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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天   旅   遊 

音樂飄飄 醉美多瑙 仙境阿爾卑斯山經典之旅 13 日 

（德南、奧地利、匈牙利） 

 

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讓您聯想起什麼？是美味的德國豬腳？著名的汽車工藝？亦或是宏偉

的新天鵝堡?巴伐利亞位處輝煌奧匈帝國中最富裕的領地，也是 19 世紀童話國王路德威二世的夢

想境地，他在巴伐利亞建造了一座聞名於世的夢幻城堡―新天鵝堡，他的夢幻為世人留下價值不

斐的藝術建築，以及德國最重要的觀光資產。 

奧地利享有《音樂國度》的美名，也是電影【真善美】的拍攝地。中世紀的哈布斯堡王朝醉

心於音樂、藝術收藏，在紛亂的歐洲世界，彷彿是一股清流，留下屬於奧地利的「真善美」及歐

洲不朽的篇章。您可在茵斯布魯克欣賞綿延不絕的阿爾卑斯山；在薩爾茲堡參訪莫札特最美麗的

故鄉。 

匈牙利山河秀美，建築壯麗且富有特色，這溫泉遍佈，氣候四季分明。坐落在多瑙河畔的首

都布達佩斯是歐洲著名的古城，風光無限，有“多瑙明珠”的美譽。在城堡山上，巴洛克式巍峨的

王宮壯觀深沉，五百多年的馬提亞斯教堂蒼老神秘，象徵七個部落的漁人碉堡訴說著千年滄桑。

另外，匈牙利的葡萄美酒也為這個國家增光添彩...... 

 

【行程特色】 

 完整走訪奧匈帝國及巴伐利亞五大名城  包括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阿爾卑斯山山城

―茵斯布魯克、音樂之城―薩爾茲堡、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維

也納。 

 五大觀景台讓阿爾卑斯美景全都覽  德國最高峰―楚格峰、希特勒的昔日行宮―鷹巢、

哈斯塔特湖觀景台、薩爾茲堡蒙赫山，以及名列全世界最令人暈眩 8 大觀景台之一―達

赫斯坦天空步道。 

 中歐璀璨明珠的四大皇宮、城堡  德國童話城堡―新天鵝堡、氣勢恢宏的薩爾茲堡要塞

古堡、以噴泉和水戲而聞名的海布倫宮、以及奧地利洛可可建築代表的熊布朗宮。 

 中歐及阿爾卑斯山四大名湖  德國最美麗的湖泊―國王湖、冰河切割而形成的冰蝕湖―

沃夫崗湖、超凡脫俗的阿爾卑斯山名湖―哈斯塔特湖，以及中歐最大的湖泊―巴拉頓湖。 

 精彩絕倫的四大體驗  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薩爾茲堡鹽礦及木滑梯、一年四季冰封的

達赫斯坦冰宮、匈牙利馬札兒族的馬術表演。 

 不可錯過的四大遊船  湖水碧綠的國王湖遊船、人間仙境的沃夫崗湖遊船、明媚動人的

多瑙河遊船，以及中歐最大湖的巴拉頓湖渡船。 

 最完整的德國南部之旅  本行程除了走訪慕尼黑及新天鵝堡之外，更包含了坊間少有的

景點―楚格峰、鷹巢及國王湖，精彩行程，錯過可惜。 

 匈牙利新舊三首都全都覽  一一拜訪匈牙利現在首都布達佩斯、兩舊都埃斯泰爾戈姆及

維謝格拉德，深度了解馬札兒族的興衰史。 

 音樂之都薩爾茲堡連宿二晚  薩爾茲堡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城市，也是經典電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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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美】拍攝地，行程不計成本安排於此連宿二晚，有更充裕的時間沈浸在此音樂藝術山

