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上選奧捷經典 13 天
完美規劃 精緻體驗 6 晚 5 星旅宿
多瑙河遊船 大鐘山冰川 湖區連泊 波希米亞風情
2019.11.12 修
當雍容華貴的哈布斯堡王朝遇上浪漫不羈的波希米亞時，一連串的驚訝！因為莫札特，所以薩爾茲堡
變得很音樂，…深邃的湖泊裏，埋藏著千萬年的情愛，不捨離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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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殿裏，曾經小莫札特圍繞
在泰瑞莎女皇淘氣的身影….多瑙河谷詠唱著尼貝龍根之歌；Vysehard 巍峨的城堡，低迴著莎卡壯烈
的史詩，俯首聆聽莫道河深情澎湃的浪濤，遠眺巍峨的布拉格城堡，百般風情情也深…

行程特色:
1. 布拉格、維也納、湖區各連泊兩晚 全程四~五星豪華市區旅館﹙展會期間除外﹚
我們特別安排住在薩爾茲卡門固特湖區、維也納、庫倫諾夫、卡羅維瓦利、布拉格等老城中心，是為
了要讓大家有充分時間去深度感受，身處在異國歷史的時光隧道中，與文化面對面的震撼。相較之下，
您可以比別人有更多的時間、更愜意渡假的感覺，步行參觀近在咫尺的古蹟建築，除了省去來回往返
旅館交通的時間，更可以深入城市的核心地區。

2.山水有情 大鐘山冰川奇景 多瑙河遊船慢活
市場少有的大鐘山行程，連奧匈皇帝也跋山涉水只為這世界絕景，壯闊的冰川風景，讓人忘卻世俗煩
惱。奧運滑雪名地茵斯布魯克，伊甸園般的鄉村景色伴隨著阿爾卑斯秀美的自然風光使這裡成為絕佳
度假勝地。青翠的山巒環繞著寧靜深邃的湖泊，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冰河造就了絕美的薩爾茲卡門古
特湖區，著名的湖區小鎮聖沃夫岡、哈爾施達特，宛若天上人間。搭乘遊船遊覽多瑙河最優美的瓦豪
河谷，並參觀巴洛克建築之珠的梅爾克修道院及有瓦豪寶石之稱的杜倫施坦，親身感受藍色多瑙河的
魅力。伏爾他瓦河靜靜的低語，環繞美麗的庫倫諾夫小鎮，有如一抹溫柔的微笑；流經雄偉的布拉格
城堡，則澎湃激昂…

3.珍貴的七大世界遺產 文化與建築的宴饗
奧地利的薩爾茲堡老城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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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優美的瓦豪河谷段；捷克的童話小鎮庫倫諾夫、露天建築博物館布拉格，這些都是國際教科文組織
公認的重量級人文饗宴。

4.輕鬆流暢的腳步
上選奧捷 13 天特別安排去程早上飛抵慕尼黑，回程從布拉格飛出的航段，巧妙的將奧地利與捷克連
結起來，充分的時間讓您享受高品質旅程。比一般市售維也納來回長途拉車行程省時、輕鬆，充分運
用寶貴的旅遊時間，悠閒深入的探訪美景。

5.大師與音樂

精彩的音樂藝術活動

從巴洛克、古典，到浪漫、國民樂派，隨著眾大師的腳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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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休演，則改欣賞其他音樂廳音樂會）及布拉格的黑光劇、木偶劇...
（自費選擇），讓您的夜晚更加出色。

6.文學的故鄉
從存在主義文學之父卡夫卡的經典作品《大審判》
、
《城堡》
；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到人權鬥士，前異議作家，現任捷克總統哈維爾，作家細膩的心、調侃的筆，深刻的哲理，刻劃出捷
克的民族情感與小市民的生活。當我們踏上這塊土地上時，彷彿舊地重遊，再一次被深深感動！

