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藍色多瑙河 百水山莊 SPA 

         東歐 奧、捷、匈  13 天之旅(TK) 

 

您的時間很寶貴，所以我們只挑最精采的！ 

  匈牙利、奧地利、捷克深度之旅，絕對是一場視覺、味覺與聽覺的饗宴！ 

  無論是想一窺耀眼的古典情趣，或是親臨風格獨特的中世紀建築， 

  都能在這趟旅程中找到您所想要的。 

  我們要帶您深入神聖羅馬帝國的精髓，讓您天天都有耳目一新的驚喜！ 

  在流暢的行程間，造訪每一處值得探索的景點， 

  迷人的樂音、浪漫的多瑙河、壯麗的阿爾卑斯山、……… 

  就這樣沉浸在濃濃多瑙風情的異國情調中…… 

  

特別企劃： 
1.保證入住獨一無二的百水山莊溫泉渡假飯店：讓你體悟百水先生一生藝術創作的終極理念「五  

層皮膚」，來對建築藝術創作出「人不能違悖大自然」才能合諧共存的理念。藏身於維也納南部

的溫泉區，除擁有讓你洗滌身心疲憊的青春活水外，如童話世界般的百水山莊，有著彎曲的線

條如藤蔓般地伸展、上下起伏不平的地面有如處女地、馬賽克瓷磚拼貼如萬花筒的燦爛…每一

處的俯視、每一個的回眸，每每讓許多來訪的旅人讚嘆不已，都有超乎你想像的，令人終生難

忘！是你造訪奧地利非住不可的旅館。 

    

2.醉美阿爾卑斯山湖區之旅：阿爾卑斯山從法國南部開始綿延 1200 公里，其中公認最美之地就  

在瑞士及地利境內，其中奧地利境內最美的地方就是阿爾卑斯山湖區，也因此最受歐美人士歡  

迎，消費相對也最貴，台灣旅遊團為省一點團費或時間不夠，皆匆匆帶過，祇讓您留下一美麗

的短暫印象，我們卻堅持讓您多一些時間停留因為美麗的湖區是值得停留的…，特別安排與哈

斯達特湖同名的哈斯達特小鎮一遊。 

 

3.特別安排布達佩斯近郊的著名－馬術村：穿著傳統服裝的姑娘，奉上濃郁富果香的水果酒招待

各位貴賓，馬夫腳跨兩匹馬駕馭五～七匹馬入場，坐在無馬鞍奔騰的馬上表演射箭，揮動長長

的馬鞭驅使馬匹表演「坐」、「躺」、「臥」等動作，並安排乘坐馬車馳騁於莊園，讓你感受草原

民族的生活；午餐於吉普賽人的樂音中大啖匈牙利菜餚『紅辣椒燉肉湯 GULYASR 及鵝腿風味』，

並開懷暢飲匈牙利美酒。 

 

4.布拉格 2晚五星級旅館：布拉格是許多人一生中夢想前往旅遊的地方，婉蜒美麗的伏瓦他瓦河

穿流直貫城中，點綴兩岸景色，數百年來給予詩人，音樂家無限靈感，歌頌讚美布拉格之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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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建築風格使布拉格被冠上百塔之城的封號。布拉格白天一年四季總是遊人如織，到了夜

晚，老城廣場徒步區上更是一群群如著了魔似的人們。是什麼的夜晚？讓這些人流連忘返呢？

就如 Thomas Mann 所說的一樣，布拉格是世界上最具魅力的城市：「她那古色古香的美景遠遠

勝過義大利，她那燦爛夜景越夜越美麗更勝過維也納。」 

 

