要的貿易路線上而逐漸興起繁盛。大部分建築建於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之間，

多為哥特、文藝復興和巴洛克式樣。而著名的城堡則建在河的對岸。   

■【下車參觀】歌德式邊界城堡、巴洛克式城塔、市政廳、市政廣場。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晚餐：西式晚餐。  

    住住宿宿：：四四星星級級飯飯店店。。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8%A5%BF%E7%B1%B3%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9%9B%B7%E5%B0%94%C2%B7%E6%96%BD%E7%93%A6%E5%B2%91%E8%B4%9D%E6%A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6%84%8F%E5%BF%97-%E5%A5%A7%E5%9C%B0%E5%88%A9%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95%E5%B0%BC%E9%BB%91%E5%8D%8F%E5%AE%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5%B0%94%E5%A1%94%E7%93%A6%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89%BA%E5%A4%8D%E5%85%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B4%9B%E5%8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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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八八天天   薩薩爾爾斯斯堡堡 SSuullzzbbuurrgg   //   ((7722 公公里里 ==11::1100 分分鐘鐘 ))   HHaall ll ss ttaatt tt   sseeee   哈哈爾爾斯斯   

                塔塔特特湖湖 ((奧奧地地利利 ))   

    上午展開真善美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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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斜斜坡坡纜纜車車前前往往高高堡堡，，欣欣賞賞百百萬萬美美景景。。                 

薩爾茲堡（Salzburg），奧地利共和國薩爾茲堡邦的首府，是繼維也納、格拉

茲和林茲之後的奧地利第四大城市。薩爾茲堡位於奧地利的西部，是阿爾卑斯

山脈的門庭，城市的建築風格以巴洛克為主，城市的歷史相當悠久，據史料記

載，薩爾茲堡是現今奧地利管轄地域內歷史最悠久的城市。                

薩爾茲堡是音樂天才莫扎特的出生地，莫扎特不到 36 年的短暫生命中超過一

半的歲月是在薩爾茲堡度過的。薩爾茲堡也是指揮家赫伯特·馮·卡拉揚的故

鄉，電影《真善美》的拍攝地。薩爾茲堡老城在 1996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薩爾茲堡位於奧地利中部的薩爾茲堡邦和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交界處，在德國慕

尼黑以東 150 公里，在維也納以西 300 公里。地處阿爾卑斯山北麓，南面是

高山連綿，北面卻是一馬平川，最近的高峰是翁特峰（Untersberg），海拔 1973

米，薩爾茲堡是一座山城，有多座原始的山丘，包括要塞山（ Festungsberg，

542 米）、蒙西斯山（Mönchsberg，540 米）、萊恩山（Rainberg，511 米）和

卡布金納山（Kapuzinerberg，640 米），是歐洲綠化覆蓋率最高的中心城區。

薩爾茲堡要塞在要塞山上，是薩爾茲堡城市的標誌，要塞長 250 米，最寬處

150 米，是中歐現存最大的一座要塞。總長 225 千米的薩爾茨河流經薩爾茲

堡，它是地跨奧地利和德國的因河的最長和水量最大的一條支流。   

       ■【下車參觀】莫札特故居、米拉貝爾花園。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9C%B0%E5%88%A9%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5%B0%94%E8%8C%A8%E5%A0%A1%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4%B9%9F%E7%BA%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6%8B%89%E8%8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6%8B%89%E8%8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8%8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B4%9B%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AB%E6%89%8E%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B%E4%BC%AF%E7%89%B9%C2%B7%E5%86%AF%C2%B7%E5%8D%A1%E6%8B%89%E6%8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B3%E4%B9%90%E4%B9%8B%E5%A3%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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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E5%90%8D%E5%BD%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9C%B0%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5%B0%94%E8%8C%A8%E5%A0%A1%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4%BC%90%E5%88%A9%E4%BA%9A%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95%E5%B0%BC%E9%BB%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95%E5%B0%BC%E9%BB%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4%B9%9F%E7%BA%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5%B0%94%E8%8C%A8%E5%A0%A1%E8%A6%81%E5%A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6%81%E5%A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0%A8%E5%B0%94%E8%8C%A8%E6%B2%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A0%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6%B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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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城堡纜車、專業中文導遊  

