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奧捷 探秘湖區 13 天 夏季版 

 

 

行程重點 

1.奧地利湖區全覽：兩晚湖區住宿，哈斯塔特湖、聖沃夫岡湖、國王湖 

2.獨家安排百年登山火車：搭乘百年火車登上高山，一網打盡奧地利七大湖全景。 

3.探秘最大冰洞：維爾芬冰洞。 

4.浪漫古典饗宴：金色大廳浪漫交響古典音樂會。 

5.優閒午茶時光：奧地利皇后下午茶。 

6.精選門票安排：百年鹽礦探奇、湖區百年登山火車、維爾芬冰洞、國王湖遊船、皮爾

森釀酒廠、聖維特大教堂、黃金小巷、伏爾塔瓦河遊船、布拉格天文

鐘、布拉格電車票、金色大廳音樂會、熊布朗宮。 

7.精選美食體驗：奧地利皇后下午茶、布拉格景觀塔餐廳、高帽子評鑑-白馬飯店、米其

林推薦餐、米其林一星餐廳、Das Loft 景觀餐廳。 

8.優質特選住宿：湖區兩晚連泊、布拉格連泊 3 晚五星、維也納連泊 2 晚五星、波西米

亞森林+薩爾茲堡各一晚五星，全程共 7 晚五星旅館。 

  



參考航班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臺北 → 維也納 中華航空 CI-063 23：15—06：30(+1) 13：15 

回程 維也納 → 台北 中華航空 CI-064 11：35—05：30(+1) 11：55 

以上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為最終確認。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變動航班

時間或轉機點，造成團體行程變更、增加餐食，本公司將不另行加價。若行程變更、減少餐食，則

酌於退費。 

 

 

  



第 01 天 桃園機場 / 維也納機場               2020 Dep : 4 月~10 月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鬆的腳步、搭乘豪

華客機，飛往奧地利首府－維也納。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中華航空 CI-063  23:15 / 06:30+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3:15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歐洲之翼  華航 A350-900XW 

以「最科技、最節能、最環保、最寬敞、最安靜」

著稱。機身 70% 採用最先進的碳纖維等複合材

料、鈦等金屬合金打造，有效減輕航機重量，提

高飛航安全性。A350 採用自動消減噪音離場程

式(NADP )，噪音較競爭機種降低 20%，機外噪

音減低 21 分貝，為新型飛機中最安靜機種。 

一起同遊天際，探索歐洲 

華航結合東方美學意象，讓您步入機艙宛如踏上

一趟揮灑潑墨山水的旅程，輕薄型座椅設計提供

您更寬敞的伸展空間，高畫質螢幕讓您從旅程展

開便能隨看、隨選，華航將這些承諾實現在每一

個旅客的體驗當中；和別出心裁的機上美饌，讓

你愜意地展開旅行。 

  



第 02 天 維也納－梅爾克－奧地利湖區 – 皇后下午茶 

今日飛抵後，來到位於瓦豪河谷中最耀眼的建築-梅爾克修道院，明黃色的外觀在梅爾克

地區的任何地方都非常耀眼，我們也將在此稍作停留並享用午餐。 

午餐後搭車前往奧地利湖區，來到奧地利國王與皇后鍾愛的城市，我們在此特別安排茜

茜公主最喜歡的咖啡館，甜蜜的甜點也如國王與皇后的愛情，最後抵達安排在奧地利湖

區的飯店。 

 

◆備註：如遇咖啡館客滿則改由布拉格或維也納咖啡館代替。 

【典藏特別安排】奧地利皇后下午茶  

【下車參觀】梅爾克修道院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機場-(109KM 01:10)- 梅爾克-(184KM 02:00)-湖區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奧地利地方料理 晚餐：湖區風味餐 

住宿： Scalaria 或 Hotel Seevilla 或 Seehotel Grüner Baum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巴洛克建築的傑作~梅爾克修道院 