行程特色： 
1.行程最順暢、飯店選擇最佳： 

    在旅遊的過程中，航空公司及飯店的選擇是影響旅遊品質的第一要件，因為選錯航空公司 

可能 13 天的行程中，您會有一半以上的時間都在坐車遊覽中度過，飯店選擇錯誤可能每天市 

區往返皆需多浪費一個小時以上的時間，為此我們特別安排： 

  (1).北進南出，不走回頭路：選搭土耳其航空飛往布拉格進布達佩斯出，行程最輕鬆而精緻。 

(2).全程涵蓋奧地利、匈牙利、捷克三國之精華，安排四-五星級以上住宿旅館， 

    我們特別推薦：  

      ◎百水山莊：保證入住獨一無二的百水山莊溫泉渡假飯店，讓你體悟百水先生一生藝術創

作的終極理念「五層皮膚」，來對建築藝術創作出「人不能違悖大自然」才能合諧共存

的理念。藏身於維也納南部的溫泉區，除擁有讓你洗滌身心疲憊的青春活水外，如童話

世界般的百水山莊，有著彎曲的線條如藤蔓般地伸展、上下起伏不平的地面有如處女

地、馬賽克瓷磚拼貼如萬花筒的燦爛…每一處的俯視、每一個的回眸，每每讓許多來訪

的旅人讚嘆不已，都有超乎你想像的，令人終生難忘！是你造訪奧地利非住不可的旅館。 

      ◎2.1.2-2.1.2 安排，13 天 10 個晚上，無需天天換飯店：布拉格(2 晚)及布達佩斯(2 晚) 

        及維也納(2 晚)和莎姿堡(2 晚)住宿安排，充份遊覽東歐最具代表性城市。 

 

2.精選奧、捷、匈 三 國之最、不濫竽充數： 

捷克愛戀在古城小鎮，奧地利最美湖區、匈牙利愛在多瑙由於我們精心的安排您將有足夠時間 

及機會一覽這獨特的美景。 

(1).匈牙利－布達佩斯：多瑙河遊船。 

(2).奧地利－鹽湖區：穿著工作服造訪古老鹽礦。 

(3).捷 克－克魯洛夫：聯合國文教會保護之丘陵城市。 

卡羅維瓦里：美麗溫泉渡假小鎮品飲露天溫泉。 

布爾諾：地下溶洞。 

3.餐食安排最用心： 

一般團體為省時間及成本風味餐皆隨便安排，而且大部份皆安排中式料理，其實歐洲的餐飲著

重在各地餐廳的選擇及配合，用餐本來就是一種享受。為此我們特別安排於布拉格特別安排「米

其林 Michelin」所推薦的餐廳享用道地的美食。 

(1).全程於旅館享用美式早餐、午晚餐以中、西式混合使用，中式部份特別安排七菜一湯。 

(2).特別選擇當地最具特色且道地的風味餐。 

 

貼心安排 

1. 本行程有早鳥專案，出發前 70 天前十名，享有折扣 NTD 5,000 元。 

2. 凡蜜月之每對新人，請提供喜帖正本，本公司另有贈送蜜月好禮(薑心比心擴香瓶市價：NTD 

1,200 元)。 

3. 本行程特別貼心包含進出旅館行李搬運費(上、下各一件)。 

4. 貼心安排【隨身無線導覽耳機】，讓你不因集合講解而錯失許多拍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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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年 TURKISH AIRLINES 獲得全球前十名航空殊榮 

 

 
 

  
 

獲得歐洲地區航空第一名的殊榮 

     
 

 

參考航班：                                            2016:10/07            

                      台    北／伊斯坦堡  TPE／IST   TK-025   21:10/04:25+1 

                      伊斯坦堡／布達佩斯  IST／BUD   TK-1035  07:00/07:55 

                      布 拉 格／伊斯坦堡  PRG／IST   TK-1770  19:25/23:05 

                      伊斯坦堡／台    北  IST／TPE   TK-024   02:20/18:30 

 

打開另一扇天堂之門，美麗的人生從此開始… 

第 一 天 台北／伊斯坦堡 ISTANBUL(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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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土耳其航空

豪華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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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伊斯坦堡／布達佩斯 

