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捷克自由行 12 天】

本行程每日概要： 

1 台北/杜拜 
2 杜拜/布拉格(五星飯店) 
3 布拉格-3 小時現場音樂晚餐遊船 18:30 
4 布拉格-巴士-克倫諾夫(五星飯店) 
5 克倫諾夫-巴士-百威鎮-巴士-布拉格(五星飯店) 
6 布拉格 
7  布拉格-巴士-卡羅維瓦利-日遊 
8 布拉格 
9 布拉格 
10 布拉格 
11 布拉格/杜拜 
12 杜拜/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 91,000 

***報價不含旅館城市過夜稅*** 

***此報價尚未訂位、訂房，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2 項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2 天) 

1 台北/布拉格阿聯酋經濟艙機票來回(一經開立無法退票) 

2 全程五星飯店 9 晚含早餐   

3 布拉格機場至飯店專車接送   

4 布拉格:3 小時現場音樂晚餐遊船 

5 布拉格-克倫諾夫巴士票(Prague-Na Knizeci / Cesky Krumlov ) 

6 克倫諾夫-百威巴士票  

7 百威-布拉格巴士票   

8 布拉格-卡羅維瓦利來回巴士券   

9 布拉格飯店至機場專車接送   

10 WIFI 機兩人一台,每天 2.5G 用完降速,隔天恢復  

11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12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第 1 天 台北 / 杜拜 / 布拉格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品噢！今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

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捷克布拉格。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明天開

始精彩的捷克之旅。 

 

 

第 2 天  布拉格(中午抵達/下午市區觀光) 

班機於今日下午抵達布拉格國際機場，隨後搭乘專車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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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城廣場(捷克語:Staroměstskénáměstí) 

舊城廣場是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老城區的一個古老的廣場，位於瓦茨拉夫廣場和查理大橋

之間，附近有許多壯觀的美麗建築，如哥德式建築泰恩教堂、巴洛克風格的聖尼古拉教堂。

這裡雖然總是聚集大批的人潮和觀光客，但城上都有警察駐守，整體還算安全，來這裡可以

欣賞藝人們的表演，非常有趣。 

★查理大橋(捷克語：Karlův most) 

查理大橋是布拉格最出名的人文藝術橋，是一座跨越伏爾塔瓦河的知名橋樑，由查理四世始

建於 1357 年，完成於 15 世紀初，不僅是是連接老城與布拉格城堡及鄰近地區最重要的通道，

更是東西歐之間重要的貿易通道，夜間的查理大橋相當寧靜，白天則會轉變成熱鬧的地點，

會有許多遊客經過，也會有畫家在一旁繪畫，相當有氣氛。 

 

 

第 3 天 布拉格 ( 舊城區觀光+3 小時現場音樂晚餐遊船) 

今日繼續漫遊布拉格舊城區 

★哈爾維市集 Havelske trziste 

老城中心唯一保留的, 從 1232 年開始的集市。位在布拉格舊城廣場附近舊城區的小街道裡，

步行過來不用太多的時間，販售的東西除了水果、手工甜麵包外，大部分都是紀念品系列，

從布拉格圖樣的馬克杯、磁鐵、打火機、畫作到布拉格天文鐘吊飾、小木偶、捷克很多地方

可以看到的巫婆造型娃娃，是個很適合挖寶的地方。 

營業時間 7:00-19:00 

★布拉格天文鐘(捷克語:Pražský Orloj)    門票:250CZK/人 

布拉格天文鐘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座中世紀天文鐘，座落於老城廣場的老城市政廳的南面

牆上，是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設計相當精緻的天文鐘包含天文鐘面、行走的使徒,日曆盤。 

★火藥塔(捷克語:Prašnábrána) 

火藥塔是捷克首都布拉格老城的一座哥德式城門，是該市的地標之一，也是布拉格必去的熱

門景點，火藥塔修建於 1475 年，是布拉格的 13 座城門之一，後來火藥塔的重要性降低，仍

然被用作火藥儲存設施，現在是舊城牆唯一倖存的城門。 

★金斯基宮 (捷克語:Palác Golz-Kinských) 