城之中。 

 西進東出，全程僅四段飛機  行程西進（慕尼黑）東出（維也納），全程僅四段航段，

不走回頭路，保留更多時間來享受當地的悠閒。 

 班機早抵晚回，旅遊時間充裕  德國漢莎為全球十大安全航空，班機於上午抵達慕尼黑

（05:40），離開維也納的時間為傍晚（17:50），讓您 13 天行程擁有幾乎 11 天的時間

可進行參觀。 

 入住阿爾卑斯山最美麗的五星城堡渡假飯店  Schloss Pichlarn城堡飯店是由真的城堡改

建，內部古色古香，獨特的設計和美麗的色彩營造出獨特的歷史古堡氛圍。 

 舒適豪華的住宿安排  精選各景區優質飯店：加爾米施宿 Dorint Sporthotel 4*；茵斯布

魯克宿 Hilton Innsbruck 4*或 Grand Hotel Europa 4*；薩爾茲堡宿 Sheraton Hotel 

Salzburg 5 *或 Hotel Goldener Hirsch 5*；聖沃夫崗宿特色白馬飯店 Romantik Hotel Im 

Weissen Roessl 4*；黑維茲宿度假飯店 Danubius Health Spa Resort 4*；布達佩斯及維也

納雙首都宿三晚五星飯店，讓您充份體驗「奧匈帝國」輝煌盛世之美，同時住的舒適、

玩的開心。 

 盡嚐各國在地特色美食  德國豬腳餐、巴伐利亞烤雞餐、德式香腸餐、Wok 鐵板燒料理、

國王湖區煎魚料理、奧式烤雞餐、鱒魚餐、奧式嫩煎魚排餐、匈牙利馬術烤肉餐、匈牙

利烤鴨風味餐、匈牙利燉牛肉餐、維也納炸豬排餐，吃得也精彩！ 

 多樣化交通體驗，門票包含最多  楚格峰登山火車、新天鵝堡（含登山巴士）、施華洛

世奇水晶世界、國王湖遊船、鷹巢、海布倫宮、莫札特故居、岩壁電梯、薩爾茲堡城堡

纜車、薩爾茲堡鹽洞、沃夫岡湖遊船、哈斯塔特軌道車、達赫斯坦天空步道、菲修特提

奇宮、巴拉頓湖渡船、漁人碉堡、馬術表演、多瑙河遊船、匈牙利民俗表演及熊布朗宮

等。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導覽耳機，讓您能兼顧導遊／領隊的專業解說與盡興的拍照，充份了解

各景點的特色及歷史。 

 除了專業服務的隨團領隊，主要景區亦聘請當地導遊提供詳細的導覽及解說。 

 車上每日無限量供應礦泉水。 

 全程使用德國原裝進口巴士，豪華座椅，舒適寬敞。 

 巴士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您隨時與好友 on line。 

 專業肯定且深受好評的司機服務。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飯店的飯店行李運送費。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6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  奧地利的薩爾茲堡、哈斯塔特及達赫斯坦、格拉茲

城歷史中心、維也納古城區、熊布朗宮；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古城區。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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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參觀 1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德國的新天鵝堡（159）。 

 

第01天 台灣香港慕尼黑 Munich【德國】 

BR-857 1810/1955（1:45）；LH-731 2320/0540+1（12:20）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飛往德國南部大城―慕尼黑，班機於隔日上午抵達。 

晚餐：機上用餐 

驚喜安排：要去德國，當然就是要搭乘德國漢莎航空。班機於一大早即抵達慕尼黑，您可以有

最充裕的時間進行完整的德南之旅。 

 

第02天 慕尼黑―楚格峰 Zugspitze―加爾米施 Garmisch 

（行車：195 公里，4 小時）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隨後專車前往德國第三大城、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首先走訪 1972

年奧運會址的▲奧林匹克運動場，鄰近有國際知名的◎BMW 總部大樓。而 2006 世界杯足球賽

的揭幕場地的▲慕尼黑足球場，其酷似輪胎的外型，則與汽車城慕尼黑相互輝映。華麗典雅的

▲寧芬堡建於 1664-1758 年，為巴伐利亞歷代王侯的夏宮，也是德國境內最大的巴洛克式皇宮

建築。舊城區內的▲瑪麗亞廣場中央豎立著聖母瑪麗亞黃金塑像，廣場北面矗立著氣勢宏偉的

▲新市政廳，鐘樓高 85 公尺，每日上午 11 點報時鐘的玩偶伴隨著音樂，展現 1568 年威廉五世

婚禮大典的場景。鄰近廣場的▲聖母教堂，兩座高達 99 公尺的哥德式綠圓頂鐘樓是慕尼黑的象

徵建築。午餐後前往標高 2,962 公尺、德國最高峰的―★楚格峰，抵達後搭乘★登山纜車登頂，

沿途起伏的山峰，令人不禁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矗立在山頂上的小教堂，正謳歌生命的

