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奧捷 12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維也納 

02  維也納 

03  維也納 

04  維也納---火車頭等艙---薩爾茲堡(上午觀光 / 下午火車) 

05  薩爾茲堡 

06  薩爾茲堡----合車----克倫洛夫(上午合車前往克倫洛夫 / 下午觀光) 

07  克倫洛夫----合車---布拉格(上午觀光 / 中午合車前往布拉格) 

08  布拉格 

09  布拉格(建議市區觀光或卡羅維瓦利溫泉鎮之旅) 

10  布拉格---維也納機場(上午觀光 / 下午後巴士） 

11  維也納 / 台北 

12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81,5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9 項 
01 台北 / 維也納來回中華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共 9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03 維也納專車接機至旅館  

04 維也納---薩爾茲堡火車頭等艙(含訂位)  

05 薩爾茲堡旅館---克倫洛夫旅館合車服務  

06 克倫洛夫旅館---布拉格旅館合車服務  

07 布拉格---維也納機場巴士票  

08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09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2 天) 
 

第一天  14 JUN 台北 / 維也納 

期盼已久的奧地利捷克旅程今天要出發囉，今日晚上前往桃園國際

機場搭機飛往嚮往已久的歐洲，夜宿於機上，請您養足精神，明日

開始精彩的奧地利捷克之旅。 

 

 

第二天 維也納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維也納，隨後市區觀光：環城大道

Ring、位於維也納知名的自然及歷史博物館之間的瑪麗亞特

蕾莎廣場及霍夫堡宮英雄廣場等名勝，霍夫堡皇宮前及維也

納地標之一的聖史蒂芬大教堂附近的名店街，享受休閒的自

由活動及購物時間，或教堂邊的超市購買價廉物美的知名巧

克力，當然您也可以前往沙河酒店 Hotel Sacher 享用知名的

沙河蛋糕及維也納咖啡。 

 

第三天  維也納 

今日上午您可參觀奧匈帝國全盛時代遺留下來的皇

宮『熊布朗宮』，及其美不勝收的御花園，這座雄偉

的哈布斯堡的夏宮，主要是為了與法國太陽王路易十

四的凡爾賽宮互別苗頭，皇宮內總數有 1441 個房間，

最值得參觀的就是法國悲情皇后瑪麗安東尼，出嫁前

渡過少女時期的房間，以及音樂神童莫札特，6 歲時

為當時的女皇瑪麗亞特蕾莎獻藝的『鏡廳』。下午您可前往白水公寓參觀，白水公寓（德語：

Hundertwasserhaus）是奧地利藝術家佛登斯列·漢德瓦薩在維也納建設的一處公共住宅。漢德瓦

薩在 1972 年出演一次電視節目時曾稱自己的夢想是建一座和植物一起生存的家。1977 年，時

任維也納市長對漢德瓦薩發出邀請，請求他建設一座人類和自然共生的公共住宅。這座建築

中 1983 年開工，1986 年完工。現在這座住宅是維也納的著名景點。 

 

第四天  維也納---火車頭等艙---薩爾茲堡(上午觀光 / 下午火車)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歐洲最大的地底湖。Seegrotte 位於維也納

郊區約 17 公里的森林中，被喻為地下童話王國，每年吸引上

萬遊客來此。可坐船参觀這瑰麗的美景，變換莫測的奇光後，

令人親身感受到地底湖世界。 

下午搭車前往薩爾茲堡，薩爾茲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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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將薩爾茲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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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薩爾茲堡 

今日音樂藝術山城，也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鄉---

薩爾茲堡市區觀光。電影(真善美)在此地拍攝，更

將薩爾茲堡的美景引薦給世人，經典名片令人回味



 

無窮，，您不妨實地感受一番。您可前往 Untersberg 坐纜車爬上 1800 公尺的山上鳥瞰整個薩

爾茲堡，並前往海爾布倫宮（德語：Schloss Hellbrunn）。海爾布倫宮是一座巴洛克別墅，位

於薩爾茲堡南郊，由薩爾茲堡采邑主教修建於 1613 年至 1619 年，意為「清泉」。 海爾布倫

宮為主教夏季的日間住所，晚間返回薩爾茨堡，因此海爾布倫宮不設臥室。海爾布倫宮以庭

院內的機關噴泉著稱，是夏季的熱門旅遊景點。薩爾茲堡要塞(Festung Hohensalzburg)是薩爾

茨堡的一座城堡，位於城堡山上，長 250 米，寬 150 米，是歐洲最大的中世紀城堡之一。這

座城堡始建於 1077 年，由歷任總主教逐步擴建而成。1515 年修建了運貨的纜車，可能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纜車。目前是一處旅遊熱點，有纜車通往山下的市區。 

接著您可參觀莫札特出生地(Mozarts Geburtshaus)及舊城區，隨後前往電影(真善美)拍攝地點

---米拉貝花園。 

 

第六天  薩爾茲堡----合車----克倫洛夫(上午合車前往克倫洛夫 / 下午觀光)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克倫洛夫，隨後於克倫洛夫觀光。