金斯基宮是一座洛可可建築，位於布拉格老城廣場的東側，靠近胡斯雕像，毗鄰石鐘之家，

為布拉格國立美術館系統的歷史建築之一。建於 1760 年代，結合巴洛克及洛可可風格。原

為 Goltz 伯爵所有，不久賣給 Kinsky 伯爵而得今名。門面有四大元素與古代神祗雕塑，可惜

在二戰末期炮火中損毀，目前都是戰後重建的複製品。 



 

 

★3 小時音樂晚餐遊船 

今日晚餐安排浪漫的 3 小時音樂晚餐遊船，此趟遊船之旅將帶您沿著伏爾塔瓦河航行穿越布

拉格中心。在船上享受美味的自助式晚餐，悠悠地聆聽著現場演奏的動人樂曲，欣賞沿途經

過的布拉格城堡、國家劇院和查理大橋等熱門景點。 

 

 

第 4 天 布拉格----巴士----克倫洛夫 (上午巴士 / 下午觀光 / 車程約 3 小時) 

今日上午前往克倫洛夫，世界文化遺產城市。伏爾塔瓦河得天獨厚以 S 型環繞於此，使得克

倫洛夫有一個很浪漫的別稱---星星與月亮的故鄉。隨後您可漫步於克倫洛夫這美麗的小鎮。

位於奧、捷邊境聯合國文教會保護的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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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魯姆洛夫城堡(捷克語: Státníhrad a zámekČeskýKrumlov) 

位於同名城市捷克克魯姆洛夫，是一座興建於 1240 年的中世紀城堡。整個地區在 1989 年被

宣布為國家文化古蹟，199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石柱空中橋廊(Plášťový most) 

這座興建於 15 世紀的「石柱空中橋廊」，中世紀時一座木質吊橋連接兩端，1686 年改建為

石橋，三層樓的廊橋建於巨大的石柱上支撐，之後三次加高，變成現在也稱為「斗篷橋」

(Mantelbrücke)。1741 年，該橋為法國軍隊拆毀，七年後重建，橋廊全長約 1 公里，橋廊

建築上層是橋、下層則是屋廊，中央拱形的結構可讓垂直的道路通過。橋的底層是連接上城

堡和第五城堡庭院的通道，第二層可通往古堡劇院，最上層則與畫廊和公園相通。兩旁飾有

許多聖徒雕像，從這登高遠眺可以俯瞰不同角度庫倫洛夫的美景，是別具一格的古堡景觀。 

★市政廣場(捷克語:Namesti Svornosti) 

舊城區為平民的生活場所，保存了傳統波希米亞的建築風格。大多數舊城區及城堡區的建築

物皆完成於 14-17 世紀，建築風格多為哥德式、文藝復興式及巴洛克式。 

舊城區以市政廣場(NamestiSvornosti)為中心，13 世紀就已規劃存在，小小的廣場周圍圍繞

著中世紀建築，木屋改建成石造房屋，沒有繁複的裝飾雕刻，建築形式及建築外觀牆面是溫

暖色調各種彩繪，流露出濃厚的、浪漫的波西米亞風格。  

 

 

第 5 天 克倫諾夫-巴士-百威鎮-巴士-布拉格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百威鎮觀光。 

百威鎮(České Budějovice)是位於捷克中南部的一個小城鎮，也是百威啤酒發源地，13 世紀

起以釀造啤酒聞名，南波西米亞地區，多是未經污染的森林、湖泊及秀麗的山景，為捷克人

公認如「玫瑰之地」般美麗的地方，因受到歷代王公貴族鍾情，所以處處可見城堡遺蹟。百

威鎮建於一二六五年，是南波西米亞的首府，位居馬歇爾河（Malse）和伏爾塔瓦河（Vlatava）

的匯合處。當時是國王普熱米斯爾‧輿托卡二世（King Premysl Otakar II）管轄的皇家殖民地。

西元一八三二年時，是全歐洲大陸第一條鐵路的起點，開往奧地利林茲(Linz)，因此帶動周邊

地區工商業的繁榮。十三世紀時城鎮由捷克人建造，但後來德國商人逐漸移入城鎮，因此在

十四世紀時，小鎮已經失去了捷克的風格。二次大戰後，德國將有半數以上德國居民的小城

割給捷克。一九四五年已少見德國居民，但市街及建築仍帶有濃厚的德國情調，可以說是最

具德國風情的捷克城市。儘管經歷了大火以及政治經濟的變遷，它仍保有大量的中世紀風貌。

一九九二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人類遺產。 

★奧卡托二世廣場(捷克語：Náměstí Přemysla Otakara II) 



