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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捷克 雙國 深度慢遊 12 天 

童話般的美麗風光、優雅的建築和神祕古典氣質 

捷克 已成為旅人必遊的夢幻國度 

風華絕代的帝國氣勢 刻畫出豐富的歷史與自然人文景觀 

奧地利 散發典雅與雋永，無可比擬 

《獨家行程安排 最舒適》 

➢ 專業策畫 環遊 捷克 奧地利 大城小鎮的浪漫旅程，經典城鎮、觀光秘境、美食藝術 深

度精緻旅 優雅精彩又充實 

➢ 精心安排 布拉格、維也納、奧地利湖區 飯店連泊，悠閒慢遊，免除天天打包換飯店的煩

惱、節省 check in & out 時間。 

《景點食宿安排 最精采》 

➢ 走訪多處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近距離品味建

築與歷史人文的交融 

➢ 國王湖、多瑙河_瓦豪河谷 雙遊船，不同角度欣

賞岸上旖旎風光 

➢ 特別安排 夏夫堡蒸汽火車（夏日限定），體驗高

山視覺饗宴 

➢ 搭乘時光列車回到過去，體驗德國境內貝希特斯

嘉 Berchtesgaden 鹽礦之旅。 

➢ 安排 米其林推薦餐、布拉格 市民會館、維也納 

紅頂商人餐廳，滿足味蕾與視覺的饗宴。 

➢ 保留餐食自由選擇安排，旅程中的餐飲可更輕

省、符合喜好，自由時間運用更彈性 

➢ 精緻小團 10 人即可成行，更歡迎客製化旅遊 ~4 人以上即可包團服務 

➢ 使用歐洲豪華巴士及優良駕駛，行程安全有保障 

➢ 行程包含司機、中文領隊／導遊、飯店住宿★餐食及特定★景點門票 

 

旅遊諮詢請洽 阿法國際旅遊 

聯絡專線：(02) 7719-9129 或 0915208208 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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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以下行程僅供出發前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表示購票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Day 1 台北直飛 奧地利 維也納 Vienna, Austria  

今晚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奧地利 維也納國際機場，展開輕鬆優雅旅程 

 約 14 小時 30 分鐘 

Day 2 維也納—捷克 布爾諾 Brno—布拉格 Prague, Czech Republic  

今晨班機抵達維也納國際機場，入境歐洲後，驅車前往 捷克共和國 Czech Republic 

布爾諾 Brno 捷克的第二大城與重要工業城／

摩拉維亞地區的首府／著名捷克作家米蘭·昆

德拉的故鄉。舊城區裡最主要的繁華地帶＠自

由廣場、13 世紀建城時便已存在的＠包心菜綠

色市場，山坡上＠聖彼得與聖保羅大教堂是明

顯的地標，二個高聳的尖塔是新歌德式建築的

最佳標記，見證此城的風華歷史 

午後前往捷克首都 布拉格  Praque 捷克政治

中心／王室所在地／萬城之母／百塔之都／歐

洲之心／1992 年登錄世界遺產＠布拉格歷史中

心 伏爾塔瓦河東岸的老城區、猶太區熱鬧非凡：以＠老城廣場為中心，周圍環繞跨越 600年鬼斧

神工、重要地標的＠舊市政廳與＠天文鐘、＠提恩聖母教堂、捷克宗教精神領袖＠胡斯雕像；沿著

國王加冕之路尋找起點@火藥塔。悠閒

地在老城區自由隨意漫步，肆意血拚於

布拉格版的香榭麗舍大道＠巴黎街，也

別錯過國人極愛採買捷克有機香氛品

牌—菠丹妮 Botanicus 

晚餐安排於富麗堂皇的音樂殿堂—＠

市民會館內 Café Obecní dům 用餐，位

於老城與新城間的共和國廣場旁，是布

拉格著名的地標建築，二十世紀重建後

由知名的新裝飾藝術大師＿慕夏 擔綱

內部金碧輝煌、奢華典雅新藝術風格的

裝潢，極受歡迎 

今晚入住布拉格老城區內飯店，自在欣賞老城、查理大橋與伏爾塔瓦河交織的精采夜景。 

 
維也納—150KM 布爾諾—206KM 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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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布拉格—卡羅維瓦利 Karlovy Vary—布拉格 