位於奧、捷邊境聯合國文教會保護的古城－克倫洛

夫，色彩繽紛的克倫洛夫，號稱是歐洲最美麗中古小

城之一，進入此城時空彷彿倒轉 700 年，克倫洛夫的

何事物都像未曾改變過，您可於老城內隨意逛逛，也

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意外收穫，克倫洛夫的老城中心基

本上保持了中世紀的風貌。克倫洛夫城堡是捷克除布

拉格城堡之外最大的一個古堡。城堡中有一個完好保

存至今的巴洛克式劇場以及一些原始的布景和道具。考慮到其年代久遠，一年只在該劇場上

演一次歌劇，主要是巴洛克時期的劇目。克倫洛夫也捷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每年都會舉

辦一些慶祝或者紀念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五瓣玫瑰花節」，在每年夏至日的周末舉辦。 

 

第七天  克倫洛夫----合車---布拉格(上午觀光 / 中午合車前往布拉格) 

上午繼續克倫洛夫市區觀光，中午搭車前往布拉

格。布拉格之美，即使花三天三夜，也讓您看不

完，只能擇其精華，來到舊城區，伏爾塔瓦河貫

穿布拉格，最受遊客青睞的便是查理士橋，這座

建於十四世紀，全長 520 公尺，兩旁聳立了 30

座雕像，108 聖者的古橋，已然成為布拉格觀光

生活的代表。接著來到豎立著捷克著名字教改革

家胡斯塑像的老城廣場，而廣場上建於 1410 年的天文鐘則是廣場上的另一趣味所在，而聖尼

古拉斯教堂是巴洛克式建築的代表。 

 

第八天布拉格 

今日繼續全日布拉格市區觀光 : 

★ 聖維特主教座堂（捷克语：Katedrála svatého Víta）: 



 

是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的一座天主教堂，羅馬天主教布拉格總教區的主教座堂，也是捷克

最大、最重要的一座教堂。全名是聖維特、聖溫塞斯拉斯和聖阿達爾貝特主教座堂。教堂位

於布拉格城堡內，是哥德式建築的精彩範例，其中有許多波希米亞國王的墳墓。 

★ 布拉格城堡（捷克語: Pražský hrad）： 

是位於捷克共和國布拉格 的一座城堡，波希米亞國

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

共和國總統都在此辦公。 這裡保存著波希米亞王國

的王冠。布拉格城堡是世 界上最大的古城堡。 

 

 

★ 藍儂牆 

喜歡藝術塗鴉風的朋友們一定要來這裡看看！藍儂牆 

（捷克語：Lennonova zeď）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修道院

大廣場，在 1980 年代起人們開始在這面牆上塗寫約翰·

藍儂風格的塗鴉以及披頭四樂隊的歌詞，曾經這面牆也

成為捷克群眾發泄對於胡薩克共產主義政體憤怒的源

頭，也代表著過去衝突的痕跡，現在，藍儂牆已經成為

表達青年理想的象徵，是相當值得來一趟的布拉格景點 

晚間您可安排欣賞布拉格特有的音樂藝術活動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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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跳舞的房子（捷克語：Tančící dům）： 

是荷蘭國民人壽保險公司大樓的綽號，位於捷克共和國布拉格鬧

區。由加拿大知名前衛建築師法蘭克·蓋瑞，與生於南斯拉夫的克羅

埃西亞籍捷克建築師弗拉多·米盧尼克，於一個空的商宅河濱基地一

同合作所設計的。此地原先的建築物毀於二次大戰轟炸布拉格，被

美軍誤認為德國德勒斯登。跳舞的房子於 1992 年設計，並於 1996

年完建。 

 

第九天  布拉格(建議市區觀光或卡羅維瓦利溫泉鎮之旅) 

今日建議可前往卡羅維瓦利 Karlovy Vary 溫泉鎮參觀，卡羅維瓦利是捷

克西部波希米亞地區卡羅維發利州的一座溫泉城市，位於奧赫熱河和

Teplá二條河流的匯合處。該市名稱 Karlsbad 得名於神聖羅馬帝國皇

帝、波西米亞國王卡爾四世，他在 1370 年建立城市。該市在歷史上以

溫泉著稱。卡羅維瓦利會成為聞名的溫泉鄉，是源自於 14 世界時查理

四世皇帝在此地無意發現溫泉，其後 16 世紀又因一份醫學報告公布溫

泉療效，吸引許多人來研究、社會高階人士也紛紛來此療養，像是 19 世紀的貝多芬和蕭邦、

馬克思也都曾造訪卡羅維瓦利。來到卡羅維瓦利溫泉鎮最道地的觀光方式就是買一個溫泉杯

喝一口溫泉水，別忘了搭配溫泉餅。 

 



 

 

第十天  布拉格---維也納機場(上午觀光 / 下午後巴士） 

今日上午繼續暢遊布拉格，童話王國。布拉格是一座著

名的旅遊城市，市內擁有為數眾多的各個歷史時期、各

種風格的建築，從羅馬式、哥德式建築、文藝復興、巴

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新藝術運動風格到立體派

和超現代主義，其中特別以巴洛克風格和哥德式建築更

占優勢。布拉格建築給人整體上的觀感是建築頂部變化

特別豐富，並且色彩極為絢麗奪目（紅瓦黃牆），因而擁

有「千塔之城」、「金色城市」等美稱，號稱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2013 年，布拉格入選世

界首座「世界文化遺產」城市。告別童話王國，下午搭乘巴士返回維也納機場。 

 

第十一天  維也納 / 台北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維也納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

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

灣，今晚夜宿機上。 

 

第十二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桃園國際機場，一趟美好的歐洲之旅永遠留在您

的心中，很開心為您的歐洲之旅盡一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