 

奧卡托二世廣場為全捷克最大的廣場，四周盡是美麗的傳統建築，三、四層小樓高，鑲疊鮮

豔的紅屋瓦，漆著各色柔和色彩屋牆，每棟建築都有自己的特色。不管是十八世紀哥德式的

拱廊，還是新文藝復興、巴洛克時期等樣式，這裏的浮雕裝飾顯得樸素、不花俏，窗臺、屋

簷也都是簡潔的樣式。沒有華麗裝飾的房子，卻透露出寧靜悠閒的風貌。一樓長長的拱廊做

為商店街，最具地方特色的紀念品是碳心鉛筆及波希米亞水晶玻璃。廣場是市民日常購物和

聚會的主要場所。名稱以波西米亞國王命名，普洛米斯爾‧奧卡托二世(Přemysla Otakara II)

在位時是波西米亞王國最強盛的時期，為了擴大王朝勢力，努力與南波西米亞的柯夫家族對

抗，因此於 1265 年在百威鎮建立了皇家城市，因此這個廣場就以他命名。 

★參孫噴泉（捷克語：Samsonova kašna） 

廣場中央豎立著一座十八世紀巴洛克式的噴泉──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參孫降獅」。於

1721~1726 年間由波亞米亞的雕刻家所做。描述舊約聖經中力大無比的勇士參孫。其愛人莎

瑪德在一場戰鬥中被參孫誤殺，莎瑪德的妹妹黛莉拉決心替姐姐報復。黛莉拉色誘參孫，將

他具神力的長髮剪掉，賣給敵人當奴隸。眼盲的參孫受盡屈辱，終等到頭髮再度長長後，重

獲神力。這座全捷克最大的「參孫降獅」噴泉，不但是藝術品，它還引自伏爾塔瓦河水(Vltava)

供全城飲用，更具調節水源的重要功能。 

 

★漂泊石 (Wondering Stone) 

在「參孫降獅」噴泉旁，往茲芳飯店方向走幾步路的地上，可以發現一塊與其他地上都不同

的石塊，上面淺淺的刻有十字。這就是傳說中的「漂泊之石」(Wondering Stone)。一四七

零年，為紀念十位青年為反抗當時政權而在此被處決而設。整個廣場在一九三七年改鋪上水

泥地磚，唯有這一石塊是從十五世紀保存下來的。幾百年來的傳說：只要你不經意踩上這塊

漂流石，在晚上十點還沒回到家，那就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到這裏，還是小心的避

開它吧！ 

★黑塔 (Cerna vez) 

是捷克共和國南部城市百威鎮的一座著名塔樓，興建於 16 世紀，座落在奧托卡二世廣場

（Náměstí Přemysla Otakara II.）的東北角附近，毗鄰聖尼古拉主教座堂，是一處熱門的景

點。黑塔因其外觀顏色深褐黢黑而得名，四方形的塔樓上有金色的鐘盤，很遠就能夠看到。

它的作用除了報時外，從前還作為全城火災的瞭望塔使用。從樓下可以通過小門進入盤旋上

樓。 

★市政廳(捷克語：Magistrát Města) 

粉藍色的市政廳外觀十分有特色，為建立於 16 世紀文藝復興風格建築，後屢經修飾變成現

在的巴洛克混合風格，頂部三座洋蔥狀的塔為傳統波西米亞建築特色。其上有四座雕像分別

象徵公平、勇氣、智慧與謹慎；排水管則作成龍形；外牆則有歷代統治者的纹徽。 

下午搭乘巴士前往童話王國---布拉格 

 

