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捷色風華 德國 ICE 火車 

捷克 波西米亞森林 十天之旅(CI) 

擁抱波西米亞如水晶般的夢幻                     

當春天灑下第一道陽光，花園裏的花朵開始綻放，整個捷克呈現著繽紛的色彩 

當夏日悄然來到時，音樂、鐘聲處處，周圍盡是街頭藝人表演與不絕於耳的歡笑聲… 

當秋天楓葉轉紅時，鯉魚肥了，蘑菇鮮了，黃金佳釀… 

當冬雪覆蓋紅瓦屋頂，耶誕玲聲翩然響起， 

等了一年終於可以感受銀白捷克短暫的寧靜 

 

行程特色 
1.行程最順暢、飯店選擇最佳： 

  (1).搭乘口碑最佳中華航空法蘭克福進出，行程不走重覆路線，輕鬆而精緻。 

  (2).全程涵蓋德國、捷克二國之精華，安排四～五星Ａ級以上住宿旅館，並以市區飯店為主充 

      份感受歐洲夜晚古城之美。 

  參考旅館如下： 

布拉格：PALCE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 RADISSON BLUE 或 HILTON 或五星徒步區或同級。 

      布爾諾：INTERNATIONAL 或 HOLIDAY INN 或同級。 

      克魯洛夫：RUZE 或 RELAXCNI A REGENERACNI CENTR 或 HLUBOKA STEKL 城堡旅館或同等級 

      瑪麗安斯基：ESPLANADE 貴族城堡或 PARK PUPP 巴洛克式飯店五星或同級。 

   皮爾森：ANGELO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等級。 

      法蘭克福：MARRIOTT 或 INTERCONTINENTAL 五星或同級。 

 

2.精選德、捷二國之最、不濫竽充數： 

(1).捷克愛戀在古城小鎮，許多小鎮皆是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人類世界珍貴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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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瀏覽、深度遊覽捷克讓人無遺珠

之憾。 

＊卡夫卡存在主義小說中「蛻變」的世界－布拉格。（UNESCO） 

＊山水相伴穿越時空的粉嫰波西米亞森林小鎮－克魯洛夫。（UNESCO） 

＊美麗溫泉渡假小鎮品飲露天溫泉水－卡羅維瓦里。 

＊聳立於山頭上，三面湖水環繞的南波西米亞小鎮－特爾趣。（UNESCO） 

＊幽靜的石城，多金的－庫那穫拉。（UNESCO） 

＊幽遠、閒靜的－布爾諾。（UNESCO） 

＊樂似神仙的啤酒之源－皮爾森。 

＊幽遠、閒靜的摩拉維亞國首都－布爾諾。 

 

(2).愛戀在德國古城小鎮，安排國王大道及羅曼蒂克大道上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古城。 

＊德國小威尼斯古老城市－班堡（UNESCO）。 

＊紐倫堡大審城市－紐倫堡。 

 

3.風馳電掣 ICE 

感受德國科技之進步，旅遊不只是感觀的享受更要多一點體驗及心靈的滿足，安排搭乘德

國人的驕傲一 ICE 國鐵，屬另類難得的旅遊新體驗，也為此次旅遊畫上一美好的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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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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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程於旅館享用美式早餐、午晚餐以中、西式混合使用，以西式為主品嚐地方料理，中式

部份安排六菜一湯。 

(2).特別選擇當地最具特色且道地的風味餐： 

 捷   克－布 拉 格：百年地窖情趣餐廳(含水酒)、Michelin 所推薦餐。 

                  卡羅維瓦里：波西米亞猪腳風味(含水酒)並品嚐捷克特有溫泉餅。 

                  克魯洛夫：中世紀晚宴(含水酒)。  

鐘乳石洞：摩拉維亞鱒魚餐(含水酒)。 

布 爾 諾：摩拉維亞風味餐(含水酒)。 

德    國－班    堡：法蘭克尼亞風味(含水酒)。 

 

5.特別安排欣賞捷克戲劇活動中最特殊、知名度也最高的一魔幻黑光劇。 

 

參考航班：中華航空(CI)                                     2015 NEW YEAR 適用 02/14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北／法蘭克福 CI-061 23:15/06:50+1 