始建於 1089 年的梅爾克修道院，是瓦豪河谷中

最耀眼璀璨的建築，明黃色的外觀最早曾是巴伐

利亞貴族的要塞，後來因巴本堡家族廣招修士，

而將這裡贈與修士並改為修道院，修道院裡藏有

需多中世紀珍貴的手稿、濕壁畫及經典，因此非

常具有名望及學術價值。修道院逃過拿破崙戰爭

的破壞，而得以完整保留至今。 

奧地利國王及皇后喜愛的咖啡館 

奧地利國王法蘭茲約瑟夫及皇后茜茜公主最喜

歡的地方，因為國王對於這座城市的喜愛，在

1849 年在這裡建立夏宮，1853 年的夏季也在

這裡與心愛的皇后舉辦訂婚儀式，咖啡館的甜點

是國王和皇后的最愛，兩人時常為了美味的甜點

到訪咖啡館。 

 

  



第 03 天 湖區–百年湖區登山火車–哈斯塔特湖–旅館 

今天特別安排坐上百年湖區登山火車攀上高山，登高望遠鹽湖區景致一覽無遺，天氣好

時還能看一覽鹽湖區七個湖泊。 

之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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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佯

於此湖光山色中，彷彿闖入人間天堂。我們特別安排參觀世界最古老的鹽礦，在此您將

換穿上採礦工作服乘坐長木條狀運輸車，開始鹽礦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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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湖區登山火車如遇天候不佳或整修停駛時，將退還火車費用。 

【含門票參觀景點】百年湖區登山火車、鹽礦探險 

【下車參觀】哈斯達特湖(小鎮)、天空步道、聖沃夫岡湖(小鎮)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湖區旅館-(40KM 00:40)-哈斯塔特-(40KM 00:40)-旅館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高帽子評鑑白馬餐廳 晚餐：香煎鱒魚風味餐 

住宿： Scalaria 或 Hotel Seevilla 或 Seehotel Grüner Baum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跟著《Do-Re-Mi》搭火車上山去 

在電影<真善美>中女主角帶著孩子們上山郊遊

所搭乘的火車。位於湖區的百年火車路線，鐵軌

在 1893 年建造後就開始運作，搭著登山火車慢

慢攀上高山，天氣晴朗時環顧四週可以看見湖區

7 個湖泊及 100 多做山峰的絕美風景。 

人生必去的五十個小鎮~哈斯達特 

位於上奧地利州，薩爾茨卡默古特度假區的哈斯

達特湖畔。清晨的湖面不時籠罩著一層薄霧，偶

然撐來一葉扁舟，激起的波瀾在平靜的湖面劃出

無數漣漪；紅樹黃葉漫山遍野，天鵝水鴨浮游覓

食，還有岸邊花團錦蔟的小屋，都成為畫中一隅。

該村更於 1997 年該村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第 04 天 飯店 – 維爾芬冰洞探奇 – 國王湖 – 薩爾茲堡  

今天特別安排前往參觀世界最大的冰洞-維爾芬冰洞，由河流侵蝕數千年而成形的自然

冰洞，搭乘登山纜車慢慢後攀至冰洞口，往外望去天地山河一覽無遺，在這裡將由專業

導覽員帶領入內參觀。 

午餐之後驅車前往德國的綠寶石-國王湖，乘船悠遊於清澈純淨的湖水並欣賞兩岸風光。

之後驅車回到薩爾茲堡。 

 

◆備註：冰洞開放期間為 5 月-11 月，如遇關閉將以維爾芬城堡含纜車代替。 

【含門票參觀景點】維爾芬冰洞含登山纜車、國王湖遊船 

【下車參觀】聖巴爾特羅梅禮拜堂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飯店-(70KM 01:30)- 維爾芬-(63KM 01:30)-國王湖-

(43KM 01:00)-薩爾茲堡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奧地利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Sheraton Salzburg 或 Radisson Blu 或 其他五星同級飯店 

  