今日飛抵浪漫國度雙子城－布達佩斯！長久以來布

達佩斯即有多瑙珍珠及多瑙女王之美譽，復古的布

達、現代的佩斯。多瑙河岸上有著不同造型、不同

故事的大小橋樑連接著，布達山崗上的漁夫堡彷若

沙灘上沙堡，銀白色彩令人心迷，色彩繽紛有著馬

賽克鑲嵌的馬提亞斯教堂更是昔日國王登基加冕

處。河面上點點船隻及細長橋影盡收眼裏；英雄廣

場是匈牙利建國千年的歷史紀念，各式的雕刻訴說

著匈牙利先祖的英雄事蹟。 

下車參觀：馬提亞斯教堂、舊皇宮、英雄廣場。 

含入場券：漁夫城堡、城堡覽車。 

餐    食：早餐－機上       午餐－匈牙利料理       晚餐－匈牙利自助餐料理 

住宿飯店：AQUICUM BUDAPEST HOTEL(5★)或同級。 

 

第 三 天  布達佩斯－馬術村－聖坦德小鎮－布達佩斯 

早餐後來到聖坦德小鎮十六世紀的塞爾維亞人為這個小鎮塑造了屬於自己的風格，街道上鋪著渾

圓的鵝卵石，隨處可見的紅瓦屋頂磚牆和洛可可欄杆，讓整個聖坦德充滿著卡通般的情調。滿街

特色風格的小店，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與紀念品，讓這個樸實的「藝術家小鎮」也充滿驚奇。 

之後前往布達佩斯近郊的著名－馬術村，欣賞傳統的馬術表演，感受草原民族的豪邁不羈與精湛

騎術，穿著傳統服裝的馬夫腳跨兩匹馬駕馭五～七匹馬入場，坐在無馬鞍奔騰的馬上表演射箭，

揮動長長的馬鞭驅使馬匹表演「坐」、「躺」、「臥」等動作，並安排乘坐馬車馳騁於莊園，讓你感

受草原民族的生活；午餐於吉普賽人的樂音中大啖匈牙利菜餚－『紅辣椒燉肉湯 GULYASR 及鵝腿

風味』，並開懷暢飲匈牙利美酒，渡過歡樂的午後。午後返回中央市場購買匈牙利著名的鵝肝醬

與貴腐葡萄酒 Tokaji。午後時份安排搭上遊船來一趟真正的多瑙巡禮，布達佩斯段為多瑙河兩岸

景致最優美區段，古堡、皇宮、古橋..在此您可一覽多瑙河兩岸明媚風光，晴日時風和日麗，雨

天時柔和動人，在寧靜的多瑙河上，讓您的神思隨著微風遠颺、河水漂流，鍊橋上閃閃燈光照耀，

今夜何其美麗！ 

下車參觀：聖坦德小鎮、中央市場。 

含入場券：馬術村、多瑙河遊船巡禮。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紅辣椒燉肉湯 GULYASR 及鵝腿風味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飯店：AQUICUM BUDAPEST HOTEL(5★)或同級。 

 

第 四 天 布達佩斯－維也納 

今日前往奧地利首都—維也納，維也納曾是統治歐洲長達 600 多年的哈布斯堡王朝首都，也是歐

洲的經濟重心，富麗堂皇的皇宮、豐富音樂及藝術，世上偉大的音樂家，如貝多芬、莫札特、舒

伯特..等都在此地居住停留過，環城大道上一流的建築師將歐洲最氣派雍容的建築全部在維也納

重現。維也納的美值得細細品味，哥德式、新古典主義、巴洛克式..建築四處可見，首先帶您前

往造訪百水先生最具代表性作品的『百水公寓』、『百水村』加深了您對維也納的印象；接續前往

貝維第爾美麗的建築與花園。 

下車參觀：百水公寓、貝維帝爾宮。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黃金炸猪排 

住宿飯店：AUSTRIA TREND HOTEL(4★)或同級。(遇大型展會則改住距離維也納市區約 40 分鐘車

程的斯洛伐克首府布拉提斯拉瓦，並安排住宿其他同等值旅館。) 

 

第 五 天 維也納(熊布朗宮＋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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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展開市區觀光，維也納曾是統治歐洲長達 600 多年的哈布斯堡王朝首都，也是歐洲的經濟重

