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奧地利圓舞曲 13天 
雙湖區 大鐘山 多瑙河 陳錫榮帶隊 

2019.11.13修 

 

奧地利地勢西高東低，像一把小提琴似的橫跨在歐洲中部。如琴頸般的阿爾卑斯山脈沿

線，造就了西部高山的雄偉姿態，佈滿了琴身的湖泊及河流，協奏出大自然的豐富飽滿的天

籟，渾然天成的美景，成為孕育音樂之都的先決條件。 

音樂神童的誕生，讓薩爾茲堡幾乎可以莫札特為名；貝多芬、海頓、莫札特、舒伯特、

史特勞斯、布拉姆斯穿梭在維也納大街小巷，不朽的樂曲聲，悠悠揚揚；雍容華貴的哈布斯

堡宮殿裡，小莫札特淘氣的身影在泰瑞莎女皇身旁圍繞；源遠流長的多瑙河則穿梭著時空，

幽幽地吟詠著尼貝龍根之歌......。 

行程特色： 

1. 湖區連泊 3晚、維也納連泊 3晚  四~五星堅強的市區旅館陣容﹙展會期間除外﹚ 

在鹽湖區連住三晚，悠閒暢遊沃夫岡湖及著名的湖區小鎮聖沃夫岡、哈爾施達特，宛若天上

人間，音樂之都維也納則安排三晚連泊。除了鹽湖區，還會造訪費爾特湖區，享受雙倍美景。 

旅館幾乎都特別安排在老城中心，省去來回往返旅館交通的時間，能讓您擁有充分的時間去

感受當地的氛圍與文化差異，彷彿穿越了時光隧道，親身接觸數百年前的歐洲，步行參觀近

在咫尺的古蹟建築，接受與歷史文化面對面的震撼。 

2. 山水寄情  醉美桃花源 

奧地利多山多水，風景秀麗宜人，加上重視環保，經常獲得聯合國獎項，是世界上少數水源、

空氣和生活環境品質最好的國家之一。大鐘山是奧地利海拔最高的山（3,798 公尺），也是阿

爾卑斯山中相對高度第二高的大山，美景令人震撼。寧靜深邃的大小湖泊錯落在青翠的山巒

間，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冰河更造就了絕美的薩姿卡門古特湖區（鹽湖區）。 

3. 飽覽絕世美景 八個世界遺產  

上選奧地利 13天之旅，全程結合人文藝術與山水風光，如音樂節奏般的行程，輕鬆而深入，

珍貴的八個世界遺產包括：新錫德爾湖（費爾特湖）文化風景區，格拉茲、薩爾茲堡老城中

心，哈爾施達特、維也納老城中心，熊布朗皇宮及美不勝收的御花園、多瑙河優美的瓦豪河

谷。搭乘遊船遊覽多瑙河，並參觀有瓦豪寶石之稱的杜恩斯坦，親身感受藍色多瑙河的魅力…

這些都是國際教科文組織公認重量級的人文饗宴。 

4. 大師與精彩的音樂及藝術活動 

從巴洛克、古典，到浪漫、新藝術，隨著眾大師的腳步，包括：莫札特故居、舒伯特創作菩

提樹之地、百水先生設計充滿創意的百水公寓與聖芭芭拉教堂，交替穿梭在不同的場景、不

同的時空中；加上維也納史特勞斯音樂會，讓您的夜晚更加出色。 

5. 多變的交通工具  豐富的旅遊體驗 

搭船漫遊沃夫岡湖、搭乘蒸氣火車登綿羊山、搭船遊覽多瑙河最美的瓦豪河谷、搭乘纜車下

至冰河表面附近。 

6. 精緻的在地餐飲，午晚餐均含飲料（午餐招待咖啡或茶；晚餐含飲料） 

精心挑選在地美食，包括維也納豬肋排、湖區鱒魚料理、大鐘山鹿肉風味餐等。您在進餐的

同時，除了品嚐不同的風味，還能感受餐廳的氣氛與價值。全程除了在維也納和慕尼黑，為

免打擾您的自由購物時間，特別安排兩次餐食自理外，其餘皆為西式餐。 

7. 專業的領隊群，提供最豐富精彩的內容與資訊，讓您不虛此行。 

8. 避免人數過多影響品質，全團旅客人數不超過 26人。 
 



出發日期：7/28 
 

⊙行車經過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含門票 ★特別安排含門票 

天  數 行        程        內        容 預定飯店 

第 1天 

（二） 

台北 

 

香港 

 

慕尼黑 

出發囉！今日傍晚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經香港轉機飛往慕尼黑，請

準時喔！抵達後，隨即驅車前往奧地利。 

 

奧匈帝國在 18 世紀極盛一時，權力影響含括中、西歐，並在歐洲史

上留下不少豐功偉績與建築。奧地利身為奧匈帝國的核心，除了文化

與歷史，更是一個樂聲飄揚、風景秀麗、四季皆宜的觀光勝地。 

 