世界最大冰洞~維爾芬冰洞 

位於薩爾茲堡以南約 40 公里處，擁有一個全

世界最大的冰洞，冰洞內部延伸超過 42KM，

維爾芬冰洞德文稱為「冰巨人的世界」，由薩爾

扎赫河流經山脈，經過數千年侵蝕而成，冰洞

是在 1879 年由一位自然科學家 Anton Posselt

發現，現今冰洞每年有約 20 萬遊客參觀。 

德國的綠寶石~國王湖 

位於德國與奧地利邊界的國王湖，因其純淨碧綠

的水質而聞名天下，湖泊在最後一個冰河時期由

冰川侵蝕形成，長 7.7 公里、寬 1.7 公里、最大

深度 190 米，也是德國境內最深的湖泊。 

乘電動船優游於湖上，船員會用小號吹奏德國民

歌，在湖光山色間迴盪著悠然的樂聲，湖光、山

色、樂聲好不愜意。 

  

https://www.nach-holland.de/nach-holland-blog/orte-und-events/738-tulpenbluete-noordwijk-erleben-zu-wasser-zu-land-und-in-der-luft


第 05 天 薩爾茲堡 – 庫倫洛夫 

走入真善美電影裡的場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地，參觀主教為心愛女人建造的米拉

貝爾花園，真善美的女主角就是在這裡演唱我們耳熟能響的《Do-Re-Mi》，之後跨過

Salzach 河來到老城區，老城街道上有莫札特的出生地、大教堂及各式商店，您可以在

可以買到莫札特巧克力當作伴手禮。 

午餐後前往童話小鎮-庫倫洛夫，跨過邊境來到歐洲最美麗的中古小鎮－庫倫洛夫。彷彿

乘著時光機倒轉 700 年，伏爾塔瓦河呈 S 型貫穿全鎮，所有街道都由小石頭及石板塊鋪

成，遠望是滿城的紅色屋頂及色彩斑斕的塔樓，宛若凍結時空的震撼，令人著迷。 

 

【下車參觀】薩爾茲堡老城區、庫倫洛夫城堡區&老城區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薩爾茲堡-(216KM 02:30)-庫倫洛夫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Hotel Zlaty Andel 或 Hotel Mlýn 或老城內四星旅館 

  

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鄉~薩爾茲堡 

薩爾茲堡是奧地利第四大城市，位於奧地利西部

是阿爾卑斯山脈的門戶，也靠近德國的邊境，根

據歷史資料這座城市是現今奧地利境內歷史最

悠久的城市。這裡也是音樂天才莫札特的出生

地，也是電影真善美的拍攝地，薩爾茲堡老城在

1996 年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 

可愛迷人的童話小鎮~庫倫洛夫 

Český Krumlov 在德語中指的是高低不平的草

地，這個位於捷克的小城鎮，因為保有完好的

14-17 世紀的建築，而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小

鎮。被伏爾塔瓦河環抱的是老城的區域，而擁有

彩繪塔的城堡則在河的另外一側，立於城堡之上

居高臨下，可以一覽整個庫倫洛夫的全部景致。 

  



第 06 天 庫倫洛夫 – 皮爾森 – 瑪麗安斯基/卡羅維瓦利 

早上離開童話小鎮-庫倫洛夫前往捷克最大啤酒出產小鎮-皮爾森，這裡的啤酒廠從 1842

年開始釀製啤酒，也是捷克國內啤酒第一大品牌，特別安排參觀啤酒的釀製過程。 

午餐後，前往捷克第二大溫泉療養地-瑪麗安斯基，16 世紀在這裡發現了溫泉到 19 世

紀時發展成療養聖地，這裡的溫泉可以飲用對於身體也有非常好的療養功效，今晚我們

將入住於這個小鎮。 

 

【含門票參觀景點】皮爾森釀酒廠 

【下車參觀】共和國廣場、聖巴特羅教堂、瑪麗安斯基小鎮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庫倫洛夫-(157KM 02:30)-皮爾森-(75KM 01:10) 

-瑪麗安斯基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波希米亞風味餐 晚餐：旅館主廚晚宴 

住宿： Esplanade 或 Grand Pupp 或 Savoy 或同等級五星旅館 

  