卡羅瓦維利 Karlovy Vary 捷克最著名、歷史最

悠久的溫泉重鎮，過去是貴族專屬的療養聖

地，現在是適合飲礦泉水、散步賞景的休閒養

生區。 

沿著特普拉河欣賞各式不同建築風格的溫泉

迴廊，白色精巧 瑞士風＠市場溫泉迴廊、以

泉水噴出高度最高與溫度最高的＠現代化噴

泉迴廊、最美的＠磨坊溫泉迴廊。買個溫泉杯，

飲用據說具有療效的礦泉水，散步於優美的迴

廊之間、欣賞可愛的街道和精品商店，時間彷

彿瞬間由指尖溜走。 

 
布拉格—127KM 卡羅維瓦利—127KM 布拉格 

Day 4 布拉格 

布拉格 Praque 參觀世界第一大城堡遺址、也是聳立於山丘上最顯眼的區域、捷克總統府所在—

＠布拉格城堡區，由高處眺望整個布拉格中心，是必遊的觀光景點。參觀西元 930 年開始動工，

中歐第一座哥德式★聖維特大教堂，也是整個布拉格最宏偉動人的建築之一。 

國王專屬煉金師的寶地★黃金小巷，是城

堡區最熱門的景點，一整排矮小且色彩繽

紛的小房，彷彿走入七矮人的童話世界，

盡情暢覽美不勝收的歷史精華。 

沿著城堡區走上著名＠查理古橋，橋上人

來人往，跨越伏爾塔瓦河，也跨越捷克 500

百年曾經沉寂與風華再現的的歷史，橋上

有豐富哥德式的雕刻作品，也聚集許多音

樂家與藝術家，是個熱鬧又有趣的露天雕

像與藝術博物館，總是令人流連忘返。 

中餐特別推薦連續多年 trip adviser／米其

林推薦，布拉格必訪五大餐廳之一，位於舊城區／伏爾塔瓦河畔，擁有絕佳位置可欣賞查理大橋景

觀，挑高設計的大廳及時尚的裝潢，強調以 新鮮季節食材提供捷克傳統佳餚。 

今晚續住布拉格老城區內飯店，輕鬆享受老城的優雅，留住屬於自己的布拉格之夜。 

 
布拉格—127KM 卡羅維瓦利—127KM 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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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布拉格—庫倫洛夫 Cesky Krumlov 

庫倫洛夫 Cesky Krumlov 捷克境內如童話般、人文薈萃的優美小鎮，是旅人千里迢迢也不會錯過的

地方，1992 年登錄世界遺產的歷史中心＠舊城區，綿長伏爾塔瓦河環抱其中。彷彿島嶼般的山丘

上屹立著★城堡 承襲著中古世紀風格與傳統，是捷克全境內的第二大城堡區（第一大為布拉格城堡）。 

即便自 13 世紀以來，歷代

居住在此地的貴族世家更

迭，獨到的藝術眼光卻有

志一同，城堡的宮廷建築、

城堡下的拉特朗區、河岸

的 舊城區，在精心維護

下，展現歷久醇厚的精緻

耀眼。午後散步於蜿蜒石

板路上，享受優雅浪漫中

古情懷。*今晚請準備輕簡

過夜包入住老城 

 布拉格—179KM 庫倫洛夫  

 

