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a-藍色多瑙河探索之旅15天 

 

出發日期:2018年6月7日－返國日期:2018年6月21日 

搭乘河輪是遊覽歐洲大陸最舒適的

旅遊方式，沒有舟車勞頓，不需要

起早趕晚，每天打包行李，更沒有

大海茫茫漂泊之感，它深入每個大城

小鎮，優遊自在的旅行。 

隨著十九世紀早期萊茵河與多瑙河的開通，在3,000英里長的河道網路上航行即可遊歷

超過12個國家。從阿姆斯特丹到布達佩斯，穿越過海拔1,330英呎的分水嶺；或是在布

拉格開始旅程，行經紐倫堡，河輪輕快的航行在萊茵河上，最後以浪漫的花都巴黎畫

下完美句點。你也可以遊歷神秘的東歐，穿過鐵門峽Iron Gate的險峻峽谷，沿著羅馬

尼亞-保加利亞邊界，到保加利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開始另一種華麗驚奇的探險！ 

AmaWaterways 艾瑪河輪是探索歐洲的絕佳途徑，以豪華和舒適的方式看世界。探

索當地的生活文化和旅遊景點，當您返回到豪華的河輪上時，遊船將帶您前往下一個

令人驚嘆、迷人的城市。Ama提供給您包括每個停靠港的岸上遊覽，您可以使用步行、

短程的接駁車行造訪每個值得您停留的景點，每個停靠點還提供了不同的參觀方式，

您可以選擇步行、腳踏車之旅還有健行來欣賞每個大城小鎮；當然，還有包含所有餐

飲（別忘了”主廚餐桌”專業餐廳）、美味的葡萄酒、啤酒和軟性飲料。船上提供無線

網絡能隨時隨地將您愉快的旅途與遠方的朋友分享。AmaWaterways的細心服務，每

年都獲得了各大評比的肯定，歡迎一起感受這奢華的河道之旅！



AMASotana船隻簡介 

首       航 2014 年 房   間  數 73 間 

長       度 443 英呎 Ama套房(落地窗) 3 間(約 28m²) 

甲 板 樓 層 3 層 陽台艙(落地窗)  62 間(約 16-27m²) 

船 員 人 數 49 名 景觀艙(方窗) 17 間(約 15m²) 

 

  

 

船上設施 

 

 

 



船艙平面圖 

 
  

團費包含 

1. 阿聯酋航空全程經濟艙來回機票。 

2. 含法式落地窗艙房，兩人一室為報價基準之河輪船票及港口稅。 

3. 河輪供應季節限定的三餐美食。 

4. 航程之外的陸地上觀光時以當地料理為主。 

5. 岸上觀光行程，由船公司提供每天岸上觀光活動。 

6. 專業領隊隨行照料，讓您一路輕鬆旅行! 

7. 行程中所含之景點門票。 

8. 旅行業履約責任險〈200 萬+10 萬意外醫療險〉。 

9. 河輪小費及行程中司機、領隊、當地導遊之服務費。 

參考航班 

▲以下為參考航班，正確班機時刻表視航空班次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起訖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6/7 阿聯酋航空 EK367 台北/杜拜 23:30 04:15+1 8 小時 40 分 

6/8 阿聯酋航空 EK111 杜拜/布達佩斯 08:50 12:45 5 小時 55 分 

6/20 阿聯酋航空 EK140 布拉格/杜拜 15:55 23:50 5 小時 55 分 

6/21 阿聯酋航空 EK366 杜拜/台北 03:40 16:15 8 小時 35 分 

 



航行地圖 

 

每日行程 

第一天 6/7 (四) 台北杜拜         EK367 TPE/DXB 2330/0415+1(8:40)                                                                                                                                                                                                                                                                                                                                                                                                                                                                                                                                                                                                                                                                                                                                                                                                                                                                                                                                                                                                                                                                                                                                                                                                                                                                                                                                                                                                                                                                                                                                                                                                                                                                                                                                                                                                                                                                                                                                                                                                                                                                                                                                                                                                                                                                                                                                                                                                                                                                                                                                                                                                                                                                                                                                                                                                                                                                                                                                                                                                                                                                                                                                                                                                                                                                                                                                                                                                                                                                                                                                                                                                                                                                                                                                                                                                                                                                                                                                                                    

今晚於桃園機場集合，搭機經由杜拜轉機飛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第二天 6/8 (五) 
杜拜布達佩斯 Budapest,(匈牙利 Hungary)  

                     EK111 DXB/BUD 0850/1245(5:55)                                          