7.溫泉美食美酒
精心挑選的在地餐食，包括米其林推薦餐，讓您在進餐同時，除了品嚐不同的風味，還能體會餐廳的
氣氛與價值。拜訪溫泉渡假聖地卡羅維瓦利，體驗神奇的飲泉療效，欣賞歐式溫泉鄉優雅的景緻。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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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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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8、7/20、8/17、9/2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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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數

第一天
（一）
台北

香港

慕尼黑

行
程
內
容
出發囉！今日傍晚集合於桃園機場，出發前往香港搭機轉往慕尼黑。
飛抵後我們將先拜訪奧地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孕育下，奧地利有著
華麗的歷史，莫扎特、貝多芬都曾在奧地利譜出傳世名曲，音符和湖
光山色交織的綺麗樂章，在星光燦燦下享受樂音悠揚的浪漫之旅。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
第二天 今日前往茵斯布魯克，這是一座美麗的山城，也是主辦過兩次冬季奧
（二） 運的著名滑雪勝地。首先參觀◎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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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尼黑 收藏的珍品。接著來到舊城區，參觀◎宮廷教堂、著名的▲黃金屋頂、
136 km 瑪麗亞．特瑞莎大街、凱旋門等，茵斯布魯克的重要地標－黃金屋頂
水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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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km 瓦，氣派非常。

預定飯店

機上

Grauer
Bär
或同級

茵斯布魯克

第三天
（三）
茵斯布魯克
188km
大鐘山
196km
薩爾茲堡

早餐：機上
午餐：水晶世界午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餐
早餐後，前往大鐘山，乘車在阿爾卑斯山最古老的冰川景觀公路，沿
途欣賞無與倫比的壯闊美景。首先抵達◎法蘭茲‧約瑟夫觀景峰。當
時新婚的奧地利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帶著西西公主來此觀景，之
後此地便冠上皇帝的名字以作為紀念。在這可眺望奧地利最長的帕斯
特爾茲冰河，飽覽浩瀚的絕世美景，欣賞大鐘山雄偉瑰麗的美景。好
天氣的時候，還可以遇見可愛的野生土撥鼠喔。
離開大鐘山後，前往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地，以及電影《真善美》
的拍攝地－薩爾茲堡，在古色古香的舊城區夜宿。

Sheraton
5星
或同級

＊大鐘山如因氣候等因素封山，則改為登上卡普倫高山水壩
早餐：美式 午餐：大鐘山鹿肉風味餐
晚餐：牛肉風味餐
第四天 早餐後，步行參觀薩爾茲堡舊城，◎莫札特出生地故居、▲莫札特廣
（四） 場、▲米拉貝爾花園等，米拉貝爾花園是電影《真善美》中演唱名曲
《Do-Re-Mi》的場景。您可自由於舊城區漫步，欣賞華麗如藝術品的
薩爾茲堡 店家招牌，連知名速食店的招牌在薩爾茲堡都變優雅了。薩爾茲堡因
48km 莫札特而不同凡響，空氣中彷彿有動人心弦的樂音，奏起悠揚的旋律。
聖沃夫岡 薩爾茲堡繁華的商店街有許多好餐廳，大學廣場旁的傳統市集則是品 白馬酒店
或同級
嚐在地小吃的好去處，今日午餐特別規劃為自理，您可自由運用時間，
輕鬆地逛街購物。
抵達歷代皇室貴族情有獨鍾的渡假勝地－薩爾茲卡門固特湖區，今晚
入住在如仙境般的聖沃夫岡。
早餐：美式
午餐：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餐