回程 法蘭克福／台北 CI-062 11:20/06:25+1 

 

 

第 一 天 台北(高雄)／法蘭克福 FRANKFURT(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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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飛往緬因河畔的城市－法蘭克福，今晚夜宿於機上。 

餐  食：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參考飛行時間：台北 13:30hrs 法蘭克福 

最輕鬆的安排： 

(1).搭乘中華航空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直飛法蘭克福進出，節省你轉機時間，對於不喜歡轉機客

人提供一個較佳的選擇。 

(2).又兩國行車至捷克邊界距離相當，利用法蘭克福便捷的交通網，是旅遊捷克絕佳的選擇，因

為如此安排讓您有足夠的時間感受德國捷克特有的古城風情，許多人到捷克旅遊一生可能一

次，如果您選錯航空公司可能就只是一直坐車，旅遊不是花好幾萬塊錢坐飛機到歐洲，再加

上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坐車，趕！趕！一路在趕！！花錢趕路值得嗎？ 

 

第 二 天  法蘭克福－烏茲堡 WURZBURG－班堡 BAMBERG－皮耳森 PILSEN(捷克) 

今早抵達後隨即展開羅曼蒂克大道之旅，首先來到羅曼蒂克大道的起點－烏茲堡。烏茲堡是

位於緬茵河河畔的一古老城市，文藝復興時期多位藝術家曾在此留下優秀的成果，展現烏茲堡另

一種風貌頗具觀光價值，古橋上的古堡，河畔的葡萄園，都是您不能錯過的攝影美景！接續來到

德國法蘭克尼亞的主教城市－班堡，UNESCO 於 1993 年將此古城明訂為人類世界珍貴遺產，雷格

尼次河貫流其中，舊市政廳石橋附近景致優美，素有小威尼斯之稱，小城古巷風情，不容錯過，

法蘭克尼亞是如此美麗！ 

下車參觀：瑪麗安堡、古橋、雷達門、市政廳、聖雅各教堂、聖喬治屠龍雕像噴水池。 

餐  食：早餐－機上       午餐－中華家鄉料理       晚餐－皮耳森風味餐 

住宿飯店：ANGELO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等級 

參考行車時間距離：法蘭克福 120KM／1:20HRS 烏茲堡 95KM／1HR 班堡 250KM／2:30HRS 皮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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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 皮耳森－克魯洛夫 KRUMLOV(中世紀變裝晚宴） 

享用過早餐後，沿著南波西米亞森林，前往世界啤酒的發源地－皮耳森，此地有聞名世界的

皮耳森啤酒及東歐著名汽車製造廠 SKODA ，四周環繞著丘陵，風景優美並且是河流交匯點，城中

雖仍遺留有中世紀的建築，但因城市曾遭火災和戰爭的侵襲，已經所留無幾了，抵達後安排前往

參觀著名的啤酒廠，在此您可了解其釀造過程並品嚐啤酒，隨後抵達捷克境內聯合國文教會保護

且有歐洲最美麗中古小城之稱－克魯洛夫，時光彷彿停留在十八世紀般，克魯洛夫的任何事物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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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夜宿於此南波西米亞寧靜小鎮。今晚特別安

排中世紀變裝晚宴，您可變裝成中古世紀淑女、紳士，留下難忘的回憶！ 

下車參觀：歌德式邊界城堡、巴洛克式城塔、市政廣場。 

含入場券：皮耳森啤酒廠(如遇訂位滿或休館則改參觀布達維札啤酒廠)。 

餐  食：早餐－旅館美式         午餐－波希米亞料理        晚餐－中世紀變裝晚宴 

參住宿飯店：RUZE 或 RELAXCNI A REGENERACNI CENTR 或 HLUBOKA STEKL 城堡旅館或同等級 

 (如遇滿改住古城內 OLD INN 四星旅館則退費 25 歐元/每人每晚) 

參考行車時間距離：皮耳森 150KM／2HRS 克魯洛夫 

捷克人的驕傲「啤酒 PIVO」，快意人生盡在黃金液體…『NA ZDRAVI！乾杯！！』  

(1).如皮耳森啤酒廠的廣告說的，世界原本一片黑暗，1842 年後開始發光，因為皮耳森創造了

黃金啤酒，今日我們親臨造訪其製造流程，並且品飲最新鮮的啤酒，我們真心希望值得參

觀的景點不要因為票價貴一點，就捨略掉。相對的比較沒可看性或路線不順的為了要銷售

而硬要排進行程，徒然浪費時間，您說值不值得? 