捷克第一啤酒品牌 

它是捷克銷售量最高的啤酒，1842 年皮爾森啤

酒廠釀製出第一杯皮爾森啤酒，之後這裡就成為

啤酒釀製的知名城市及技術中心，在這裡您可以

參觀到地下啤酒窖裡的釀製過程，還有由過去珍

貴照片的釀酒歷史紀錄，參觀終了還能品上一杯

新鮮的黃金啤酒。 

 

歐洲最美的溫泉城市~瑪麗安斯基 

依山傍水的瑪麗安斯基，是歐洲風景最優美的溫

泉城市，因此也成為許多國際會議所鍾愛的舉辦

場地。這裡景色怡人，連蕭邦與華格納都等音樂

家都為此迷戀不已，經常來此度假。歌德更是多

次到訪，當然還有英國的皇室貴族，也都是榜上

嘉賓。 

  



第 07 天  瑪莉安斯基 – 卡羅維瓦利 – 布拉格【連泊三晚】 

今天來到捷克境內最大、最著名的溫泉鎮──卡羅維瓦利。沿著特普拉河畔，一座座古典

的建築將吸引您的目光。在這裡您可以買個當地特色「溫泉杯」，試飲特有的溫泉；當地

人常飲用溫泉水，據說能夠強身保健、調理體質呢！  

之後前往百塔之城布拉格，今晚安排在可以俯瞰黃金布拉格的電視塔餐廳享用晚餐。 

 

◆備註：若遇布拉格塔餐廳客滿，則前後調整或替換米其林推薦餐 

【下車參觀】卡羅維瓦利溫泉鎮及溫泉迴廊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瑪麗安斯基-(57KM 01:00)-卡羅維瓦利-(127KM 02:00) 

-布拉格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波希米亞香烤豬腳餐 晚餐：布拉格塔浪漫百萬景觀餐廳 

住宿： Marriott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其他同等五星旅館 

  

熱氣氤氳的城市~卡羅維瓦利 

傳說中 14 世紀時，神聖羅馬帝國查理皇帝在一

次巡獵時發現此地的溫泉，從此名為查理之泉。

經過 600 多年，其歷久不衰，更於 1522 年時被

發現是具有療效的泉水，其所含有礦物質能減輕

病痛；飲用溫泉水更是當地人稀鬆平常的事。 

布拉格塔浪漫百萬景觀餐廳 

浪漫百萬景觀位於捷克布拉格的一座電視塔上，

以其獨特的外觀而聞名。建於 1985 年至 1992

年期間，塔的高度是 216 公尺。因其獨特的外觀

和突出的高度而成為布拉格地標之一，吸引眾多

遊客參觀。 

“天空中的美食...... 360 度的城市景觀令人嘆為

觀止。”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n9--xxI_gAhVQc3AKHbHvChcQjRx6BAgBEAU&url=https://www.pragueevents.com/prague-restaurants/oblaca&psig=AOvVaw3K73kfY_h7D4J2JUTAqxFN&ust=1548732520186719


第 08 天  布拉格 【皇宮城堡區+米其林推薦餐】 

今日就從古堡皇宮區開始：首先來到皇宮城堡區，參觀宏偉的哥德式建築聖維特大教堂、

總統邸、因煉金術士聚集而得名的黃金小巷，著名作家〝卡夫卡〞曾在此完成許多世界

名著。由古堡區居高臨下，俯瞰舊城尖塔林立、各種中世紀風格建築並存的繁華景象，

宛若童話故事一般。 

午餐後，來到伏爾塔瓦河畔，河上最受遊客青睞的便是查理士橋，長達 505 公尺，16 個

巨大橋墩、兩端的橋塔，以及兩側高大聖像群，讓這座大橋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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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參觀景點】聖維特大教堂、舊皇宮、黃金小巷 

【下車參觀】布拉格古堡區、查理大橋、老城廣場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捷克烤鴨風味餐 

住宿： Marriott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其他同等五星旅館 

  