永恆。下山後驅車前往美麗阿爾卑斯山城加爾米施，這裡曾是冬季奧運的舉辦地。今晚，就在

阿爾卑斯山的環繞下入眠，享受甜美的夢。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德國豬腳餐               晚餐：巴伐利亞烤雞餐 

住宿：Dorint Sporthotel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 1：說到德國美食，10 個台灣人有 9 個會說：德國豬腳。今天中午我們就安排享用慕

尼黑啤酒和德國豬腳，讓您體驗日耳曼人的特殊餐食及豪邁風情。 

驚喜安排 2：加爾米施是位於楚格峰山腳下的美麗阿爾卑斯山城，這裡曾是冬季奧運的舉辦場

地。而入住的 Dorint Sporthotel 是典型的阿爾卑斯山山城飯店，今晚，就在阿爾

卑斯山的環繞下入眠，享受甜美的夢。 

 

第03天 加爾米施―新天鵝堡 New Swan Castle―水晶世界 Crystal World【奧地利】―茵斯布魯克 

Innsbruck 

（行車：210 公里，4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德國最具代表性建築―★新天鵝堡，城堡為夢幻國王路德威二世所建，以優

雅身姿浮現於深山叢林，讓人彷若進入到童話故事的夢境中。抵達後換搭▲登山巴士前往後山

的▲瑪麗亞橋，在此為拍攝新天鵝堡的最佳角度，隨後參觀美侖美奐的城堡內部，結束後沿著

山徑徒步下山，享受難得的森林浴。【貼心叮嚀:參觀城堡需走一段路，請穿著方便步行之鞋子。】

午餐後前往音樂王國―奧地利，首先參觀享譽全球的★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巨人花園華麗的

水晶雲以及館內琳琅滿目的水晶產品，精彩詮釋著《施華洛世奇》一百多年來豐富亮麗的品牌

故事。之後驅車前往座落在阿爾卑斯山谷中，曾為哈布斯堡家族住所的迷人山城―茵斯布魯克，

這裡也曾經舉辦過兩屆冬季奧運。▲瑪麗亞特雷莎街是市中心最熱鬧的購物大街，大街二側則

聳立著重要地標▲聖安娜紀念柱及▲凱旋門。建造於 1496 年的▲金屋頂可說是茵斯布魯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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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典型的哥德式建築覆以 2,738 塊鍍金的銅瓦，是為了紀念馬克西米連大帝與畢安卡皇后的

婚姻。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香嫩多汁德式香腸餐           晚餐：Wok 鐵板燒料理 

住宿：Hilton Innsbruck 4* 或 Grand Hotel Europa 4*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1995 年開幕，為了紀念水晶品牌施華洛世奇成立一百周年而建造的。水晶世界陳

列了各式各樣的藝術珍品和全球最大的水晶石―一百周年水晶石。最著名的展廳

是水晶大教堂，置身其中，590 個水晶切割面反射璀璨光芒，令人驚喜。 

驚喜安排 2：茵斯布魯克是個迷人的小鎮，從市中心就能看到圍繞的阿爾卑斯山，白雪暟暟的

山頂，把小鎮舊城妝點的宛如一個被隔絕的仙境。茵斯布魯克是哈布斯堡家族的

主要住所，今日仍有許多昔日皇親貴戚留下來的宮殿與建築群。今天晚上就住在

這個阿爾卑斯最知名的山城。 

 