第五天
（五）
聖沃夫岡
36km

哈爾施達特
44km

聖吉爾根
聖沃夫岡
第六天
（六）
聖沃夫岡
170km
梅爾克

早餐後，前往奧地利最古老的文化小鎮－哈爾施達特。哈爾施達特被
譽為「世界上最美的小鎮」
，依山傍水，寧靜幽美，多次出現於奧地利
觀光局的海報中。
★搭乘登山纜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古老的◎鹽礦，穿上採礦的工作服，
並乘坐有趣的木滑梯及跨背式搬運車，深入了解礦坑當時採礦的過程。
白馬酒店
午餐後，前往位於沃夫岡湖畔的聖吉爾根，這裡是歐洲非常有名的避
或同級
暑勝地之一，電影《真善美》美得令人屏息的開場風景即於此拍攝，
這裡據說也是莫札特母親和姊姊的出生地。
品嚐美味的湖區鱒魚料理後，★搭船遊覽沃夫岡湖，欣賞環繞四周靜
謐脫俗的湖光山色。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風味餐
晚餐:湖區鮮魚料理
早餐後，前往多瑙河搖籃之稱的－梅爾克，欣賞號稱奧地利巴洛克建
築珍珠的▲梅爾克修道院。接著★搭船遊覽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多
瑙河瓦豪河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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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
抵達瓦豪河谷中著名的葡萄酒鄉－杜恩斯坦，英國獅心王理查曾被囚
5星
禁在鎮上山坡上的古堡，歷史故事讓小鎮更增添迷人魅力。
或同級
最後來到樂音悠揚的音樂之都－維也納，入住在這優雅迷人的城市。

杜恩斯坦
170km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餐
晚餐：維也納豬肋排料理
維也納
第七天 早餐後，參觀奧匈帝國極盛時期所建的◎熊布朗皇宮，以及美不勝收
﹙日﹚ 的御花園，小莫札特曾在此為泰瑞莎女皇表演。接著回到市中心參觀
維也納

▲聖史帝芬大教堂。
午後參觀具有巴洛克式風格的★貝維蒂爾宮及其庭園設計，並安排參
觀奧地利畫廊，欣賞克林姆著名的畫作《吻》
。參觀▲市立公園，拜訪
金色史特勞斯雕像，遙想古典音樂輝煌的華麗年代。
晚餐後特別安排聆賞著名的★史特勞斯音樂會，您將陶醉在悠揚樂曲
中，度過難忘的美麗夜晚。

Grand
5星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中式餐七菜一湯 晚餐：沙龍晚宴
第八天 前往▲百水公寓，欣賞百水先生的前衛建築設計，奇特造型與鮮明豐
（一） 富的色彩，讓心情也繽紛了起來！
隨後專車前往有「捷克最美麗小鎮」稱號的庫倫諾夫，這個處處白牆、
維也納 紅瓦、石板路的中世紀波西米亞小鎮，處處充滿美感與詩意，有如綻 Bellevue
205km 放的玫瑰花，讓人一見鍾情，199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
或同級
庫倫諾夫 化遺產。參觀被伏爾塔瓦河三面環繞的舊城區▲庫倫諾夫城堡，居高
俯覽全鎮迷人景緻，造訪直指天際的▲彩繪塔、▲斗篷橋。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餐
晚餐：波西米亞風味餐
第九天 早餐後，前往捷克啤酒工業大城─皮耳森，進入 1842 年「啤酒革命」
（二） 的發源處◎啤酒工廠參觀，體驗金黃色的啤酒製造過程，午餐特別安
排在啤酒廠餐廳內享用烤豬腳風味餐。
庫倫諾夫 之後再前往風景優美的溫泉小鎮－卡羅維瓦利，體驗歐式養生渡假文
Grand
157 km 化。卡羅維瓦利為歐洲最著名的溫泉渡假勝地，文豪歌德、席勒，音
Pupp
皮耳森 樂家貝多芬、巴哈、蕭邦、李斯特...等名人都曾來此療養或放鬆身心。
5星
80 km 除了泡湯，別忘了入境隨俗喝杯溫泉水，體驗神奇的飲泉療效。您還
或同級
卡羅維瓦利 可以品嚐溫泉水做的大圓鬆餅，漫步在優雅的市區，登高欣賞溫泉鄉
優雅的景緻，自由選購當地著名的琥珀、水晶等。
早餐：美式
午餐：豬腳料理佐啤酒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餐