Day 6 庫倫洛夫—薩爾斯堡 Salzburg 

薩爾斯堡 造訪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鄉-薩爾斯堡，多次在電影

「真善美」場景出現的＠米拉貝爾宮和花園、紀錄音樂神童全

家生活景況＠莫扎特故居，以及 1996 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

舊城區、莫札特受洗的＠薩爾斯堡大教堂、＠莫札特廣場。 

穿梭於迷宮般的街道、也是當地最熱鬧的＠穀物小巷

Getreidegasse，狹長的街道二側全是精品、餐廳與咖啡屋，這

一帶商家，鑄鐵特色招牌林立各個爭奇鬥艷，充滿著濃濃的中

古世紀氣息及當地熱鬧非凡的市井小民氣息。 

 庫倫洛夫—216KM 薩爾斯堡 

Day 7 薩爾斯堡—鹽礦體驗—德國 國王湖—聖沃夫岡 

以「鹽 Salz」為名的薩爾斯堡，發展歷史與鹽礦息息相關。鹽礦本身歷史可追溯到十二世紀，十六

世紀起在＠貝希特斯加登 開採，有著 500 年歲月的採鹽礦坑，這處地下岩穴有豐富的含鹽礦脈，

曾為小鎮帶來繁榮氣象，如今老礦坑的風華不再，卻以另一種方式綻放光芒。安排在皇室鹽倉裡體

驗有趣又刺激的★貝希特斯嘉 Berchtesgaden 鹽礦之旅，乘著礦車滑入地底，在幽深的坑洞裡感受

老礦場的特殊氣味，聆聽有趣的鹽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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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前往德奧邊界山中祕境，有『阿爾

卑斯山脈最美湖泊』、『德國最純淨的湖

泊』美譽 ＠國王湖 Königssee ★搭船 

遊湖。這座長 8 公里、寬 1250 公尺的

山中湖，由地下溪流匯聚而成，池水澄

澈透亮、如寶石般的翡翠色澤，由於有

陡峭的山壁環繞，山峰與湖面落差最高

可達 2000 公尺，搭船遊於湖上，猶如

穿梭峽灣。百年來此地僅允許手划船，

及電力驅動船行駛，船行速度雖慢，更

多一絲寧靜安詳，遊程中偶遇船家吹響

小號，邀旅人聆聽山谷間的跫音迴響。 

傍晚抵達位於 ＠聖沃夫岡湖 畔最熱門的小鎮、1997 年列入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哈布斯堡王朝

的王公貴族們最喜愛來此渡假、打獵 — ＠聖沃夫岡 St.Wolfgang，彷彿時間停格在這迷你溫馨的

小鎮，華燈初上或次日清晨，在湖畔座椅，飽覽恬麗湖景、山水相間、風光秀美的景色，靜靜享

受阿爾卑斯群山環抱的幽靜。小鎮居民巧思為自家的房子妝點花卉、壁飾，各具特色，多獨具特

色的商店、教堂、旅館、和餐廳、咖啡座。 

 薩爾斯堡—20KM 鹽礦—15KM 國王湖—37KM 聖沃夫岡 

Day 8 聖沃夫岡—夏夫堡蒸汽火車—哈爾施塔特—聖沃夫岡 

搭乘夏日必遊體驗百年歷史 ★夏夫堡 Schafberg 蒸汽火車，自 1893年起營運的登山鐵道，由聖沃

夫岡一路向海拔 1783公尺夏夫堡山頂（火車終點站因季節不同，依官方營運公告為準）攀登，坐

在古韻車廂裡，穿梭於阿爾卑斯山脈中，登上夏夫堡高處瞭望高山湖泊的壯闊美景。搭上百年歷史

的登山火車，由山間俯瞰這些動人顏彩，飽覽湖光山色，是造訪奧地利不能錯過的絕景。 

午後前往 1997 年登錄 為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世界最美、一生必訪小鎮 哈爾施

塔特 Hallstatt，澄澈明亮的湖泊，猶如灑

落山嶺間的珍珠。在阿爾卑斯山區緊緊

環繞下，中心是優美如詩 哈修塔特湖 

Hallstätter See，湖水湛藍、群峰交錯、

山嵐縈繞，時時都是迷人的絕世湖色。

小鎮主要道路就是一百零一條，慢步小

鎮中，居民依山面湖、湖邊粉彩小屋高

低錯落，哥德式建築圍攏著三角形集市，

＠馬克廣場 就是小小的市中心，隨處角

落都是一幅風景明信片，在美麗小鎮多停留片刻，享受絕世的寧靜與美景 

 聖沃夫岡—38KM 哈爾施塔特—聖沃夫岡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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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9 聖沃夫岡—梅爾克 Melk—多瑙河遊船—維也納 Vienna  