 

第 6 天 布拉格(建議城堡區之旅) 

今日全日布拉格觀光 : 

★萊特納公園 (捷克語:Letenské sady) 

萊特納公園位於伏爾塔瓦河陡峭的河堤上方的高地，與布拉格城堡和布拉格最大的

Stromovka 公園相鄰。從這裡向城中望去，布拉格老城風景一覽無餘，這裡也是全城風光的

絕佳攝影地。萊特納公園的水泥平台是年輕人聚集的地方，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將自己的

鞋子懸掛空中，選擇一種獨特的方式留下自己的足跡。這裡是可以真正體會到布拉格青春活

力的地方，當然也可以從這裡又有漫步至布拉格最著名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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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維特主教座堂（捷克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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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巷(捷克語：Zlatá ulička) 

黃金巷位於布拉格城堡內，是一條受到保護的中世紀風格的小巷。其街名來源於 16 世紀的

鍊金術師，傳說他們想在這裡煉製黃金。整條街相當精緻可愛，具有童話般的外觀和柔和的

色調，小巧的門和窗，低的屋頂和許多煙囪很受遊客喜愛。目前，這裡設有畫廊、商店和展

覽，還有一個 14 世紀紋章的展覽館。 

★卡夫卡博物館(捷克語:Franz Kafka Museum)   門票；260CZK/人 

弗朗茨•卡夫卡 (1883-1924)，奧地利（捷克當時屬於奧匈帝國）德語小說家，是 20 世紀最

重要的人物之一。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上很大程度反映出他對捷克首都的愛，他一輩子就住在

布拉格，經常在城中閒逛，縈繞於心頭的也總是這座迷人的城市。博物館座落在小城的赫爾

哥托瓦 (Hergertova) 磚瓦廠，是卡夫卡家鄉的中心。卡夫卡博物館直至 2005 年才開始對

外開放，位於查理大橋北邊，小城廣場附近。有意思的是博物館分為兩個部份進行展示，一

部分是介紹卡夫卡的生平現實世界，另一部分是介紹卡夫卡小說中描繪的超現實主義世界 

營業時間：10:00-18:00(實際情形以現場為主) 

★佩特任瞭望塔(捷克語：Petřínská rozhledna)  門票:150CZK/人 

位處佩特任山丘(Petřínské sady) 上，佩特任山丘是布拉格市中心的一個小山丘(海拔 327

米)，這座山丘也有人叫它佩特辛公園，佩特任瞭望塔是布拉格標誌性建築之一, 建於 1891

年布拉格博覽會百年紀念之際, 外形模仿巴黎的艾菲爾鐵塔（和艾菲爾鐵塔的比例為 1:5)。

瞭望塔高 63.5 米。塔頂的海拔高度和艾菲爾鐵塔一致。上塔的階梯有 299 級。由於布拉格

地勢較為平坦，所以好天氣的時候，只要上到佩特任山丘這，好風景可以一覽無遺。遊客要

上到瞭望塔，可以選擇散步走上去，或是搭纜車上去。 

營業時間：10:00-22:00 

 

 

第 7 天 布拉格(建議卡羅維瓦利溫泉鎮之旅) 

今日搭乘巴士前往卡羅維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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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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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天  布拉格(布拉格新城區) 

今日繼續全日布拉格觀光 : 

★ 聖彼得與保羅聖殿 (捷克語: Bazilika svatého Petra a Pavla) 

聖彼得與保羅聖殿是捷克首都布拉格高堡內的一座新哥德式教堂，始建於 11 世紀初，在 13

世紀初毀於大火，隨後重建。這座教堂的特色是入口上方的馬賽克，其高聳的雙塔從布拉格

市中心沿著伏爾塔瓦河都可看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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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浮咖啡(捷克語：Café Louvre) 

自 1902 年便開業的羅浮咖啡館已有百年歷史，卡夫卡、卡佩克與愛因斯坦都曾是座上賓。

Café Louvre 曾連續兩年(2005,2006)榮獲布拉格郵報(PRAGUE POST)所頒發布拉格最佳咖

啡館，融合古典浪漫與現代時尚且提供無線網路。 

營業時間: 09:00-23:30(實際情形以現場為主) 