第04天 茵斯布魯克―國王湖 Kings Lake【德國】―鷹巢 Eagle Nest―薩爾茲堡 Salzburg【奧地利】 

（行車：185 公里，4 小時） 

今日驅車前往有「德國最美麗的湖泊」美名的▲國王湖，四週環繞著高聳的岩壁，就像藏在深

山裏的一塊翡翠，清澈的湖水倒映著阿爾卑斯群山，絕美的景緻、幽靜的氛圍，彷彿遺世獨立

的人間天堂，令人驚艷不已。特別安排搭乘★遊船深入湖區，谷內兩岸高聳入天的山脈，宛如

來到峽灣地區，遊船停靠▲聖巴爾特羅梅修道院，紅色的屋頂與周圍的盎然綠意，形成一幅渾

然天成的絕美畫作，讓人彷彿置身畫中，流連忘返。續走訪希特勒的昔日行宮★鷹巢，坐上接

駁班車沿著鷹巢路行進，秀麗稱奇的高山峻嶺沿途展開。抵達後徒步穿過一條長 124 公尺的花

崗岩隧道，續搭乘豪華銅製電梯穿過懸崖上到鷹巢―也就是希特勒的山間別墅所在。從高處向

下眺望，可 360 度領略到湛藍如鏡的國王湖及阿爾卑斯山美景。傍晚時分專車前往音樂神童莫

札特的出生城市―薩爾茲堡，城內保留許多雄偉且華麗的巴洛克風格建築，終日不絕於耳的教

堂鐘聲以及莫札特漫妙音樂讓此地增添無限美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湖區煎魚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heraton Hotel Salzburg 5 * 或 Hotel Goldener Hirsch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國王湖位於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內，完全被阿爾卑斯山脈環抱，四周嚴峰峭壁

和蒼翠樹木環抱，幽靜而神秘，又以其清澈的湖水而聞名，它被認為是德國最乾

淨和最美麗的湖，也是德國最深的湖泊。 

驚喜安排 2：希特勒的昔日行宮鷹巢，位於德國阿爾卑斯山脈 1,834 公尺高的奧柏薩爾茲堡山

頂，修建於 1939 年，希特勒將其用作款待重要客人之用，二戰末期雖為轟炸目標，

但仍得以保留。在此可領略壯麗的阿爾卑斯全景以及湛藍如鏡的國王湖，更可遠

眺奧地利音樂之都―薩爾茲堡。 

 

第05天 薩爾茲堡―海布倫宮 Hellbrunn Palace―薩爾茲堡 

（行車：30 公里，1 小時） 

上午參觀近郊以噴泉和水戲而聞名的★海布倫宮，這座原為主教的私人官邸花園，處處有巧妙

設計的機關，又稱水泉宮。隨後返回薩爾茲堡【UNESCO，1996】，市區觀光走訪▲米拉貝爾花

園，電影【真善美】中高歌 Do Re Mi 的場景就在此拍攝的，舊市街中的▲蓋特萊德街道兩旁掛

滿獨特的鍛鐵招牌，散發濃濃的中世紀氣息，街旁 9 號的黃色小屋就是★莫札特故居，屋內展

出許多莫札特的樂器、樂譜及家譜等。續搭乘★岩壁電梯上到位於蒙赫山的▲現代美術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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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也是【真善美】電影場景拍攝地，有眺望薩爾茲古城堡的最佳視野。而氣勢恢宏的▲薩爾茲

堡大教堂結合了巴洛克與羅馬建築的風格，附近的▲市政廳的鐘樓由 35 座大鐘組成，每逢 7、

11、18 點時就會演奏莫札特的曲子，悠揚悅耳。隨後搭乘★纜車登上薩爾茲堡中世紀城堡，古

城風光在此一覽無遺。下午自由活動時間可漫步於古城小巷，亦可選購饋贈親友的伴手禮。【貼

心叮嚀：今日晚間時間為方便逛街購物，晚餐敬請自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華料理          晚餐：自由用餐（退餐費 20 歐元） 

住宿：Sheraton Hotel Salzburg 5 * 或 Hotel Goldener Hirsch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膾炙人口的影片「真善美」，劇情描述了二戰期間川普家族的動人故事，劇中令人震

懾的湖光山色就是取景自奧地利的湖區；除了米拉貝爾花園，行程更特別走訪 Do Re 

Me 的第二場景―現代美術館，在這裡有眺望薩爾茲古城堡的最佳視野，能將薩爾

茲堡舊市區以及薩爾茲河美景盡收眼底。今日並將搭乘纜車，登上主宰薩爾茲堡天

際線的古城堡。  

 