心，富麗堂皇的皇宮、豐富音樂及藝術，世上偉大的音樂家，如貝多芬、莫札特、舒伯特..等都

在此地居住停留過熊布朗宮是強盛的哈布斯堡王朝最具代表性宮殿，著名的維也納會議也就是在

此宮內舉行，美侖美奐的內部陳設，金碧輝煌的雕刻，不愧為帝國的首都皇宮，環城大道上一流

的建築師將歐洲最氣派雍容的建築全部在維也納重現！下午利用閒暇時間，我們將帶您前往維也

納咖啡館，品飲香醇維也納咖啡下午茶，享受東歐的閒情與逸致，旅遊是該如此的。午後為自由

活動時間可至行人徒步區逛逛，或是選購奧地利原產天鵝牌水晶是您悠閒的維也納假期不錯的選

擇。  

下車參觀：霍夫堡宮、瑪麗亞特蕾莎廣場。 

含入場券：熊布朗宮。 

特別安排：維也納咖啡館下午茶。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奧式料理       晚餐－奧式肋排 RIBS 

住宿飯店：AUSTRIA TREND HOTEL(4★)或同級。(遇大型展會則改住距離維也納市區約 40 分鐘車

程的斯洛伐克首府布拉提斯拉瓦，並安排住宿其他同等值旅館。) 

音樂與藝術共譜而成的 WIEN： 

   布斯堡王朝王都所在的維也納曾經統治歐洲大部份土地達半世紀之久，今日我們將安排造訪

最強盛時期所建的宮殿一熊布朗宮。 

 
 

第六天  維也納－歐洲草原湖區(魯斯特 RUST＋艾森斯塔特小鎮海頓交響曲之旅)－百水山莊(敬 

請攜帶個人泳裝) 

早餐後專車前往魯斯特葡萄酒區的露斯特小鎮，無數風情，家家戶戶煙囪上鸛鳥築巢為其特色，

此地亦列為世界有名的冰釀酒產區，午間特別安排於酒區享用風味午餐，在湛藍的天空下度過一

段悠閒的時光。午後懷著朝聖的心情前往艾森斯塔特，此城處處盡是巴洛克、哥德式建築，在任

一街角皆有可能令人不同的驚豔，您可領略艾森斯塔特的優美與趣味；1761 年海頓應聘來到了艾

森斯塔特任宮廷樂師一職，海頓膾炙人口的神劇（創世紀）和（四季）即是在此創作而出。 

下車參觀：魯斯特葡萄酒區(鸛鳥棲息保育地)、埃斯特哈澤宮殿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酒莊奧式鄉村料理       晚餐－飯店內自助晚餐 

住宿飯店：百水山莊溫泉渡假飯店 

               今日與百水先生有約：(保證入住) 

                1.奧地利除了在音樂上舉世無雙外，在建築藝術上也有獨特的地位，其中百水 

                  先生徹底顛覆傳統建築的概念更是舉世無雙。重視環保與自然的百水先生說 

                  ：「人不能違悖大自然」才能合諧共存，他用人的五層皮膚來代表他的藝術

創作理念：第一層為表皮，第二層為衣服，第三層為房第四層為周遭環境，第五層為地球。他認

為世界上最美的線條是「曲線」，百水山莊可以是他體現這五層皮的最佳典範。金色洋蔥頭烏頂、

彎延曲折的走廊、磁磚拼貼成的牆壁、光彩奪目的柱子、磁磚拼貼的金色樹木…宛如一座童話世

界。今晚我們就是下榻在此情境溫泉旅館中，並於內用浪漫豐盛的燭光晚餐。（我們的飯店是年

度預訂且穩定，所以有別於市場可能會將行程調來調去)（如遇滿則改入住奧地利維也納南不地

區溫泉療養盛地－DAS GOGERS 時尚前衛旅館，敬請攜帶個人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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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天 百水山莊－格拉茲 GRAZ—莎姿堡 

今早來到哈布斯堡帝國副都－格拉茲，是史泰爾馬克州的州府，又為奧地利第二大城。此城位於

阿爾卑斯山的東端，MUR RIVER 流貫市區中央，形成一個蓊鬱美麗的城市，因此有『墨爾河之珠 

』之稱。在這座城市裏傳統和現代文化並存，格拉茲歷史中心反映了藝術和建築運動源於日爾曼

地區、巴爾幹半島和北地中海，被看作是世紀的交叉路口。其舊城 1999 年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評比為人類文化遺產，並被票選為 2003 年『歐洲文化首都』，市街至今依然殘留中世紀建築，豐