機上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第 2天 

（三） 

慕尼黑 

148km 

水晶世界 

18km 

茵斯布魯克 

班機於上午抵達慕尼黑，專車前往◎施華洛施奇水晶世界，欣賞光彩

奪目的水晶藝術品，出自於知名設計師的巧思與創意，更成為愛好者

爭相收藏的珍品。接著進入茵斯布魯克，這裡是一座美麗的山城，也

是主辦過兩次冬季奧運的著名滑雪勝地。 

 

午餐後參觀◎宮廷教堂、著名的▲黃金屋頂、瑪麗亞．特瑞莎大街、

凱旋門等，黃金屋頂是為了紀念馬克西米連大帝再婚而建，屋頂上覆

以兩千多塊鍍金銅瓦，氣派非常，是茵斯布魯克的重要地標。 

Grauer 

Bär 
或同級 

早餐：機上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主廚精緻料理 

第 3天 

（四） 

茵斯布魯克
175km 

大鐘山 

21km 

海里根布魯特 

上午專車前往大鐘山，穿梭於迷人的冰川景觀公路，沿途山巒疊嶂、

雪峰連綿，景色美的讓人屏息，捨不得眨眼。抵達大鐘山的瞭望台後，

從高處俯瞰冰河、冰原絕世美景，壯闊的阿爾卑斯群山亦映入眼簾，

雄偉瑰麗的美景，保證令您終身難忘。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遇見可

愛的野生土撥鼠喔！隨後搭乘纜車下至冰河表面附近，近距離欣賞。 

 

接著轉往風景秀麗的海里根布魯特（又名聖血鎮），奧地利旅遊影片

或海報，經常以這座村莊為題材。斜坡上阿爾卑斯山風格的房舍，安

放聖血的教堂和尖塔，天氣晴朗時，由此可遠眺大鐘山銀白色的山

峰，美景當前，理所當然成為國家風景的代表。 

 

POST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大鐘山鹿肉風味餐 晚餐：西式餐 

第 4天 

（五） 

 

海里根布魯特
296km 

格拉茲 

上午前往參觀百水先生設計充滿創意的▲聖芭芭拉教堂，午餐後，專

車前往位於穆爾河畔的格拉茲，這是奧地利的第二大城、美麗的文化

都市，也是大學城。 

 

格拉茲在 1999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列為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

更在 2003年當選為歐洲文化之都。漫步舊城，處處可見義大利風格

建築，噴泉、雕像、廣場，搭★纜車登城堡山，遠眺市區美景。隨後

參觀保存完美的文藝復興式建築▲蘭德宮。小城生機勃勃，處處散發

著陽光的氣息。 

 

Wiesler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風味餐 



第 5天 

（六） 

格拉茲 

183km 

魯斯特 

72km 

維也納 

專車前往送子鳥的故鄉－位於新錫德爾湖旁的魯斯特，家家戶戶煙囪

上鸛鳥築巢，蔚為奇觀。景色優美的新錫德爾湖（費爾特湖）文化風

景區為奧地利與匈牙利共有，有極為豐富且重要的文化和自然資產，

於 1995年被聯合國列為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安排新錫爾徳湖

遊船。 

 

午餐後前往維也納。抵達後首先參觀知名藝術家百水先生設計的▲百

水公寓，奇特富童趣的造型與鮮明豐富的色彩，讓心情也繽紛了起

來！晚餐在維也納市區享用紅頂商人餐廳晚宴。 

5★ 

Grand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紅頂商人餐廳晚宴 

第 6天 

（日） 

維也納 

6km 

熊布朗宮 

30km 

維也納森林 

40km 

維也納 

上午參觀哈布斯王朝家族的官邸◎熊布朗皇宮及美不勝收的御花

園。華麗的巴洛克式建築，是中歐宮廷建築的典範，1996 年列入世

界遺產後，每年都吸引上百萬的遊客。 

 

別忘了找找小莫札特為泰瑞莎女皇表演的地方！隨後，前往郊區維也

納森林，拜訪◎貝多芬故居，這棟房子是貝多芬居住在維也納森林最

久的住所，也展示許多貝多芬的知名樂譜；漫步貝多芬小徑，貝多芬

居住在此地時，最愛沿著小溪蜿蜒的清幽小徑散步，不時傳來的鳥鳴

及微風吹拂，因而譜出動人的田園交響曲。 

晚餐於格林沁葡萄酒莊用餐，悠揚的音樂伴隨歌聲與葡萄酒香，將帶

給您一個迷人的美好夜晚。 

 

5★ 

Grand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豬肋排餐 晚餐：葡萄酒莊風味餐 

第 7天 

（一） 

維也納 

電車之旅 

今天全日將搭乘電車認識維也納，輕鬆漫遊環城大道：▲卡爾教堂、

▲傳統市場、▲分離派會館、▲國會大廈，▲霍夫堡宮、▲聖史蒂芬

教堂、▲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等。隨後您可以自由欣賞維也納精美的櫥

窗藝術、品嚐一杯香醇濃郁的維也納咖啡與莎荷蛋糕，或逛街購物，

除了精品，市區也有一些可愛的個性小店等您探訪。 

 