第06天 薩爾茲堡―薩爾茲堡鹽洞―沃夫岡湖 Wolfgangsee 

（行車：80 公里，2 小時） 

今日上午前往參觀世界最古老的★薩爾茲堡鹽洞，換上傳統的採礦工人服裝，沿著舊時工人進

入鹽洞的路徑，搭乘特殊的採礦小火車深入地底的岩礦場，體驗開採實景，坑道內岩鹽結晶及

燈光交錯的畫面猶如夢幻世界，而搭船遊覽地下鹽湖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其間古味十足的木滑

梯之特殊設計，刺激又好玩，搭配著一幕幕的影片，讓您輕鬆的了解鹽礦的形成與採礦的過程，

是您不容錯過的趣味之旅。下午專車前往奧地利聞名的薩爾茲堪梅古特高地（皇室的鹽倉）湖

區，大大小小的湖泊灑落山谷間，宛若珍珠連串，這裡綺麗的湖光山色，從中世紀以來一直為

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公貴族渡假勝地。抵達後安排★乘船遊覽沃夫岡湖，此湖為冰河時期切割而

形成，最深處可達 114 公尺，湖面隨著季節呈現深不見底的藍或綠，周圍群山環抱，猶如人間

仙境。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鱒魚餐料理                   晚餐：奧式烤雞餐 

住宿：Romantik Hotel Im Weissen Roessl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 1：古代塞爾特人來到此地發現了採鹽的方法，讓此地成為富可敵國的區域；現在我

們換上採礦的工作服進入礦坑，參觀鹽礦，了解當時採礦的過程，並乘坐木滑梯

及跨背式搬運車，讓您體會採礦的古味盎然及刺激難忘之旅。 

驚喜安排 2：奧地利境內最美的地方就是阿爾卑斯山湖區，深受歐美人士歡迎，消費相對也最

貴，台灣旅遊團大多匆匆帶過，只留下短暫的印象。行程特別安排住宿於沃夫崗

湖畔、具有百年歷史的的白馬酒店，該飯店俊俏的白馬形象儼然已成為沃夫崗湖

最具代表的象徵。 

 

第07天 沃夫岡湖―哈斯塔特 Hallstatt―達赫斯坦天空步道 Dachstein Sky Walk―艾根恩斯道爾 Aigen 

Im Ennstal 

（行車：180 公里，4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哈斯塔特小鎮【UNESCO，1997】，小鎮依傍在是奧地利湖區最幽靜美麗的

哈斯塔特湖旁，漫畫般的木屋建築，展現出一種超凡脫俗的靈氣，猶如沉浸於阿爾卑斯的山林

秘境中。而早在三千多年前人類歷史就已經在此落腳，也是一個文化古蹟小鎮。在參觀小鎮前，

我們特別安排搭乘★軌道車上到▲懸臂式觀景台，平台依懸崖而建，外形猶如一艘船的船頭，

將人送入空中，俯瞰如詩如畫般的小鎮和靜逸的湖光山色，腳下則是萬丈深淵，體驗騰雲駕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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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臨場感。午餐後專車行駛於阿爾卑斯山中，沿途欣賞靜謐秀麗、嫵媚萬千的高山美景。抵達

★達赫斯坦天空步道【UNESCO，1997】後，我們將安排乘坐登頂纜車，在緩緩上升過程中沿線

欣賞高聳峻秀的連綿山脈。在抵達山頂後，首先會經歷一段狹窄而驚險的吊橋―天空步道，下

面則是數百公尺的峭壁深淵。而由萬年冰川所挖鑿出的冰洞裡，展示著造型各異的冰雕，讓您

彷彿置身於晶瑩剔透的冰宮中。【貼心叮嚀：今日請備一件保暖外套，夏季冰洞溫度約維持在

0-5 度。】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奧式嫩煎魚排餐          晚餐：飯店三道式時令套餐 

住宿：Schloss Hotel Pichlarn Resort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國家地理雜誌曾經評論：達赫斯坦天空步道，世界最令人暈眩 8 大觀景台之一。

這座高度為 2,743 公尺的觀景台位於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脈中，於 2013 年 7 月開