早上於杜拜轉機飛往東歐最有活力的大都市－布達佩斯。抵達後前往午餐，接著與導遊參觀布達山丘

上宏偉的★皇宮以及11世紀歷代匈牙利君王登基加冕的☆馬提亞斯教堂，登上★漁夫堡欣賞壯觀的城

市美景。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 Halászbástya       晚餐- Manza 

住宿- Sofitel Chain Bridge 或同級 
 

第三天 6/9 (六) 布達佩斯 Budapest  

眾所周知匈牙利是草原民族，上午將安排前往 Domonyvölgy 馬術莊園，觀賞騎術精湛的★傳統馬術

表演。午餐後返回布達佩斯與導遊市區參觀著名的英雄廣場、連接著右岸古老的布達和左岸佩斯的著

名鏈橋和伊莉莎白橋，熱鬧的西瓦大街(Váci utca)逛逛各種讓人愛不釋的匈牙利傳統手工藝品店，或

是到有180攤位的中央市場購買辣椒粉或刺繡。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Lazar Lovaspark       晚餐- Robinson 

住宿- Sofitel Chain Bridge 或同級 



 

第四天 6/10 (日) 布達佩斯 Budapest -  登船                                                          

早上前往欣賞多瑙河流域最特殊的曲流地形(Danube Bend)，所謂多瑙河曲流是指由艾斯特拱

(Esztergom)到維斯葛拉德(Visegrad)之間的多瑙河，這是多瑙河在匈牙利流域中風景最美的一段，

尤其在流經維斯葛拉德附近時，形成天然的彎曲河道，風景壯麗且嫵媚〬接 著 續 往 聖 安 德 烈 小 鎮

(Szentendre)，這裡是布達佩斯郊外有名的生活藝術之城，在此地您可以體驗到地中海的氣氛，是許

多藝術家前來尋找靈感的最佳地點，可參觀中央廣場、貝爾格勒東正教堂(Belgrade Church)。下午

返回市區碼頭登船，今晚的歡迎晚宴將與同船的伙伴見面，同時河輪也將緩緩航往布拉提斯拉瓦。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Renaissance     晚餐- 河輪晚餐 

住宿- AmaSonata 法式落地窗艙房 
 

第五天 6 /11 (一)  布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斯洛伐克 Slovakia)                                          

布拉提斯拉瓦無疑已經贏得了「國王加冕之城」的稱號，在您的步行導覽行程中探索，包括舊市政廳、

Mirbach Palace、聖馬丁大教堂。想要有更多冒險活力的人，可以健行前往布拉提斯拉瓦城堡，欣賞

城市壯麗的景色。 

早餐- 遊輪早餐     午餐-遊輪午餐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 AmaSonata 法式落地窗艙房 
 

第六天 6/12 (二)  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維也納「華爾滋之城」呈現藝術的寶庫，您有 2 種探索方式，加入展示豪華輝煌的市區觀光，包括雄

偉的歌劇院，著名的哈布斯堡王朝宮殿，再前往歷史悠久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維也

納市中心，並參觀聖史蒂芬大教堂。如果想要更積極的探索這個地區，可以沿著多瑙河騎乘自行車。

下午可以享受閒暇時光或是自行騎腳踏車兜風前往克洛斯特新堡修道院(Klosterneuburg 

Monastery)。 

 

早餐- 遊輪早餐     午餐-遊輪午餐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 AmaSonata 法式落地窗艙房 
 

第七天 6/13 (三)  狄恩施泰恩 Dürnsteinn-梅爾克 Melk                      

早上抵達瓦豪河谷，您有 3 種選擇：沿著狄恩施泰恩的鵝卵石街道散步，前往有著明亮藍色外觀的塔

型巴洛克教堂 Baroque Stiftskirche，並於當地酒窖品嚐葡萄酒。 

如果想要欣賞瓦豪河谷(Wachau Valley)美麗風景，可以健行爬上 12 世紀時囚禁英格蘭國王獅心王查

理的堡壘。或是參觀當地的小商店，在那裡將被招待這地區最好的杏仁產品。 

上午行程結束，返回船上享受悠閒的巡航時光，航行通過風景優美的瓦豪河谷。或是選擇加入自行車

導覽之旅，沿著多瑙河岸到達梅爾克，參觀歐洲著名的精神文化遺產之一宏偉壯觀的★梅爾克修道院。 



早餐- 遊輪早餐     午餐-遊輪午餐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 AmaSonata 法式落地窗艙房 
 