(2).在所有旅遊雜誌中，都會出現從克魯諾夫古堡區俯瞰而下都風景相片，他是如此迷人，而

且是黃昏、夜晚與清晨，寧靜祥和的美是讓歐洲人對此 UNESCO 小鎮衷情的原因之一，我們

的行程讓您從黃昏、夜晚到清晨享受最美麗的中古風情，因為我們今晚特別安排住宿於此

古城內飯店(以 RUZE 或 OLD INN 與 STEKL 或市區旅館為主，請 CHECK 本公司服務人員)。 

 

第 四 天  克魯洛夫－特爾趣 TELC－布爾諾 BRNO 

清晨您可享受屬於南波西米亞地方特有的寧靜，清新且無擾，時光彷彿停留在十八世紀般，

克魯洛夫的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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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尋著歷史的痕跡前往

1992 年為 UNESCO 所保護的古城－特爾趣，滿城文藝復興風格的屋宇，聳立於山頭上，在森林湖

泊的環繞下，粉色的建築令人難忘；續往捷克第二大都市及古摩拉維亞國首都－布爾諾，山丘上

的古城堡與古老的教堂、現代的市街商店相並存著，淺嚐一杯混有摩拉維亞氣息的咖啡，旅遊該

是如此愜意！ 

下車參觀：薩哈利亞修廣場、包心菜廣場、聖彼得與保羅教堂。 

餐  食：早餐－旅館美式        午餐－南波希米亞風味      晚餐－摩拉維亞風味 

住宿飯店：INTERNATIONAL HOTEL 或 HOLIDAY INN 或同等級 

參考行車時間距離：克魯洛夫 105KM／1:30HRS 特爾趣 120KM/1:30HRS 布爾諾 

粉嫩波西米亞．湖水環繞的小鎮： 

(1).有一點悠閒的時間逛逛，是旅人一致的心聲，今日您將有足夠的時間可至此我們最推薦的老

城區或古堡區及其花園走走，您會感覺到此地為何是 UNESCO 保護的古城，為什麼需要多一

點時間停留。 

(2).中世紀建築織就出獨特的特爾趣，烏利斯基與斯坦普尼斯基池塘環繞，碧波漣漪、 塘鴨浮

    遊，如今是當地居民垂釣與戲水的好去處，漫漫九百多年的歷史更異，站在場中，堂皇城堡、

    細膩的民居、氣派教堂為封存的流金歲月留下一個很好的註解，為何為 UNESCO 所保護，到

    此一遊，您絕對有所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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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天  布爾諾－庫納穫拉 KUTNA HORA－布拉格(黑色魔幻劇) 

今早前往銀礦鎮－庫納穫拉，1996 為 UNESCO 明定為人類世界珍貴遺產，曾為波西米亞王都所在

之地，如今已無盛名之累，幽靜的石城，悠悠的古風，靜靜的散發著屬於東波西米亞的芬芳，聖

塔芭芭拉教堂亦因銀礦的貢獻，有著不同的氣派。向晚來到了童話之城一布拉格，文學、古堡、

街頭藝人和美麗的傳說，成就完美的布拉格，永遠不會忘記－今日與布拉格相遇！晚間為您的氣

質加分，我們特別安排欣賞布拉格特有的音樂藝術活動之一的魔幻黑光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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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自費額 45 歐元)。 

