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奧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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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達特 

05 哈斯達特---合車服務---克倫洛夫 

06 克倫洛夫---合車服務---布拉格 

07 布拉格 

08 布拉格---巴士---維也納機場 

09 維也納 / 台北 

10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82,5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0 項 
01 台北 / 維也納來回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共 7 晚一人一室含早餐 

03 維也納專車接機---旅館 

04 維也納---哈斯達特火車二等艙 

05 哈斯達特---克倫洛夫合車服務 

06 克倫洛夫---布拉格合車服務 

07 布拉格---維也納巴士 

08 WIFI 分享器每日 2.5G 

09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10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0 天) 
 

第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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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天   維也納(上午班機抵達/下午觀光) 

★熊布朗宮 Schloss Schönbrunn 

今日上午班機抵達維也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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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水公寓 Hundertwasserhaus 

下午您可前往白水公寓參觀，白水公寓又稱漢德瓦薩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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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咖啡館 Café Central Wein 

咖啡館在維也納的地位如同在義大利一樣重要，在 17 世

紀以來，維也納咖啡館是知識份子政治交流、小道消息或

聊八卦的地方，到了 18 世紀多達 80 幾家，甚至各行各

業都有自己行業專屬咖啡館，上咖啡館已經成了每日必做

的事情之一了！中央咖啡館被選為世界十大最美麗的咖

啡館之一，舉世聞名的音樂家貝多芬都曾是這間咖啡館的

座上嘉賓，可以點一杯維也納經典咖啡–米朗琪，配上一

塊蛋糕，相當愜意。 



 

 維也納國會大廈 Österreichisches Parlament 

坐落於維也納內城(第 1 區)的環形大街邊，靠近霍夫堡皇宮，

是奧地利國會兩院的所在地。國會大廈建成於 1883 年，是一

座希臘復興式建築，大廈三角簷上雕刻的是弗朗茨一世皇帝向

17 個民族頒發憲法的場景。國會大廈前最著名的特色是雅典

娜女神鵰像，她腳下的雕塑象徵著當年奧匈帝國的四大河流：

多瑙河、萊茵河、易北河和摩爾多瓦河。 

第 3 天   維也納(市區觀光)  

霍夫堡皇宮 Hofburg Wien 

霍夫堡皇宮在德文中的意思是宮廷城堡的意思。此宮殿

是位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宮殿建築。霍夫堡宮殿曾經

是哈布斯堡王朝奧匈帝國皇帝冬宮。今日的霍夫堡宮殿

是奧地利的總統官邸所在地。 

  

 

 

 貝維德雷宮 Schloss Belvedere 

貝維德雷宮分為上貝維德雷宮和下貝維德雷宮，中間以

對稱、整齊的法式花園連接，這座宏偉典雅的宮殿是 17

世紀維也納最迷人的傑作。上貝維德雷宮分為三層樓，

現在是 19&"20 世紀美術館，裡面收藏了歐洲近代的藝

術作品，包括克林姆、梵谷、席勒、等人的作品，還有

奧地利平民藝術最蓬勃的畢德邁雅時期(Biedermeier)

作品，而克林姆最著名的作品《吻》就是收藏於此。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縮寫 ÖNB 

離霍夫堡皇宮僅數呎之隔的就是國家圖書館的入口，其實

國家圖書館也是皇宮的一部份。國家圖書館的歷史可追朔

自 1575 年始建的皇家圖書館，而後瑪麗．德蕾莎女皇於

1723 年將皇宮的 1/3 擴建為圖書館供一般民眾使用，算

算至今已有 440 年的歷史。 

聖史帝芬教堂 Wiener Stephansdom 

聖史帝芬教堂，是天主教維也納總教區的主教座堂，乃為人

所喜愛的維也納城市的標誌，常被選作奧地利商議國家大事

的地點。正面是羅馬式建築，雙邊對稱的設計，教堂屋頂以

馬賽克琉璃瓦拼成哈布斯堡家族的家徽--雙頭鷲。聖史蒂芬

教堂有南北二塔，其中較高的南塔達 137 公尺，不僅是維

也納地標，更是僅次於德國科隆教堂的世界第二高哥德式尖

塔。 



 

第 4 天  維也納---哈斯達特(上午火車/下午觀光)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美麗的哈斯達特湖區。隨後您可悠閒於