 

 

第 9 天  布拉格 (建議 Fashion Arena Outlet Prague 購物樂) 

今日建議可前往 Fashion Arena Outlet Prague，這是捷克共和國內最大的品牌 outlet。能

夠從這裡以優惠的折扣價買到知名認證的品牌的原裝品。這裡是您在捷克可以一站式一網打

盡所有流行的品牌選擇。無論您是在尋找流行時尚、運動器材、鞋類，皮具、箱包及配件、

內衣、珠寶、手錶、化妝品、玩具，都能有機會挖掘到令您感興趣的產品與價格。在出口處

的商店是官方的品牌形象店，他們是由製造商或品牌的獨家進口營運。因此，所提供的範圍

是廣泛和多樣的，最有吸引力的價格。而保證及保修條件的出口所提供的商品是一樣的。當

然，身為觀光客，退稅是重要的！這裡當然提供免稅購物（退稅）的服務！ 

 

 

第 10 天 布拉格(建議前往庫特納霍拉小鎮觀光) 

今日建議您可前往布拉格近郊庫特納霍拉(Kutná Hora)小鎮，或是繼續漫遊童話小鎮 

庫特納霍拉是位於布拉格以東的小城鎮。小鎮的歷史可追溯至 12 世紀日耳曼人來此定居而

建立，13 世紀因豐富的金銀礦而致富，成為當時波西米亞地區僅次於布拉格的第二大城。但

好景不常，在 15 世紀的胡斯戰爭期間，該城的大部分日爾曼人口被屠殺，16 世紀隨著銀礦

資源的逐漸枯竭，該城漸漸失去了其重要性，城市開始衰敗。然而庫特納霍拉並沒有因此被

遺忘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它因美麗宏偉的建築、重要的歷史意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漫步在庫特納霍拉的老城區，您會了解這座城市的迷人之處。 

★人骨教堂(捷克語；Kostnice v Sedlci)    門票：90CZK/人 

走進這座小小的天主教堂，裏頭滿是以人骨排列而成的裝飾品，這些人骨多來自 14 世紀黑

死病及 15 世紀飽受胡思戰爭戰火之苦而死亡的人，這裡在 13 世紀原為公墓，但因死亡人數

急遽增加，使公墓不堪其負荷， 15 世紀因教堂面積擴大部分逐漸廢棄，導致人骨暴露堆積

在教堂四周，1511 年時一位半盲的傳教士將這些人骨移至教堂內，之後這些人骨便藏於此。 

營業時間 9:00-18:00 

★聖母升天與聖若翰洗者教堂(Kostel Nanebevzetí Panny Marie a svatého Jana Křtitele)  

門票：50CZK 



位於人骨教堂附近，這座波希米亞最古老的西多會大教堂，歷史可追溯到 12 世紀中葉，在

西元 1421 年，教堂於胡斯戰爭中被燒毀，修道士的社區被驅離，大約 30 年後，1454 年時，

教團漸漸恢復以往規模，並開始在廢棄的修道院中進行重建，18 世紀初由著名捷克建築師 Jan 

Santini Aichel 重建，重建為巴洛克哥德風格，現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營業時間 9:00-17:00 

★聖巴巴拉教堂(捷克語：Chrám sv. Barbory)   門票：120CZK

聖巴巴拉教堂是哥特時期晚期的寶石，也是波希米亞四座大教堂式建築之一，與聖母升天與

聖若翰洗者教堂一起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聖巴巴拉教堂起源於中世紀時

庫特納霍拉開採銀礦的富裕年代，始建於西元 1388 年，當時的礦工們對這座教堂的貢獻，

造就了這座教堂的輝煌，教堂工程歷經幾度中斷，在西元 1420 年胡斯戰爭期間，便中斷建

造 60 多年，直到 1905 年才得以完成。教堂為哥德式建築，外觀十分華麗。

營業時間 9:00-18:00

第 11 天 布拉格 / 杜拜 / 台北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專車前往布拉格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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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

趣。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