富綠色地帶與紅色屋瓦交織對比景象，令人印象深刻；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飯店：WYNDHAM GRAND SALZBURG (4★)或 HOLIDAY INN(4★)或同等級 

 

第 八 天 莎姿堡－古老鹽礦—莎姿堡 

今早展開音樂藝術山城也是主教城市－莎姿堡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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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將莎姿堡的美景引薦給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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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參觀世界最古老的鹽礦，在此您將穿上採礦工作服乘坐長木條狀運輸車開始

鹽礦之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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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車參觀：莫札特故居、米拉貝爾花園。 

含入場券：古老鹽礦。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奧式藍帶猪排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飯店：WYNDHAM GRAND SALZBURG (4★)或 HOLIDAY INN(4★)或同等級 

參考行車時間及距離：莎姿堡 18KM/25MIN 鹽礦 18KM/25MIN 莎姿堡 

與瑪麗亞同舞於真善美舞台與阿爾卑斯湖光山色之中：　 

1.因為音樂讓人間更美，舉世聞名的天才音樂家莫札特就誕生於主教城市莎姿堡，正如莫札特音

  樂一般，渾然天成，無以誇耀此城之美，祇因您需親身造訪。 

2.阿爾卑斯山從法國南部開始綿延1200ＫＭ，其中公認最美之地就在瑞士及奧地利境內，其中奧

  地利境內最美的地方就是阿爾卑斯山湖區，也因此最受歐美人士歡迎，消費相對也最貴，台灣

  旅遊團為省一點團費或時間不夠，皆匆匆帶過，祇讓您留下一美麗的短暫印象，我們卻堅持讓

  您多一些時間停留，因為美麗的湖區是值得停留的。 

 

第 九 天 莎姿堡－哈斯達特湖(小鎮)－克魯洛夫 

今早沿著波西米亞森林前往奧地利聞名的一薩爾斯堪梅古特高地（皇室的鹽倉）湖區，中世紀以

來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公貴族們最喜來此渡假、打獵，整個地區由 12 個大大小小的湖泊串聯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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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宛若珍珠一般，其美麗景致可見，綺麗的山景、景色宜人的湖畔，我們特別安排奧地利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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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般的房子，是日本及歐美人士

的最愛，且倘佯於此阿爾卑斯間如畫一般美麗的湖光山色中，優美景致，彷彿闖入人間天堂，令

人難忘，真不愧為世界文化遺產組織所保護。 

午後來到奧、捷邊境抵達聯合國文教會保護的古城－克魯洛夫，色彩繽紛的克魯諾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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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魯洛夫的何事物都像未曾改變過，伏

爾塔瓦河呈Ｓ型地貫穿全鎮，小鎮的所有道路皆是由小石頭及石板塊所舖成，滿城紅色的屋頂，

迷人的景致，令人陶醉其中，古堡區、老城區不同特色呈現出不同風情，夜宿於此寧靜的南波西

米亞小鎮。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捷克烤鴨餐 

住宿飯店：OLD INN (4★)或 ZVON(4★)或市區同級 

 