    人人間間仙仙境境哈哈斯斯達達特特湖湖 ((小小鎮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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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奧地利阿爾卑斯山湖區之最哈斯達特小鎮一遊，依山傍湖的木屋式建

築，漫畫般的房子，是日本及歐美人士的最愛，且倘佯於此阿爾卑斯間如畫一

般美麗的湖光山色中，優美景致，彷彿闖入人間天堂，令人難忘  

，真不愧為世界文化遺產組織所保護。                               

哈爾施塔特（Hallstatt）奧地利上奧地利州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的一個村莊，

位於哈爾施塔特湖湖畔，海拔高度 511 米，2005 年 12 月有 923 名居民。其名

稱中的 Hall 可能源自於古克爾特語的「鹽」，得名於村莊附近的鹽礦，歷史

上這一地區就因鹽而致富。 1997 年該村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從 1595 年建成的從哈爾施塔特到 Ebensee 的 40 公里長的滷水管道被稱為「世

界最古老的管道」，由 13,000 根挖空的樹構成。由於墓地狹小，每過十年屍

骨就要被挖出放進罐中，為新的死者騰出地方。當地小教堂陳列著頭顱骨，上

面標有主人的姓名、職業和死亡日期。  

       ■【特別安排】古老鹽礦。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五星級 Ferienwohnung Wakolbinger-Wieder 或  

             4.5 星 Seehotel am Hallstättersee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A5%A5%E5%9C%B0%E5%88%A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5%B0%94%E8%8C%A8%E5%8D%A1%E9%BB%98%E5%8F%A4%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7%88%BE%E6%96%BD%E5%A1%94%E7%89%B9%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7%88%BE%E7%89%B9%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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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九九天天   哈哈爾爾斯斯塔塔特特 HHaall ll ss ttaatt tt   //   ((湖湖區區邊邊 ))老老鹽鹽礦礦 SSaall tt   MMiinnee  HHaall ll ss ttaatt tt   //   

            ((228855 公公里里 ==33::3300 分分鐘鐘 ))   維維也也納納 ((奧奧地地利利 --首首都都 ))   

        1977 年登錄為世界遺產的哈爾斯塔特 (Hallstatt)，是世界上最美的湖

濱小鎮之一，海拔高度  511 公尺，清澈明亮的湖泊猶如灑落山嶺間的珍珠，  

山湖圍繞的環境與街景，營造出自然人文的絕美色調，山水自然景觀、石板街

巷、鮮花綠樹、倒映於水面的湖畔木屋水彩畫…。哈修塔特附近兩大主要景點

有鹽洞與 Dachstein(達奇斯特恩山脈 )上的冰洞。  

              早早餐後，安排參觀古老的鹽礦 https://www.salzwelten.at/en/，  

哈爾斯塔特 Hallstatt 是個臨湖小鎮，最值得莫過於這個世界最古老的鹽洞  

Salzwelten Hallstatt  (Hallstatt Salt Mine)，鹽礦整體的景點規劃、導覽都非常

專業，超級值得一訪 !! 

鹽礦（Salt Mine）這一區共有三個鹽礦，而我所選擇的是位於 Hallstattn 小鎮

內，也是三個鹽礦中最古老的鹽礦 Hallstatt Salt Mine。哈修塔特 Hallstatt 的

Hall 可能就是取自古語"鹽"的意思，村莊得名自附近鹽礦，顯示村莊與鹽礦

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參觀鹽洞大約需要半天時間，加上山上風景相當漂亮。    

抵達鹽洞前會先搭乘纜車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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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導引領你進入地底世界，其間古味十足的木滑梯之特殊