查理大橋 

擁有 660 年歷史的查理士大橋與聖維塔大教堂

同為彼得巴勒的建築作品，昔日作為連接老城、

布拉格城堡，以及鄰近地區的交通要道。起初其

名為「石橋」，後更名為「布拉格橋」，直至 1870

年，才得名為現今我們所熟知的「查理士大橋」。 

百塔之城~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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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腳步，細細

品味每一個角落，文學、古堡、街頭藝人和美麗

的傳說，成就完美的布拉格。夜遊行程，保證讓

您體驗懷舊時光並滿足您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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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 天 布拉格【伏爾塔瓦河遊船+自由活動+電車體驗】 

今日，我們將帶乘船欣賞伏爾塔瓦河及周邊沿岸建築及景緻。伏爾塔瓦河，被人們喚作

「波西米亞的母親」，兩岸風光明媚、具歷史價值得建築更在咫尺一方；隨著水流的速度

慢賞，以不同的角度欣賞布拉格之美。 

午餐後，可自由前往巴黎大道血拚名牌或是瓦茲拉夫廣場添購屬於自己旅程的專屬紀念，

或者可以自行前往十大咖啡館之一的帝國咖啡或市民會館咖啡館品嘗咖啡下午茶，您可

以自行運用下午的悠閒時光。 

 

【含門票參觀景點】伏爾塔瓦河遊船、天文鐘、布拉格電車票 

【下車參觀】巴黎大道、老城廣場，瓦茲拉夫廣場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米其林一星餐廳 

住宿：Marriott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其他同等五星旅館 

  

布拉格的母親河~伏爾塔瓦河 

全長 1700 公里的伏爾塔瓦河，是捷克境內最長

的河流，捷克的國民作曲家史麥塔納所創作的作

品「我的祖國」中的第二樂章也以它來命名。 

伏爾塔瓦河將布拉格分為兩邊，左邊是權力的中

心布拉格城堡區、右邊是維護良好的老城區，數

十座橋梁橫跨在這條母親河之上，最有名的當數

[查理大橋]，橋上有數十座精美的雕像及街頭藝

術家或音樂家。 

布拉格的地標-天文鐘 

座落於老城市政廳的南面牆上，是一個熱門的旅

遊景點。天文鐘建於 1410 年，鐘面包括三個主

要部分：天文鐘面，代表太陽和月亮在天空中的

方位，顯示各種天文資料；「行走的使徒」，每小

時顯示使徒和其他移動雕塑；下部的日曆盤代表

月份。每天整點天文鐘即會報時。 

 

  



第 10 天 布拉格 – 特爾趣 – 維也納【金色大廳音樂會】 

今天搭車離開百塔之城-布拉格，往南走來到被評比為「歐洲最美的七個小鎮之一」-特

爾趣，1992 年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古城，走在老城廣場上充滿文藝復興風格的

建築，建築上裝飾著繽紛的顏色別樹一格隨手一拍即是美景。 

午餐後回到音樂之都-維也納，今晚特別安排古典樂饗宴來到奧地利這是一定要來體驗

的回憶!! 

 

◆備註：如遇金色大廳休演，則更改至隔日或更改至其他音樂廳。 

【含門票參觀景點】金色大廳音樂會 

【下車參觀】薩哈利亞修廣場、烏利斯基和斯坦普尼斯基池塘、瑪利亞柱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布拉格-(158KM 02:15)-特爾趣-(168KM 02:30)-維也納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小鎮風味餐 晚餐：中華家鄉料理 

住宿： Ritz-Carlton 或 Hotel Imperial 或 Hotel Bristol 或 Le Méridien 或五星同等 

  