放。而展示著許多造型各異冰雕的冰洞裡，深藍色的冷光照射在冰壁上，增添神

秘詭異的氣氛。 

驚喜安排 2：今晚特別安排入住阿爾卑斯山區的城堡飯店，在群山環繞的綠意景致中，不疾不

徐地享用浪漫晚餐，感受隱密山林間的安和寧靜與低調奢華，也建議您好好泡個

溫泉做做 SPA，在綠意盎然的自然中放鬆身心，獨享奧地利靜謐的夜空。  

 

第08天 艾根恩斯道爾―格拉茲 Graz―凱斯特赫 Keszthely【匈牙利】―黑維茲 Hevis 

（行車：375 公里，5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奧地利第二大城―格拉茲，城鎮四週被高山所環繞，有『莫爾河之珠』之稱，

更被票選為 2003 年「歐洲文化首都」。扺達後市區參觀 : ▲舊城區【UNESCO，1999】保留著

許多中世紀的建築物，讓人印象深刻。從城裏任何地方一抬頭就能看到城堡山上的巨大▲時鐘

塔，是格拉茲最顯著的地標。矗立在莫爾河之上的▲莫爾河島，是一座由許多銀色管子連接而

成、狀似海螺的現代藝術空間，由於建築物本身會隨著水位上下浮動，又被稱為「河中浮島」。

建於 2003 年的▲格拉茲藝術館，外觀以藍色的塑料玻璃拼接而成，其前衛造型與周圍的傳統建

築形成強烈反差，被當地人戲稱為「友善的外星人」，已成為格拉茲地標性建築之一。午後專車

前往匈牙利造訪有「巴拉頓文化之都」美名的▲凱斯特赫，不可錯過的★菲修特提奇宮為十八

世紀初凱斯特赫的地主菲修特提奇家族的宅邸，它不僅建築本身值得參觀，花團錦簇的庭園造

景和噴泉，更增添了幾分貴氣。隨後專車前往以黑維茲溫泉湖著名於世的▲黑維茲，今晚入住

鄰近黑維茲湖的度假飯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自助式晚餐 

住宿：Danubius Health Spa Resort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今晚入住黑維茲湖旁的度假飯店 Danubius Health Spa Resort 4*，飯店提供多種付費

的健康及 SPA 中心，在此您可體驗悠閒獨特的溫泉浴，在充滿了鈣和鎂的氫碳酸鹽

的溫泉水來放鬆身體。 

 

第09天 黑維茲―巴拉頓湖 Lake Balaton―布達佩斯 Budapest 

（行車：280 公里，4.5 小時） 

上午前往中歐最大的湖泊―▲巴拉頓湖，它常被戲稱為「匈牙利的大海」。行程安排由蒂豪尼★

搭乘渡輪穿越巴拉頓湖前往對岸的桑托德，沿途欣賞秀麗的湖光山色，擁有紅屋頂及黑色洋蔥

狀鐘樓的▲班尼迪克修道院，已是蒂豪尼小鎮的地標建築。之後專車前往首都布達佩斯的近郊

欣賞騎術精湛的★馬術表演，並安排乘坐馬車馳騁於莊園，體驗草原民族的生活。續前往有「多

瑙河珍珠」美譽的首都布達佩斯【UNESCO，1987】，走訪紀念匈牙利建國千年的▲英雄廣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6%B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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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的雕刻訴說著先祖的英雄事蹟；昔日為城寨的★漁人碉堡，其銀白色彩彷若沙灘上的美麗

沙堡，堡頂可一覽無遺市街美景；以馬賽克外觀裝飾精美的▲馬提亞斯教堂，是昔日國王登基

加冕處，而鄰近的▲布達皇宮則是歷代國王居所；閃閃發亮的▲國會大廈座落在多瑙河畔，它

不僅是匈牙利佔地最大的建築物，也是歐洲最大國會建築物之一。而外牆貼滿美麗磁磚的▲中

央市場，其典雅的外觀很難將它和市場的印象連結在一起！傍晚時分搭上★遊船欣賞多瑙河明

媚動人的兩岸風光；完成於 1849 年的▲鎖鏈橋，其浪漫迷人的風采讓她享有「多瑙河上最美麗

的一座橋」美譽。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匈牙利馬術烤肉餐          晚餐：烤雞風味餐+民俗表演 

住宿：Budapest Intercontinental Hotel 5* 或 Hilton Budapest City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深具民族特色的匈牙利馬術表演由穿著傳統服裝的馬夫腳跨兩匹馬駕馭五～七匹