第 十 天 克魯洛夫－卡羅維瓦里 KARLOVY VARY－布拉格 

早餐後在樂音伴隨下前往歐洲風景最優美溫泉渡假區一卡羅維瓦里，傳說中 14 世紀時神聖羅馬

弟國的查理皇帝在一次巡獵時發現此地的溫泉，從此名為一查理之泉，６００多年的歲月中，歷

久而不衰，許多溫泉健療院、高級飯店皆沿著台伯河建起來，溫泉療效聞名吸引不少觀光客，在

卡羅維瓦里流行喝溫泉，溫泉水薀含二氧化碳、鈉、氯化納及硫酸鹽，號稱飲用後［有病治病、

沒病強身］， 您不妨試試這溫泉鄉所帶來的愉悅與健康浪漫的身心。 

布拉格是世界上最具魅力的城市之一：「布拉格她那古色古香的美景遠遠勝過義大利。」她是許

多人一生中夢想前往旅遊的地方，蜿蜒美麗的伏瓦他瓦河穿流直貫城中，點綴兩岸景色，數百年

來給予詩人，音樂家無限靈感，歌頌讚美布拉格之風光，豐富的建築風格使布拉格被冠上百塔之

城的封號，從仿羅馬、哥德、文藝復興、巴洛克到新藝術風格與立體派建築一應俱全，在夕陽輝

映下，讓許多建築物閃爍如金，使布拉格顯得金碧而輝煌，不管白天或夜晚您都能近距離接觸布

拉格的美。今日我們將在此停留２晚，在沉浸於幽微的中古意境中…。 

下車參觀：德夫札公園、溫泉長廊。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義大利 PIZZA+SPAGETTI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飯店：AMBASSADOR (5★)或 JALTA(5★)或五星徒步區旅館。 

 

 

第 十一 天 布拉格 PRAGUE(古堡皇宮區＋米其林初體驗) 

邂逅布拉格就從古堡皇宮及小城區開始，流傳不斷的傳說對照著更迭的歷史，就如在此拍攝的電

影『阿瑪迪斯』一般，將最美的一切呈現給世人，宛如童話故事一般的巴洛克式建築與街道，在

過往遊客與人群中歷經無數的歲月與寒暑，也許沒有卡夫卡般的文采，可是我們卻能如其他騷

人、墨客般在此駐足與徘徊；老城、舊廣場旁未曾受過破壞且各具特色的古建築，無論是哥德或

是文藝復興皆令人津津樂道，不愧為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遴選為 人類遺跡城；查理古橋上

的依舊是街頭表演的藝人、畫家及川流不斷的過客，夕陽下仿若是一幅美麗的畫作，是如此自然

且悠閒！今日中午我們特別安排享用米其林所推薦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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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車參觀：黃金小徑、查理士大橋、老城廣場、火藥塔、天文鐘。 

含入場券：布拉格古堡。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米其林主廚推薦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飯店：AMBASSADOR (5★)或 JALTA(5★)或五星徒步區旅館。 

特別介紹：「米其林」（Michelin）餐廳：早期米其林公司在法國各地的休息站都設有更換輪胎和

保養的服務，為了讓客戶知道什麼地方有加油站，可以享受這些服務，1900 年米其林餐飲指南創

刊，起初只是順便介紹加油站附近還有什麼好玩的地方及好吃的小店，到了 1926 年開始刊登法

國優良的餐廳名單，1931 年更設計出以交叉的湯匙和叉子標誌來顯示餐廳的等級，後來又以一至

三顆星星做為餐飲最高等級的標誌，目前只要是米其林推薦餐廳不管是星星或叉叉都是不錯的餐

廳，值得妳前往享用。（如遇客滿則改訂城堡區的國王餐廳） 

夢想終會實現，邂逅夢幻之城一布拉格：　 

  捷克可以說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民族，文學家有卡夫卡，音樂家有史梅塔納、德弗札克等人 

紅瓦、粉牆，邂逅布拉格.. 

1.布拉格是許多人一生中夢想前往旅遊的地方，婉蜒美麗的Vltava河穿流直貫城中，點綴兩岸景  

色，數百年來給予詩人，音樂家無限靈感，歌頌讚美布拉格之風光，豐富的建築風格使布拉格被

冠上百塔之城的封號，從仿羅馬、哥德、文藝復興、巴洛克到新藝術風格與立體派建築一應俱全，

在夕陽輝映下，讓許多建築物閃爍如金，使布拉格顯得金壁而輝煌，我們特別安排在此停留兩晚，

不管白天或夜晚您都能近距離接觸布拉格的美。 

2.布拉格是清晨、白天、黃昏到夜晚皆有不同的美感，許多人說到歐洲旅遊，到了晚上就 放牛

吃草只能待在飯店，無事可作，度過無聊的夜晚，祇要您有足夠的體力我們建議您看看布拉格古

城美麗的夜景，因為我們的飯店精心選擇市區，搭乘地鐵可輕易到達，而非一般還需搭車一小時

才能到達飯店( 地鐵營運至午夜 12 時，捷克是天主教國家，治安普遍還不錯，不過請跟隨領隊

或結伴而行並請注意安全） 

 