中世紀粉彩夢幻波希米亞小鎮 

三面人工湖環繞的特爾趣古城，其魅力不在宏偉

城堡、奢華宮殿、高聳教堂，而是一棟棟精巧華

美的小屋。這裡完好地保存了中世紀中歐市鎮的

舊貌，彷彿讓人走進童話世界中；色彩繽紛柔和，

並列而不顯突兀，是其一大特色。。 

金色大廳音樂會 

與咖啡館同樣重要體現維也納生活焦點是環形

大道邊眾多豪華宮殿中不計其數的沙龍，沙龍生

活是維也納人享受生活，追求生活情趣最好展

示，不過亦是眾多藝術家，音樂家和學者展示才

華，大顯身手之處。今日與莫扎特神童有約來場

宮廷音樂會，今晚就讓我們如皇室貴族般地在聆

聽欣賞一場優美動人的樂音，讓今夜就在音樂聲

中渡過一個難忘的奧地利一維也納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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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維也納【熊布朗皇宮+帝國自由活動】 

今日安排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巡禮，早上參觀哈布斯堡家族統治奧地利期間的夏宮-熊布

朗皇宮，由專業中文導覽人員全程入內導覽，之後行車經過維也納市區-環城大道，大道

上坐落著哈布斯堡家族的宮殿-霍夫堡宮及博物館群，由此下車步行即可抵達維也納最

繁華的購物大街，享用皇家御用的美味午餐後，您將有自由輕鬆的逛街購物時間可再購

物街上採購各式精品，或奧地利原產施華洛世奇水晶，優閒度過您的午後時光。 

 

◆備註：如遇米一星餐廳客滿將前後調整或改至其他地區米一星。 

【含門票參觀景點】熊布朗皇宮 

【下車參觀】霍夫堡宮、市中心購物街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香烤肋排風味餐 晚餐：Das Loft 米其林一星  

住宿： Ritz-Carlton 或 Hotel Imperial 或 Hotel Bristol 或 Le Méridien 或五星同等 

  

維也納屋頂上饗宴~Das Loft 

位於 SO-VIENNA HOTEL 內，可以由餐廳看到

維也納的天際線，餐廳不只位置良好還有美味的

餐食，餐廳也榮獲米其林一星的榮耀。 

見證哈布斯堡榮衰的熊布朗宮 

1743 年，奧地利女皇瑪麗亞•特蕾莎下令在此

營建氣勢磅礴的美泉宮和巴洛克式花園，總面

積 2.6 萬平方米，僅次於法國的凡爾賽宮。 

  



第 12 天  維也納機場 / 桃園機場 

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次完整遊覽奧地利的美景及捷克的古典城鎮，相信會為

您帶來深刻的旅程印象。期待下次再度與您同遊歐洲。帶著滿滿的回憶，搭機飛返台灣

因航班因素，今晚夜宿機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中華航空 CI-064  11:35/05:30+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1:55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 13 天 桃園機場 

班機飛抵桃園中正機場，結束短暫卻令人難忘的旅遊。不捨中互道珍重，期待下一次的

相逢，在美麗的歐洲！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陸、交通及行程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利，若有不便，

敬請見諒。 

▲單人報名若無另外告知，則由旅行社安排與其他單人旅客配房；若需求使用單人房，請務必「主動」

與旅行社說明「自願補單人房差」。另，出發前若無法完成配房，須請旅客補足單人房差價；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貼心安排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式餐食 皆提供桌水及每人一杯飲料。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託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提供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主題推薦 

 

只有這裡看得到 

七湖美景一覽無遺 

 

奧地利最美的景致在於湖區，無論是

團體旅遊或自由行都一定會安排前

往，可說是奧地利必遊景點。 

唯一能一口氣看到 7 大湖區的地方

就在這裡！搭著登山火車慢慢攀上

山，天氣晴朗時環顧四週可以看見湖

區 7 個湖泊及 100 多座山峰的絕美

風景。 

湖區探秘 一覽奧地利 7 大湖 

 

百年湖區小火車 

復古乘車體驗 

 

位於湖區的百年火車路線，自 1893

年便開始營運，過去是用來運送採礦

工人，現今則是廣受旅客喜愛的觀光

列車。 

冒著白煙行駛的列車，更是湖區的一

道亮麗風景。 

湖區探秘 百年登山小火車 

 

0℃下的夢幻世界 

維爾芬冰洞 

 