第十天
（三）

早餐後，前往波希米亞王冠上最美麗的寶石－永遠閃亮的布拉格，一
個彷彿凍結在中世紀，被音樂與文學擁抱著的迷人城市。布拉格被稱
為「建築博物館」，可見到歐洲千年以來流行過的所有建築風格。
卡羅維瓦利 參觀新藝術風格建築傑作▲市議會後，來到 1989 年絲絨革命發生地導
135 km 致共產政權跨台之▲溫塞斯拉廣場等。參觀▲舊市政廳、美麗的天文
布拉格 鐘及舊城廣場。有現代文學魔法師之稱的卡夫卡，常與作家朋友在此 Intercon聚會，廣場上迷人的建築，個個爭奇鬥艷，還有裝潢優雅的餐廳、咖 Tinental
5星
啡館、個性商店。
或同級
★搭船遊覽伏爾他瓦河，也就是波西米亞音樂之父史麥唐納的《我的
祖國》交響曲中的莫道河。
浪漫的夜晚裡，您可自費聆賞著名的黑光劇、木偶劇、歌劇或音樂會。
越夜越美麗的布拉格，魅力無比。
早餐：美式
午餐： 中式餐七菜一湯 晚餐：波西米亞烤鴨腿餐
第十一天 今天特別安排當地導遊帶大家步行導覽參觀◎布拉格城堡區、▲國王
（四） 加冕的聖維特大教堂、▲總統府等。穿過▲黃金小巷、▲卡夫卡故居，
造訪小城區，欣賞波西米亞巴洛克式建築的經典之作─▲聖尼古拉教
布拉格 堂。
之後踏上▲查理大橋，這裡是伏拉塔瓦河上最著名的石橋，遊客川流
不息。您可悠閒地在橋上散步，欣賞街頭藝術家們的各種創作與石橋
Intercon兩旁 30 尊精美的巴洛克式雕像；更可以眺望河兩岸布拉格市區的優美
Tinental
景致。
5星
過河後，來到新城區長達 750 公尺長的▲瓦茨拉夫廣場，兩旁都是典
或同級
雅的建築與名店，這裡也是 1968 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的發生地。讓
您充分體會「活的建築博物館」種種美景。著名的▲慕夏博物館與宏
偉的▲國家博物館就在鄰近處，最後欣賞 11 世紀興建的哥德式▲火藥
塔城門。
今日晚餐特別安排於米其林餐飲指南推薦之餐廳用餐。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餐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
第十二天 悠閒享用早餐後，您可盡情探索老城區，漫步尋訪巷弄中的個性小店，
（五） 用相機記錄布拉格美麗的角落，或在露天咖啡座中享受度假氛圍，體
驗布拉格迷人風情。今日午餐特別安排自理，以便您自由運用假期最
布拉格 後的悠閒時光，盡情血拼購物。
機上

午後背起行囊，告別美麗的布拉格，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慕尼黑

香港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
第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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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憶將隨著班機一起降落台北！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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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出發/抵達城市

航班

出發/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一

台北 / 香港

CI 923

1820 / 2005

1 小時 15 分

一

香港 / 慕尼黑

LH 731

2305 / 0525+1

11 小時 55 分

日

布拉格 / 慕尼黑

LH 1693

1700 / 1750

1 小時 10 分

日

慕尼黑 / 香港

一

香港 / 台北

LH 730
CI 916

2200 / 1525+1
1735 / 1915

11 小時 25 分
1 小時 40 分

或
星期

出發/抵達城市

航班

出發/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一

台北 / 香港

CI 923

1820 / 2005

1 小時 15 分

一

香港 / 慕尼黑

LH 731

2305 / 0525+1

11 小時 55 分

日

布拉格 / 法蘭克福

LH 1401

1825 / 1935

1 小時 10 分

日

法蘭克福/ 香港

一

香港 / 台北

LH 796
CI 916

2210 / 1520+1
1735 / 1915

11 小時 50 分
1 小時 40 分

上選旅遊 ．奧捷上選
TEL：02-2712-5511

FAX：02-8712-0989

www.sunchoic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