下車參觀：聖塔芭芭拉教堂 

含入場券：人骨教堂。 

特別安排：黑色魔幻之夜。 

特別介紹：黑光劇是捷克戲劇活動中最特殊、知名度也最高的一種。黑光劇的特色將燈光和色彩

作特殊處理，營造出奇幻的效果，因此也有人稱它為「幻象劇」。 黑光劇的舞台佈景是全黑的，

演員也全身著黑衣或蒙上黑布，台前只以兩盞燈光照射因此演員看起來幾乎是隱形的。演出時演

員手持塗上螢光的道具、或在身體某些部位塗上色彩，讓舞台上顯現出許多奇妙的影像；有些黑

光劇像特技表演，有些則有劇情黑光劇的演員全身都是默劇表演的細胞，他們嫻熟多變的肢體語

言，是黑光劇表演的靈魂所在。 

餐  食：早餐－旅館美式      午餐－摩拉維亞肉捲餐        晚餐－市民會館            

住宿飯店：PALACE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 HILTON 或 RADISSON BLUE 或五星徒步區旅館(本公司

布拉格五星 HOTEL 皆以正統五星為主，若住 GRANDOR 或 AMBASSADOR 或 JALATA 則退費 25 歐元/每

人每晚)。 

行車時間及距離：布爾諾 164KM/2HRS 庫納穫拉 80KM/1HR 布拉格 

沉浸在中古的幽微意境，時空彷彿回到過去(UNESCO TOUR) 

(1).1995 年庫納荷拉為 UNESCO 明定為人類世界珍貴遺產所在，它的光彩來自銀礦的開採，也因

    礦場的沒落而褪色，儘管如此，許多角落裡、中古世紀的小道和建築的遺產及藝術品皆被保

    存著，透過這些文化資產使人們想起這個城鎮曾有光榮和昌盛，而這些 Kutna Hora 的故事

    也吸引著捷克人和外國觀光客來探訪，其中尤以聖塔芭芭拉教堂及特殊的人骨教堂更是出 

    名。 

(2).布拉格的美永遠是每個人的最愛，每一個人來到這裏僅管走路很多卻都認為值得，我們也深

    深認為值得多點時間停留，因此我們安排住宿 2晚，並以將近兩天的時間遊覽此城市，我們

    只要您到此一遊必定會了解我們為何如此堅持與安排，雖然他的成本吃、住成本皆較高。 

 

第 六 天 布拉格(布拉格古堡、黃金小徑、米其林推薦美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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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塔瓦河畔秀麗且典雅的景致，在弦音不斷的悠揚樂聲中，更顯

其美感，如詩如畫的伏爾他瓦河，增添旅遊的幾許優閒與浪漫。布拉格的美是值得細細品味的，

老城、舊廣場、查理古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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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 遴選為人類遺跡城；查理古橋上的依舊是街頭表演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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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in」所推薦餐廳享用午餐。 

下車參觀：查理士大橋、老城廣場、火藥塔、天文鐘。 

含入場券：布拉格古堡、黃金小徑。 

餐   食：早餐－飯店美式      午餐－米其林推薦美食餐廳      晚餐－中華家鄉料料理     

住宿飯店：PALACE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 HILTON 或 RADISSON BLUE 或五星徒步區旅館(本公司

布拉格五星 HOTEL 皆以正統五星為主，若住 GRANDOR 或 AMBASSADOR 或 JALATA 則退費 25 歐元/每

人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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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行車時間距離：布拉格市區遊 

夢想終會實現，邂逅夢幻之城一布拉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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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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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弗札等人。

生活方面他們釀造出口感豐富的皮爾森及百威啤酒，而在美食的餐桌上，他們則為你擺上

香噴噴、泛著金黃油光的烤鴨，今晚，就讓我們鑽進當地民眾推藨的酒窖餐廳，順著石階

拾級而下，迎面而來陣陣麥芽酒香，室內昏黃的光線隱約回到往昔賣唱者、酒客、廚娘充

斥其間的年代，當香噴噴的烤鴨端上桌時牆角邊的鐵甲武士也不禁食指大動哩！ 

 

第 七 天 布拉格－瑪麗安斯基(卡羅維瓦里) 

今日行程不用太趕！你有個半日自由的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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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午餐建議您可以於徒步區享用，也許比手劃腳，卻也能增加一些旅遊的情趣)午後告別

千塔之城一布拉格，沿著波西米亞森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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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溫泉健療院、