第八天 6/14 (四)  帕紹 Passau,德國                  

早上享受風景優美的航行，抵達中世紀城市-帕紹，以步行方式參觀這座 2000 年歷史的城鎮，市區

以哥德式和義大利巴洛克建築以及聖斯蒂芬大教堂聞名。另外喜歡更有活力早晨的人，可以選擇加入

沿多瑙河騎乘的自行車導覽之旅，或是騎往山上的主教領地城堡(Veste Oberhaus)眺望三河美景(多

瑙河、因河和伊爾茨河)。 

早餐- 遊輪早餐     午餐-遊輪午餐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 AmaSonata 法式落地窗艙房 
 

第九天 6/15 (五)  雷根斯堡 Regensburg             

探索德國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紀城市-雷根斯堡，與導遊徒步參觀精彩的城市建築，包括舊市政廳和建

於公元 179 年的古羅馬堡壘大門 Porta Praetoria。另外!也可選擇前往品嚐這城市最著名的特產-香

腸、啤酒和椒鹽卷餅(蝴蝶脆餅)。或是加入自行車之旅前往瓦爾哈拉神殿(Walhalla)，到這裡可見到

啟發於雅典巴特農神殿的新古典白色大理石神殿。 

早餐- 遊輪早餐     午餐-遊輪午餐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 AmaSonata 法式落地窗艙房 
 

第十天 6/16 (六)  紐倫堡 Nuremberg 

上午當河輪航行經過大陸分水嶺，通過美茵-多瑙河運河和美麗的阿爾特米爾河谷(Altmühl Valley)，

您可在優美風景中享受悠閒時光。到達紐倫堡可以選擇，參觀城市的中世紀精彩景點，包括參觀皇家

城堡、著名的城牆和市場廣場上傳奇的噴泉和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藝術家-阿爾布雷希特·杜勒

(Albrecht Düre)之家。 

或是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旅，參觀全國黨代會集會場、紐倫堡審判紀念館(Justice Palace)。或者前

往品嚐法蘭克尼亞(Franconian)地區，傳統味道的德國香腸、Rot bier(紅啤)和薑餅(Lebkuchen)。 

早餐- 遊輪早餐     午餐-遊輪午餐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 AmaSonata 法式落地窗艙房 
 

第十一天 6/17 (日) 
 紐倫堡 Nuremberg-離船皮耳森 Plzen 

卡羅維瓦利 Karlovy vary 布拉格 Prague                                  

早餐後與親切的船員們揮手道別，專車前往捷克，中途於皮耳森啤酒廠內餐廳午餐，接著續往捷克歷

史最悠久的溫泉小鎮－卡羅維瓦利，沿著特普拉河(Tepla) 徒步逛逛露天攤販所販售的各種特產，欣

賞斯普魯特溫泉迥廊內的噴泉，以及白色精細的市場溫泉迥廊，有興趣還可買個專用的溫泉杯試試溫

泉水的味道。結束後前往布拉格 

早餐- 河輪早餐       午餐- Na Spilce       晚餐- Caf’e Imperial 



住宿-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級 
 

第十二天 6/18 (一) 布拉格 Prague                 

早餐後，前往參觀展覽新藝術風格作品的★慕夏博物館，Mucha 所創作的海報與飾板是現代印刷美

術設計的典範。下午將參觀位於左岸上的★布拉格城堡區、★舊皇宮、☆聖維特大教堂、☆總統府..

等，接著穿過黃金小巷☆卡夫卡故居，來到小區廣場☆聖尼古拉教堂和古老的☆查理石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 Triton       晚餐- Bella Vista 

住宿-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級 
 

第十三天 6/19 (二) 布拉格 Prague                      

上午展開高堡之旅，傳說高堡是捷克皇室第一個王權所在源地，由此可俯瞰布拉格市區美景。下午安

排於伏爾塔瓦河上悠閒的★搭乘遊船欣賞河岸風光。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V Zatisi       晚餐- Zlate Konvice 

住宿-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級 
 

第十四天 6/20 (三) 布拉格杜拜      EK140 PRG/DXB 1555/2350 (5:55)             

今天漫遊於☆舊城區內的小巷弄，欣賞舊城廣場上迷人的建築、美麗的天文鐘，還有隨處可見的餐廳、

咖啡館、商店以及熙來攘往的遊客感受布拉格獨特的魅力。中午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搭機返回

台北！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上海餐廳      晚餐- 機上套餐 

住宿- 機上 
 

第十五天 6/21 (四) 杜拜台北        EK366 DXB/TPE 0340/1615 (8:35)                   

班機於今日飛抵桃園機場。結束愉快的多瑙河河輪之旅。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 前說明

會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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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若 有不便，

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