馬入場，間或揮動長長的馬鞭驅使馬匹表演「坐」、「躺」、「臥」等動作，有些則

是坐在無馬鞍奔騰的馬上表演射箭，驚險萬分，但娛樂性百分百；午餐於吉普賽

人的樂音中大啖匈牙利菜餚，渡過歡樂的午間時光。 

驚喜安排 2：一直以來，法國人都用一種近乎大驚小怪的口吻來稱呼布達佩斯是世界上最安靜

的首都。寧靜的多瑙河靜悄悄地從城中滑過，古典的市區建築在夜幕低垂之際點

上了絢爛的燈光，整座城市霎時間融入了寧靜美麗又浪漫的氛圍中。而今晚，我

們特別安排連宿 2 晚市區的五星飯店，讓您就近感受布達佩斯絢爛而安靜的夜

晚。 

 

第10天 布達佩斯―埃斯泰戈姆 Esztergom―維謝格拉德 Visegrad―聖安德烈 Szntendre―布達佩斯 

（行車：135 公里，3.5 小時） 

今日上午前往舊都▲埃斯泰戈姆，此地的▲埃斯泰戈姆大教堂則是匈牙利境內最大的羅馬天主

教教堂，從立有無數根巨型圓柱的正門走進大教堂時，每個人都會為教堂的壯觀、雕刻的精美

而歎為觀止。位於主聖壇上的聖母升天圖長 13.5 公尺，寬 6.6 公尺，是世界上最大的單幅油畫。

大教堂一旁則是擁有 15 間房間的▲皇宮博物館。續前往另一舊都―維謝格拉德，15 世紀時此

城十分繁華熱鬧，被譽為「地上的樂園」，但十六世紀鄂圖曼土耳其入侵此地，大肆破壞，一直

到 20 世紀前，這城市都被埋在土石裡。抵達後，參觀展示從皇宮遺跡出土文物的▲沙拉蒙古堡、

具文藝復興風格的▲皇宮遺跡、以及一座 13 世紀所建而能俯瞰多瑙河轉角的▲要塞。之後前往

由馬札兒人於九世紀末建立的▲聖安德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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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整個小鎮充滿著特殊的情調。其中主廣場側邊的▲布拉哥維修登卡教堂，

是當地最有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塞爾維亞東正教教堂。傍晚時分返回布達佩斯。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匈牙利烤鴨風味餐             晚餐：匈牙利燉牛肉餐 

住宿：Budapest Intercontinental Hotel 5* 或 Hilton Budapest City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昨日已拜訪匈牙利現在首都―布達佩斯，今日再參訪另外兩個舊匈牙利首都―埃斯

泰戈姆及維謝格拉德，讓您可以深度了解馬札兒族的興衰史。而埃斯泰戈姆圓頂頂

端設有瞭望台（需門票），如體力允許的貴賓可再登頂攬勝（門票贈送），居高臨下

欣賞藍色多瑙河靜靜地流淌，而橙色的屋頂搭配藍天，既耀眼又和諧，美景不可多

得。 

 

第11天 布達佩斯―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行車：250 公里，3.5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奧地利首都、也曾是統治歐洲長達 600 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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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2001】。維也納有「音樂之都」的美譽，是一座擁有 1,800 多年歷史的古老城市，

從古至今孕育出無數知名的音樂家。漫步在優雅而古典的卵石大道上或曲折的巷弄小徑間，巴

洛克式、哥德式及羅馬式的教堂與古老建築處處林立，彷彿走進歷史的洪流中，維也納的美令

人不禁沉醉且讚嘆。午餐後安排自由活動時間，▲聖史蒂芬大教堂所在的人行購物大道上，不

論是精品店、百貨公司、咖啡廳、餐廳、酒館雲集，應有盡有，可說是維也納最熱鬧繁榮的地

區。您也可以放慢腳步，找家露天咖啡館，學學維也納人悠閒地來杯奧地利米朗琪咖啡或薩赫

蛋糕吧！【貼心叮嚀：今日下午為方便逛街購物，晚餐請自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維也納炸豬排餐         晚餐：自由用餐（發餐費 20 歐元） 