設計與新鮮刺激之經驗令人難忘的旅遊體驗。大概需時 70 分鐘。  

遊覽安排午餐後，繼前往維也納，抵達後後遊遊，，  

※※驚驚嘆嘆建建築築美美學學的的維維也也納納   ※※二十世紀藝術怪

傑百水先生的獨特傑作。  

百百水水公公寓寓：：為二十世紀藝術怪傑～百水先生的

精心傑作，建於 1977～1986 年，維也納人稱

之為《古怪屋》或《保齡球木瓶房子》。它以

不規則的線條區分，設計沒有規則、不用尺量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https://www.salzwelten.at/en/
http://www.salzwelten.at/en/hallstatt/opening-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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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每一家的牆壁都不一樣，每一層樓都漆上不同的顏色，還有不規則大

小的窗戶，利用幾何形狀建成一座與眾不同的樓房，令人見了匪夷所思，卻又

讚不絕口！他把對自然的崇敬，落實在生活的每個角落。  

【【下下車車參參觀觀】】百水公寓、貝維德雷宮沿著環城大道前進，可充份感受奧地利王

室風華，文藝復興式古典的國立歌劇院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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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立歌劇院到

聖史蒂芬大教堂的行人徒步區，可說是維也納最熱鬧的地區，精品店  

、咖啡廳、餐廳雲集，在此妳可恣意逛逛、大肆採購，走累了，找個咖啡廳歇

歇腳，來杯著名的維也納咖啡，享受悠閒片刻。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晚餐：西式晚餐。  

    住住宿宿：：維維也也納納市市中中心心四四星星級級飯飯店店。。   
  

第第十十天天   維維也也納納 ((熊熊布布朗朗宮宮＋＋市市區區觀觀光光 ))一一日日遊遊   

       今日展開市區觀光，維維也也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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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布布朗朗宮宮是強

盛的哈布斯堡王朝最具代表性宮殿，著名的維也納會議也就是在此宮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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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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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熊熊布布朗朗宮宮：：1996 年已被聯合國登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由女皇瑪麗亞．泰瑞莎所建成，典雅優美的巴洛克建築風格，是哈布斯堡皇室

的夏宮，如今則是歐洲最完美的巴洛克式建築之一。皇宮共有 1441 個房間其

中有 45 間可供參觀，團體只開放其中 20 間房參觀。內部大量的鍍金裝飾、波

希米亞的水晶吊燈和瓷磚、壁爐營造出奢華的巴洛克式風格。熊布朗宮重要的

歷史意義與無可比擬的建築之美，熊布朗宮～亦稱《麗泉宮》，因此地的一道

美麗泉水而得名。  

國國會會大大樓樓、、市市政政廳廳、、聖聖史史蒂蒂芬芬大大教教堂堂：：   

位於維也納市中心，原為羅馬式建築曾兩度毀於大火，十四世紀以後，將教堂

改建為哥德式建築，直至十五世紀中葉才完工。                         

十七世紀時曾遭土耳其人炮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遭聯軍轟炸破壞，戰後再

度修復成為今日的規模，教堂屋頂貼滿菱形彩色琉璃瓦，尖塔高達 137 公尺，

是維也納的象徵。沿著環城大道前進，可充份感受奧地利王室風華，文藝復興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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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古典的國立歌劇院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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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立歌劇院到聖史蒂芬大教堂的

行人徒步區，可說是維也納最熱鬧的地區，精品店、咖啡廳、餐廳雲集，在此

妳可恣意逛逛、大肆採購，走累了，找個咖啡廳歇歇腳，來杯著名的維也納咖

啡，享受悠閒片刻。  

      【門票包含】熊布朗皇宮入內參觀。  

     【下車或途經參觀】國會大樓、市政廳、聖史蒂芬大教堂、行人徒步區。 

備註：若遇抵達日為週日、例假日，精品街店家不營業，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下午利用自由活動閒暇時間，可自費前往維也納咖啡館，品飲香醇維也納咖啡

下午茶，享受東歐的閒情與逸致，旅遊是該如此的。午後為時間可至行人徒步

區逛逛，或是選購奧地利原產天鵝牌水晶是您悠閒的維也納假期不錯的選擇。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晚餐：西式晚餐。  

      住住宿宿：：機機場場附附近近四四星星級級 NNHH 飯飯店店 ((方方便便明明天天早早上上步步行行前前往往機機尺尺場場 ))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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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一一天天   維維也也納納   //   台台北北   上上午午班班機機返返台台   