          儘管是人生的片斷，回憶卻是最美 

第十二天 布拉格高堡(自由活動)／伊斯坦堡 

今早前往高堡在 15 世紀初期被毀，現存建築有聖保羅教堂和聖馬丁園樓，但最有名的是高堡墓

地，全捷克最有身份地位的名人家族都長眠於此。高堡踞於山崖之上，居高臨下，在這裏可以俯

瞰布拉格全城。之後你可自由的閒逛布拉格，或逛街、購物，或巡訪卡夫卡的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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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屬於你倆

的浪漫約會時光，為了不打擾各位貴賓逛街、購物與尋奇探訪的雅興，今日午餐敬請自理。Auf 

Wiedersehen 再見！布拉格！再美麗的行程終有結束的時候，但內心深處卻已留下永恆的記憶，

告別古都舊域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北。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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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福已存在： 

享受 13 天自由的幸福 

享受與戀人甜蜜的幸福 

享受與家人好友溫暖的幸福 

當您真心追求實現夢想時，每一個時刻都是繽紛且幸福的….. 

 

          期待下一次的相遇… 

第十三天  伊斯坦堡／台北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中正機場，結束奧捷匈東歐 13 天之旅，敬祝健康、快樂。 

(本公司保有因中段航班及交通調整行程先後順序之權利) 

～ 敬祝  健康、快樂～ 

 

行程備註： 

1. 本行程最低出團人數為 10 人以上;最多為 35 人(含)以下 (不含機票自理之貴賓),台灣地區

將派遣合格領隊隨行服務。 

2. 西式料理三道式含飲料一杯，中式七菜一湯。 

3. 本行程未含領隊、導遊及司機小費共 130 歐元／每人。 

4. 本公司為除每位旅客投保履約責任險５００萬／醫療２０萬。 

5. 本公司贈送每位旅客行李綁帶及歐洲轉換插頭各乙只，於您抵達機場後由領隊發送給各位。 

6. 若有特殊餐食、兒童餐者，請您在報名時，同時告知業務人員，或最少請於出發前七天（不

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以利為您處理。  

7.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不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甚至魚等，

中華餐廳大多以蔬菜、豆腐等食材料理為主；而西式餐廳則以義大利麵為主，無法如同在台

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見諒並自行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不時之

需。 

8. 因大床房型數量有限，且大多飯店大床規格以兩張小床合併；若遇旅遊旺季期間或飯店客

滿，有時遇飯店無法提供，敬請見諒！  

9. 若指定房型為 3 人同房或小孩加床，請注意：有些飯店無法保證會有 3 人房型，酒店通常

是以房內多擺一張行軍床或折疊床來安排，或無法加床時，敬請見諒並且請告知業務其哪位

會拉出來與其他團員同房。 

10. 飯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連通房、同行親友指定在同樓層或鄰近房間，我們將向飯店提出您的

需求，但無保證飯店一定提供，敬請見諒。 

11. 高北高接駁及加價升等商務艙純為服務性質，本公司會儘最大努力協助訂位，但不保證一定

有機位，其費用另計。 

12. 華航加購高鐵票，等待團體機票開立後，請向您的業務索取機票號碼，您本人需自行上官網

線上刷卡購買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ITHSR_AMA。 

13. 即日起遊客進入歐盟國家，不得攜帶肉類及乳類物品或加工品入境；室內不可抽菸。  

14. 為考量旅客自身之旅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旅客之旅遊權益，年滿 70 歲或行動不便之貴

賓，須事先告知、且有能夠協助貴賓〝自力參與旅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陪同參團，方始接

受報名，不便之處，敬請見諒！ 

15. 行程於國外如遇塞車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塞車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行程或餐食

的安排時，為維護旅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益，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旅遊行程，敬

請貴賓們諒解。 

16. 以上表列行程，是為了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了解整個行程操作的情形，我們將以此為操作

標準，但若遇特殊情況，在考慮行程的順暢度下，若當地導遊及領隊稍作更改，也請您見諒。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ITHSR_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