高級飯店皆沿著台伯河建起來，物價廉宜、溫泉療效聞名吸引不少觀光客，在卡羅維瓦里流行兩

種溫泉浴，泡溫泉一種(自費，主要為醫療用)喝溫泉又是另一種，溫泉水屬鹼性，且薀含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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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夜宿抵波西米亞森林區捷克有名的溫泉療養聖地。 

下車參觀：德弗札克公園、溫泉迴廊。 

餐    食：早餐－旅館美式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捷式猪腳風味 

住宿飯店：ESPLANADE 貴族城堡或 PARK PUPP 巴洛克式飯店或同級 

參考行車時間距離：布拉格 130KM/HRS 瑪麗安斯基 

品飲忘憂水，查理之泉滌洗凡世心靈： 

(1).維法利的溫泉療法享譽歐洲，貝多芬、莫札特都曾到此尋找靈感，自從 1522 年發現溫泉療

效以來，目前已估計盡百個左右的溫泉，其中進 12 個具有特別的療效，今早您將有機會盡

情品飲，別忘記必需悠閒的散步，我們特別推薦您號稱第１３種溫泉的貝赫洛夫卡酒，因為

旅遊仍應不忘健康。 

(2).許多人到東歐旅遊一生可能一次，總想體驗點不同的旅遊，今晚我們特別安排住宿於森林環

繞的貴族式飯店，這是別人口中所說城堡旅館，我們說他是貴族的房子，房間有大有小請見

諒，他的獨特，住過的貴賓都說喜歡。（遇滿則改住巴洛克式 PARKPUPP 飯店）。 

 

第 八 天 瑪麗安斯基－紐綸堡++++ICE 火車++++法蘭克福 FRANKFURT 

早餐後告別波西米亞美麗的溫泉鄉，經過德、捷邊境前往德國前往法蘭根瑞士區的第一大都

市－紐倫堡，華格納的音樂劇［紐倫堡的名歌手］及二次大戰後［紐倫堡大審］讓此地聞名世界，

這裡的一磚一瓦雖是二次大戰後所重建卻仍保留濃厚中世紀面貌，紅色凱薩堡上市區美景盡收眼

底，廣場中間的幸運鐶可別忘記！傍晚經行人徒步區前往紐倫堡火車站搭乘富足德國高科技代表

一 ICE 火車（時速高達 280KM）前往緬因河畔的法蘭克福，感受另一種旅遊的情趣，在舒適平穩

的 ICE 火車內，想起數日旅遊的記憶，也許儘管是人生的片斷，回憶卻是最美，這不是每一個人

最想要的旅遊的心情嗎？ 

下車參觀：舊市政廳、幸運柱、聖母院。 

含入場券：ICE 快速火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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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食：早餐：旅館美式       午餐－中華家鄉料料理          晚餐－德國料理 

住宿飯店：MARRIOTT 或 INTERCONTINENTAL 五星或同級。(如遇展期則改訂鄰近城市四星級旅館， 

          則退費 20 歐元/每人每晚) 

參考行車時間距離: 卡羅維瓦里 195KM 3:15HRS 紐綸堡+++(ICE2:35)+++法蘭克福 

旅遊新體驗與心的體驗： 

(1).旅遊不祇是感觀的享受更要多一點體驗及心靈的滿足，到歐洲來旅遊很多看到的就是歷史人

  文或自然景觀，除了這些之外到了法國必需搭乘 TGV 或塞納河否則不算到過法國，當然也許

  您到過德國或者這次造訪德國當然需搭乘一次德國人的驕傲一 ICE 國鐵，否則不算到過德國

  ，難得的體驗也為此次旅遊畫上一美好的句點。   

人的一生有許多的美好 

  享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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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九 天 法蘭克福／台北  

今日整理行裝，此趟歐洲之行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信時光真的能在

此停留，帶著依依不捨的心情，前往法蘭克福緬因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北，夜宿機上。 

餐  食：早餐－旅館美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第 十 天 台北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結束傳奇之路德捷 ICE 真善美十天之旅，希望每位 

貴賓都能滿意我們的安排，也敬祝健康、快樂。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陸交通調整行程先後順序之權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