住宿：Hotel Bristol Vienna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奧地利美食維也納炸豬排雖然看起來乾乾的，但是吃起來卻非常香非常嫩，維也

納炸肉排英文是「Wiener Schnitzel 」，不只在奧地利的餐廳菜單上可以看到，在

德國的餐廳也常可以看到這樣菜，算是一道在日耳曼民族裏非常普遍的美食。來

到奧地利，絕對不可錯過比臉還大的維也納炸豬排喔！ 

驚喜安排 2：來到了奧匈帝國的首都，當然要感受這具輝煌歷史的奢華。具有百年歷史的 Hotel 

Bristol 為一典雅氣派的豪華五星飯店，而地處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旁及市中心購物

大街上，可說坐擁極佳的地理位置。飯店裡不時可見到名紳雅士川流其間，更顯

這成立於奧匈帝國期間的不凡飯店，有其獨特雍容之處。 

 

第12天 維也納―熊布朗宮 Schloss Schönbrunn―維也納機場香港 

（行車：38 公里，1 小時）；OS-067 1750/1125+1（11:35） 

今早前往奧匈帝國全盛時代所遺留、哈布斯堡家族的夏宮★熊布朗宮【UNESCO，1996】，因此

地的一道美麗泉水而得名亦稱「美泉宮」，優美的宮殿庭園設計極其和諧，足以代表奧地利洛可

可式建築風格；宮內一間間金碧輝煌的廳房，美侖美奐的內部陳設，將華麗的宮廷生活重現世

人眼前，不愧為帝國的首都皇宮。隨後返回維也納市區進行市區觀光：走訪▲環城大道上最氣

派雍容的建築，宛若一條項鍊上鑲嵌的明珠般相互揮映。而帝國時期留下的巴洛克式華麗建築

▲霍夫堡宮、新古典式風格所設計的▲國會大廈，和花飾窗格和精雕細琢陽台的▲新市政廳等

美麗建築亦是我們不會錯過的景點。續參觀由維也納市政府邀請百水先生所設計的▲百水公寓，

則是利用「水、植物、空氣」等重要元素，落實在生活的每個角落，呈現絕對的自然與環保主

義。下午前往機場搭機經香港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華料理                 晚餐：機上用餐 

驚喜安排 1：熊布朗宮又名美泉宮，是羅馬帝國國王馬蒂亞斯於 1612 年發現此地（Schonbrunn

意為美麗的泉水），其後再由奧地利女皇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a）所興

建，後來更以超越法國凡爾賽宮為目標不斷擴建！  

驚喜安排 2：本行程去程搭乘德國航空由香港直飛德國南部的慕尼黑，而回程將改搭奧地利航

空由維也納直飛香港，全程僅四段航段，不走回頭路，保留更多時間來享受當地

的悠閒。 

 

第13天 香港台灣 

BR-868 1340/1525（1:45）―參考航班 

今日從香港搭機返回台灣，班機於傍晚抵達，結束您此次難忘的【音樂飄飄 醉美多瑙 仙境阿

爾卑斯山經典之旅 13 日（德南、奧地利、匈牙利）】，回到溫暖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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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行

車參觀。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以及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基於國際禮儀，

全程司機、導遊、領隊建議小費為每日 10 歐元，13 日共計 130 歐元。 

 本行程適用持〝晴天旅遊折價券〞扣抵團費（每一位貴賓限用 2000 元）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28,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歐洲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歐洲飯店只接受小孩

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

的三人房，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歐洲飯店房間室

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歐式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

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歐洲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在客觀或不可抗力的因素下，若無法提供同星級之飯店，降低一個星級，將予以每人每晚

退費 30 歐元。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①客戶基本資料表②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有六

個月以上之效期，3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③訂金傳真刷卡

確認單④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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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國家如需申請簽證及相關資料，晴天業務專員會另行通知。 

 

 

航  班  參  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台北―香港 TPE/HKG 長榮 BR-857 1810/1955 1:45 

香港―慕尼黑 HKG/MUC  德航 LH-731 2320/0540+1 12:20 

維也納―香港 VIE/HKG 奧地利航空 OS-067 1750/1125+1 11:35 

香港―台北 HKG/TPE 長榮 BR-868 1340/1525 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