          CCII--6644    1111::3355 //0055::3300++11((每每週週三三、、六六不不飛飛 ))     或或   

          BBRR--6622    1188::3355//1166::3300++11((每每週週一一、、四四、、六六不不飛飛 ))     或或   

          BBRR--6666    1122::3300//0066::3300++11((每每週週一一、、四四、、六六飛飛 ))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東歐之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

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告別古都舊域前往機

場，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機上簡餐／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機上  
 

第第十十二二天天   抵抵達達台台北北       

      今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機場，結束奧捷匈東歐 13 天之旅，

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

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下圖圍旅遊路線簡圖 (由機場紅點往右，再往上走，再自左上往下再繞回 )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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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斯洛洛伐伐克克、、匈匈牙牙利利、、捷捷克克、、奧奧地地利利--四四國國  

匈匈牙牙利利--多多瑙瑙河河遊遊船船++斯斯洛洛伐伐克克--城城堡堡++捷捷克克--古古都都++

奧奧地地利利--音音樂樂之之都都++風風華華古古都都  1122 日日遊遊  

搭搭中中華華或或長長榮榮直直飛飛班班機機--奧奧地地利利維維也也納納進進出出   

預預計計 66 月月 2200--2222 日日出出發發 ..77 月月 0011--0033 日日 ..返返國國 ..   
--------------------------------------------------------------------------------------------------------------------------------------------------  

本本特特殊殊團團體體需需要要 1166 人人以以上上出出發發成成團團：：依依人人數數增增多多給給優優惠惠價價：：  

11 66 -- 22 11 人人 出出 發發 11 22 天天 行行 程程 售售 價價 新新 台台 幣幣 11 11 88 ,, 00 00 00 元元 。。  

22 22 -- 22 77 人人 出出 發發 11 22 天天 行行 程程 售售 價價 新新 台台 幣幣 11 11 22 ,, 00 00 00 元元 。。  

22 88 人人 以以 上上 出出 發發 11 22 天天 行行 程程 售售 價價 新新 台台 幣幣 11 11 00 ,, 00 00 00 元元 。。  
 

1. 團費包括： (1). 團體投保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  

            (2). 二地機場稅+燃油稅。  

            (3).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4). 城市旅遊稅每人每晚 3-4 歐元。  

            ((55 )) ..   國國外外導導遊遊 ..司司機機 ..領領隊隊小小費費 44 ,,000000 元元。。   

                              【【小小費費 44 ,,000000 元元是是代代收收代代付付，，需需要要付付現現金金，，不不開開立立代代轉轉】】   
             

2. 費用不包： (1). 護照工本費 1,400 元 (未滿 14 歲及役男護照費 1,000 元 )。  

            (2). 旅客請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或  委由萬盛旅行社代辦。  

            (3). 不包行李進、出飯店房間服務生送、收行李小費。  

            (4). 自行前往集合於桃園國機場第二航廈。’  
 

3. 準備證件： (1). 自回程日起 9 個月以上有效護照效期需在 2021 年 04 月。  

            (2). 報名時繳交辦理證件規費及開開出出團團體體機機票票費費 2200,,000000 元元。。   

            (3). 報名時請給您聯絡電話  及  手機號碼  及聯絡地址。  
 

萬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wanshengtour.com.tw    104 台北市松江路 158 號 6 樓 

電話： 0 2 - 2 5 6 7 0 5 3 2 、 2 5 6 0 2 2 7 7 。                 傳真： 0 2 - 2 5 6 7 0 5 3 4 

台北服務業務：許富宗 0933736263、楊素文 0933165185、許容豪 0937713377、葉茂盛 0932909267 

          李志聖 0932312209、楊秀紋 0921816150、歐陽蓉蓉 0920795425、許美琴 0963385501 

           魏綺年、范振發、吳健智、林永泰、賴宜慧。  

註冊編號 :交觀甲字第 879 號      中華民國旅遊品質保證協會   旅品  (109) 北字第四七一號 

http://www.wansheng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