順著多瑙河沿岸，驅車前往歷史悠

久的 ＠梅爾克 Melk 小鎮。年代超

過 900 年的「泰瑞莎黃」、白相間，

金碧輝煌巴洛克式經典建築 ＠梅

爾克修道院 耀眼矗立在 60 公尺的

山岩上，攝人心魄，宛如多瑙河上鑲

嵌的一顆明珠。修道院內有精美的

壁畫，圖書館藏有無數的中世紀手

稿，歷經數次戰亂都倖免被破壞， 

在 2000 年連同整個瓦豪(Wachau)

河谷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多瑙河全長 2826 公里，午後特別安

排搭乘★河輪遊船 (55分鐘)，優遊

在梅爾克城鎮這一段綿延 40 公里的瓦豪河谷，沿岸一望無際的葡萄園、優雅的文藝復興宮殿及漂

亮的教堂、閒適尖頂小屋點綴，飽覽美麗田園風光。 

前往 昔日奧匈帝國／現今奧地利首都／世界音樂之都—維也納 Vienna  

百水公寓 Hunderwasserhaus (音譯：漢德瓦薩之家) 1983 年由藝

術家百水先生 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 設計，充滿童趣的建

築風格總是令人會心一笑，繽紛的牆面、不規則的線條和鋪垂而

下的植物，使百水公寓成為是奧地利的知名建築，也是攝影人士

時常取景的地點。 

晚餐特別推薦維也納最具知名的餐廳（排名第一）— ★百年紅頂

商人餐廳 Marchfelderhof，建於 1843 年的皇家百年餐廳，有著貴族巴洛克式的建築外觀，餐廳裡

富麗堂皇的裝潢佈置和擺設極具匠心。德意

志帝國威廉一世皇帝（1797 年-1888 年），非

常喜歡這家位於鄉間餐廳的美味菜肴，因此

成為皇帝、皇后在此宴請外國政要的首選。曾

造訪過許多名人及影歌星的照片掛在餐廳的

牆上，甚至在男、女洗手間裡，非常有趣。 

每個包廂分區風格不同，各式華麗裝飾擺設

驚喜連連：有裝飾各種小提琴的屋頂、有掛滿

了鍋碗瓢盆的房間、也有裝飾各個年代軍禮

服…，另人目不暇接。 

 聖沃夫岡—212km 梅克爾 – Danube Cruise (Spitz – Krems) – 78km 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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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0 維也納 

深入體驗 維也納舊城市區的迷人風情 

維也納 Wien / Vienna  200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 環城大道與多瑙運河圍繞的 ＠維也納舊城

區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位於市中心＠聖史蒂芬教堂是維也納的地標，已經超過 800 年歷史，是全

世界第二高的哥德式尖塔教堂。 

沿著購物大道 ＠格拉本大街、克爾特納大街，沿路滿是精品商店、餐廳與咖啡館，觀光客中點綴

著穿著傳統服飾的樂手，向路人兜售當晚音樂會的門票，是 維也納 獨有的風景。 

奧匈帝國的統治核心 ＠霍夫堡皇宮區 是哈布斯堡王朝奧匈帝國皇帝冬宮、19 世紀時牽動整個歐

陸的重要地點，現為奧地利的總統官邸所在地。環城大道上的＠國立歌劇院、＠奧地利國會大廈、

＠市政廳 各式不同時代的華美建築目不暇給。 

歐洲三大宮殿之一、又有「美泉宮」之稱的 ★熊布朗宮 Schloss Schönbrunn，是哈布斯堡王朝家

族的華麗夏宮，1996年列入世界遺產名單。巴洛克式建築的華麗裝飾，加上庭園、後方山丘猶如

希臘神殿般的樓閣，及 1752 年設立的世界第一座動物園，成為中歐宮廷建築的典範。特別安排

入內 中文導遊 專業導覽解說，一探奧匈帝國鼎盛時期的代表作。 

  

Day 11 維也納 台灣 

今日依建議航班時程，整理行囊，前往機

場辦理退稅、登機手續，準備返回台灣 

Day 12 台灣 溫暖的家 

預計今日抵達 桃園國際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