這迷人小鎮---哈斯達特，此小鎮在西元 1997 年被列為

世界遺產，它位於薩爾茲康門古特區，此區境內共有七十

六座湖泊，大多為冰蝕湖，其第四大湖就是最美麗的哈斯

達特湖區，此區是奧地利經典的遊覽勝地也是奧地利歷代

皇室特別鐘愛的渡假勝地，又稱為「薩爾茲康門古特上的

珍珠」。 

 

人骨教堂 Das Beinhaus von Hallstatt 

半山腰的天主教堂 Katholische Pfarrkirche Mariä 

Himmelfahrt，是哈斯達特鎮上最重要的教堂，在哈斯達

特的人口中，超過 60%都信奉天主教。教堂邊，是小鎮

的墓園，其中亦包含了新教及其它信仰的人士。因小鎮墓

地有限，年長日久便漸漸擁擠起來。後來就有了規矩，先

人為後人讓地，先人的頭骨則留在教堂的一隅，供人緬

懷。600 多個頭骨堆疊在一起，上面用優雅的字體描了姓

名，生卒年月，還有十字架和玫瑰花的花紋，在肅穆以外，

竟然還有一絲特別的溫馨。這便是人骨室的由來。這是屬於哈斯達特的特別歷史，是對生命

的尊重與誠摯。 

※開放時間:11:30-15:30 / 票價:1.50 歐 

 

第 5 天   哈斯達特---克倫洛夫 (上午觀光/ 下午合車)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鹽洞 Hallstatt Salzwelten 參觀，

1734 年在上谷鹽床發現一具屍體，後經挖掘始發現

現今的鹽洞，這裡的鹽洞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鹽洞。

哈修塔特(Hallstatt)地處塞爾特(Celtic)文明之地，鹽

礦的開採是 7000 年前 Celtic 人主要的財富來源。 

 

 

 

哈斯達特博物館 Museum Hallstatt 

哈斯達特博物館位於哈斯達特中心廣場附近，為世界文

化遺產博物館也稱的上世界最小的博物館。但館內所藏

古物卻十分稀有，裡面藏有當地近 7000 年歷史的各個時

代文物遺跡，包括從原來的鹽礦挖掘出來的衣物及採鹽

工具，鐵器時代的生活用具以及最早的蒸汽船模型。 

※開放時

間:11:00-15:00 / 

票價:10 歐 

今日下午搭車前往克倫洛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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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天   克倫洛夫---布拉格(上午觀光 / 下午合車) 

今日上午繼續克倫洛夫觀光: 

★石柱空中橋廊(High Bridge) 

興建於 15 世紀的「石柱空中橋廊」(High Brid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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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倫洛夫城堡 Státníhrad a zámekČeskýKrumlov 

位於同名城市捷克克倫洛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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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廣場 NamestiSvorno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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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搭乘合車前往童話王國---布拉格。 

 

第 7 天   布拉格 (城堡區觀光)  

今日全日布拉格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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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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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佩特辛瞭望台 (捷克語: Petřínskározhledna) 

佩特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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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塔頂, 您不僅可以一覽布拉格全景, 如果天氣晴朗, 

您可以看到整個波西米亞地區。 

瞭望台門票:150CZK/人 

 

 

★卡夫卡博物館(捷克語:Franz Kafka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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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博物館門票:200 CZK /人 

 

★羅浮咖啡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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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的房子 Tančícídů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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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茨拉夫廣場 Václavské náměstí 

是布拉格的主要廣場之一，布拉格新城的商業和文化生活

的中心。在此曾經發生過許多歷史事件，這也是示威、慶

典和其他公共集會的傳統地點。出現自 1348 年查理四世建

立新城區的時候。廣場的主要組成部分為國家博物館

(Národní muzeum) 大樓(1885-1891)和聖瓦茨拉夫像

(pomník sv. Václava), 雕像建於 1912 年, 為約瑟夫·瓦茨

拉夫·密瑟爾貝克( JV Myslbek) 的作品。 

 

 

舊城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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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格天文鐘 Pražskýorl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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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09:00-22:00/門票:250CZK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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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8B%89%E6%A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8B%89%E6%A0%BC%E6%96%B0%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A%E5%A8%81


年，布拉格入選世界首座「世界文化遺產」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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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告別童話王國，下午搭乘巴士返回維也納機場。

第 9 天 維也納 / 台北  

第 10 天   台北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維也納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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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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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