奧地利湖區以優美的湖光水色聞名，

但很少人知道的是，湖區周邊有許多

大大小小的冰洞，自成另一番奇幻世

界。 

維爾芬冰洞德文稱為「冰巨人的世

界」，內部延伸超過 42KM。是全世

界最大的冰洞，由薩爾扎赫河流經山

脈，經過數千年侵蝕而成。 
探秘最大冰洞 維爾芬冰洞 

 

  



典雅住宿 

 

維也納連泊 2 晚 

精心打造奢華氛圍 

 

Ritz-Carlton 麗思卡爾登飯店是維

也納最奢華、頂級的五星飯店之一。 

位在 4 座歷史悠久的宮殿內，擁有奢

華現代的設計，距離多處美麗景點均

僅有幾分鐘的步行路程，是探索維也

納的極佳住宿選擇。 

首選入住 五星 Ritz-Carlton 或同級 

 

布拉格連泊 3 晚 

夜間漫步神秘之都 

 

上帝用千年灌溉一座城市，我們用３

個晚上認識布拉格。 

Marriott 萬豪飯店不僅擁有五星的

認證，更因絕佳的地理位置成為典藏

住宿的首選。位在繁華區的中心，無

論是知名景點、老城區、購物街，都

近在咫尺。 

首選入住 五星 Marriott 或同級 

 

湖區連泊 2 晚 

宿奧地利最美湖畔 

 

 

鹽湖區可說是奧地利最壯麗優美的

地區，其中聖沃夫岡湖更是被譽為鹽

湖區最美湖泊。 

用上 2 晚時間，細細品味朝夕間的變

化萬千、湖光映出的絕美景緻。 

首選入住 Scalaria 或同級 

  



藏珍饗宴 

 

享受悠閒午後時光 

奧地利皇后下午茶 

 

奧地利國王法蘭茲約瑟夫及皇后茜

茜公主最喜歡的地方。咖啡館的甜點

是國王和皇后的最愛，兩人時常為了

美味的甜點到訪咖啡館。 

悠閒午後時光 品嘗奧地利皇后下午茶 

 

天空中的美食 

布拉格塔浪漫景觀 

 

建於 1985 年至 1992 年期間，布拉

格電視塔因其獨特的外觀和突出的

高度而成為布拉格地標之一，吸引眾

多遊客參觀。 

特別安排塔上景觀餐廳晚宴， 360

度的城市景觀令人嘆為觀止，堪稱

「天空中的美食」。 

大啖經典美味 布拉格景觀塔晚宴 

 

如在天堂 

Das Loft 景觀餐廳 

 

由餐廳看到維也納的天際線，美好的

景觀搭配美味的餐食，而餐廳也榮獲

米其林一星的榮耀。 

米其林一星饗宴 Das Loft 景觀餐廳 

  



旅遊名勝 

 

音樂之都維也納 

聆聽悠揚樂章 

 

音樂廳與咖啡館同樣體現維也納生

活焦點，是在地文化的重要展現。特

別安排金色大廳享受浪漫古典交響

樂，在音樂聲中渡過一個難忘的奧地

利一維也納之夜。 

淺嚐古典音樂 金色大廳音樂會 

 

捷克第一品牌啤酒 

百年皮爾森釀酒廠 

 

1842 年皮爾森啤酒廠釀製出第一杯

皮爾森啤酒，之後這裡就成為啤酒釀

製的知名城市及技術中心，並生產捷

克銷售量最高的啤酒。在這裡您可以

參觀到地下啤酒窖裡的釀製過程，還

有過去珍貴照片的釀酒歷史紀錄，參

觀終了還能品上一杯新鮮的黃金啤

酒。 
品味第一名啤酒 皮爾森釀酒廠 

 

緊偎阿爾卑斯的 

山湖仙境－國王湖 

 

位於德國與奧地利邊界的國王湖，因

其純淨碧綠的水質而聞名天下。 

湖水清澈翠綠，四面環繞陡峭高聳的

山壁瓦茲曼峰、石海、哈根山脈，是

東阿爾卑斯山最美的珍珠。 

尋訪德國綠寶石 國王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