※今晚特別安排欣賞史特勞斯音樂會。 

5★ 

Grand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沙龍晚宴 

第 8天 

（二） 

維也納 

87km 

杜恩斯坦 

 
瓦豪河谷遊船 

274km 

鹽湖區 

早餐後，前往著名的葡萄酒鄉—杜恩斯坦，此小鎮因傳說中的英王獅

心理查曾被囚禁在鎮上山坡上的古堡而名噪一時。★搭船遊覽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之列的多瑙河瓦豪河谷，欣賞美麗的河畔風

光，兩岸的古堡、廢墟、小鎮，和連綿起伏的階梯式葡萄園，令人心

曠神怡。 

 

年代超過 900 年的▲梅爾克修道院，是巴洛克建築的經典，1908 年

開始，由城堡改建的修道院成為本篤會僧侶修行的地方。修道院幅員

廣大，除了有名的大理石廳、圖書館和教堂，還有博物館。 

Scalaria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餐 



第 9天 

（三） 

鹽湖區 

哈爾施達特 

36km 

聖沃夫岡 

早餐後，續往鹽湖區、奧地利最美、最古老的文化小鎮─哈爾施達特。

哈爾施達特依山傍水、寧靜優美，獨特的魅力，讓人看一眼就很難忘，

常常出現在奧地利觀光局介紹湖區的海報中，1997 年被列入世界文

化遺產。 

隨性漫步哈爾施達特，這座古老小鎮寧靜絕美，處處是美景。午餐後，

★搭乘登山纜車參觀世界最古老的◎鹽礦，鹽礦的開採約是 7000 年

前為當時人們主要經濟來源。為了體驗古老的採礦趣味，您必須穿上

採礦的工作服，並乘坐木滑梯及跨背式搬運車，進入礦坑，深入了解

當時採礦過程。 

Scalaria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湖區風味餐 

第 10天 

（四） 

鹽湖區 

聖沃夫岡 

20km 

聖吉爾根 

 

聖沃夫岡 
 

早餐後，★搭乘蒸氣火車登綿羊山，登高遠眺，山巒起伏，群湖環伺，

美不勝收。 

 

午餐後，抵達位於沃夫岡湖畔的聖吉爾根，據說是莫札特母親和姊姊

的出生地，聖吉爾根與沃夫岡湖同時也是歐洲非常有名的避暑勝地之

一，電影《真善美》一開場，美得令人屏息的場景就是這裡。★搭船

遊湖，欣賞迷人的湖光山色，前往沃夫岡湖湖畔小鎮聖沃夫岡。 

Scalaria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白馬餐廳 晚餐：湖區鮮魚料理 

第 11天 

（五） 

聖沃夫岡
47km 

薩爾茲堡 

早餐後，專車前往莫札特故鄉─薩爾茲堡。步行參觀舊城，◎莫札特

出生地故居、▲莫札特廣場及迷人的老城街道；▲主教大教堂，教堂

內裝飾大量壁畫，自 1920 年起，就是薩爾茲堡音樂節重要的表演場

地，教堂的鐘直到 1962 年才又重新掛上，這也是中歐教堂中最大的

鐘；▲米拉貝爾宮，薩爾茲堡大主教 1606 年為他的情婦和 15個孩子

而建造的宮殿和花園，電影《真善美》中的經典片段「Do Re Mi」，

即於此地拍攝。薩爾茲堡因莫札特而不同凡響，動人心弦的樂音，正

奏起悠揚的旋律。夜宿南德山區。 

 

5★ 

Sheraton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精緻料理 

第 12天 

（六） 

薩爾茲堡
146km 

慕尼黑 

 

香港 

悠閒享用早餐後，漫步優雅浪漫的薩爾茲堡，在大街小巷尋寶，選購

心愛的紀念品，或是獵取唯美的攝影佳作。今日特別安排午餐自理，

讓您能夠彈性運用假期最後的自由時光。 

午後背起行囊，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機上 

早餐：美式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第 13天 

（日） 

香港 

 

台北 

旅行的美好因想念而更加深刻，班機於今晚飛抵台北，這份美好的回

憶將隨著班機一起降落台北！ 

溫暖的家 



 

＊ 以上行程，若遇當地不可抗力因素；為顧全團體權益，本公司保有修改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預定航班：（以上班機僅供參考，正確班機、時間及行程，以最後確認班機為準！） 

日期 出發/抵達城市 航班 出發/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二 桃園 / 香港 CI923 1830 / 1945 1 小時 15分 

二 香港 / 慕尼黑 LH731 2320 / 0540+1 12 小時 20分 

六 慕尼黑 / 香港 LH730 2220 / 1525+1 11 小時 05分 

日 香港 / 桃園 CI916 1735 / 1930 1 小時 55分 

 

上選旅遊‧旅遊上選 
TEL：02-2712-5511  FAX：02-8712-0989 

www.sunchoic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