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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匈牙利—帝國風華巡禮、阿爾卑斯山仙境 經典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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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湖區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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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兒溫泉遍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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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匈牙利的葡萄美酒與當地傳統料理也為這個國家增光添彩。
【行程特色】


市場唯一維也納雙宮入內導覽：特別安排入內參觀維也納經典雙宮「熊布朗皇宮」及「貝
維帝爾宮」
，並聘請專業中文導覽人員帶您一探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室居所；近距離欣賞分
離派新藝術大師—克林姆的經典畫作「金色之吻 Kiss」。



市場唯一安排達赫斯坦天空步道：晴天獨家規劃帶您體驗名列全世界最令人暈眩 8 大觀
景台之一的達赫斯坦天空步道，搭乘高空纜車來到位於 2,743 公尺高的觀景平台，您將
用透過各種刺激的獨特設施，感受阿爾卑斯山的迷人魅力！



市場唯一入住秘境五星城堡飯店：晴天獨家安排入住由真實古堡改建的秘境五星城堡飯
店，山林環繞的自然氛圍，搭配高貴典雅的內部裝潢，及嚴選獨特的古董擺飾，處處可
看出其對於細節的講究，賓至如歸的細膩服務，讓您感受如貴族般的尊榮體驗。



匈牙利新舊三首都全覽：一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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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您深度了解馬札兒族的興衰過往。



深度遊覽匈牙利兩大名城：特別規劃深入造訪匈牙利南部的世界遺產城市–佩奇，以及
東部酒鄉古鎮–艾格爾，感受獨特的匈式人文情懷！



完整走訪奧匈帝國四大名城：音樂之城―薩爾茲堡、神聖羅馬帝國皇都―格拉茲、匈牙
利王國首都―布達佩斯、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維也納。



精選航班雙點進出，早抵晚回：運用歐籍航空的航班，由慕尼黑進、維也納出，不同坊
間單點進出繞圈式的行程走法，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拉車時間；另外早抵晚回的優勢，當
地停留時間最大化，讓您 13 天行程擁有幾乎近 11 天的時間可輕鬆又深度遊覽各景區。



多樣化門票安排，豐富您的視野：薩爾茲堡高堡纜車、鹽礦探險之旅、海布倫宮、達赫
斯坦天空步道、巴拉頓湖渡輪、佩奇早期基督教墓園及禮拜堂、馬術村套票、漁人碉堡、
貝維帝爾宮、熊布朗皇宮。



經典傳統美饌 佐以 米其林饗宴：用心嚴選在地經典美食，搭配布達佩斯四季飯店午宴
及米其林一星精緻料理，擺脫一般傳統旅行團對於中歐餐食的刻板安排，為的就是豐富
您的舌尖味蕾，不僅吃進道地，更要吃進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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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導覽耳機，讓您能兼顧聆聽領隊及導遊的說明事項與盡情地拍照，充份
了解各景點的特色及概況。



每日提供每人一瓶礦泉水；每日午、晚餐西式料理各贈送一杯佐餐飲料。



全程使用五年內歐規大型遊覽巴士，豪華座椅，寬敞舒適。



專業肯定且深受好評的在地司機服務。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旅館的行李運送費。



每間房贈送一台無線網路分享器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您隨時與好友on line。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8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

奧地利─薩爾茲堡歷史中心（1996）、熊布朗皇宮

（1996）
、哈斯塔特及達赫斯坦（1997）
、格拉茲城歷史中心（1999）
、新錫德爾湖（2001）、
維也納歷史中心（2001）；匈牙利─布達佩斯古城區（1987）、佩奇早期基督教陵墓
（2000）。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2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維也納博物館區（338）；
薩爾茲堡鹽礦區（412）。
第01天 台灣香港 Hong Kong
CX-451 1930/2125【飛行時間 1 小時 55 分】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前往香港，再轉機至德國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班機
於隔日上午抵達。
第02天 香港慕尼黑 Munich—薩爾茲堡 Salzburg
LH-731 2330/0525+1【飛行時間 12 小時 10 分】；（行車：178 公里，2.5 小時）
上午抵達慕尼黑機場後，隨即搭乘專屬遊覽車展開精彩的奧匈旅程，第一站前往音樂神童莫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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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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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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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聳立於城鎮市中心，儼然成為薩爾茲堡的重要地標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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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享用午餐。午餐過後將保留彈性的
自由活動時間給您，可恣意漫步典雅老城或購買伴手禮，今晚在飯店內享用晚餐並夜宿於此。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薩爾茲堡景觀餐廳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Sheraton Hotel Salzburg 5 * 或 Hotel Bristol Salz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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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普家族的動人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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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更特別搭乘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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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主宰薩爾茲堡天際線的古城堡，在這裡有俯瞰薩爾茲堡古城的最佳視野，能將
薩爾茲堡舊城區以及薩爾茲河美景盡收眼底。

第03天 薩爾茲堡—海布倫宮 Hellbrunn Palace—鹽礦探險之旅—聖沃夫崗湖 St. Wolfgangsee
（行車：96 公里，1.5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薩爾茲堡近郊參觀以噴泉和水戲而聞名的★海布倫宮，德語是「清澈的泉水」
的意思，這座原為馬庫斯西提庫斯主教的私人狩獵官邸花園，處處有巧妙設計的機關，又稱「水
泉宮」
。午餐後前往山間進行★鹽礦探險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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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專車續往奧地利聞名的▲薩爾茲卡瑪古特高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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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熱愛的渡假勝地。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啤酒廠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Romantik Hotel Im Weissen Rö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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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入內參觀童心未泯的惡作劇花園：海布倫宮，又名水泉宮。為馬爾庫斯‧
西提庫斯大主教下令於 1613 年建造並於 1619 年完成，是一座以「水」為主題的
巴洛克式花園的夏宮，花園內部牆角、路邊、花叢、樹下各處暗設噴水機關，主
教大人則樂於看到賓客們的驚聲尖叫，巧奪天工的戲水機關，時至今日都無出其
右，台灣知名藝人團體「浩角翔起」也跟著節目食尚玩家一同造訪過此景點喔!
驚喜安排 3：阿爾卑斯山從法國南部向東綿延 1,200 公里，其中公認最美之地就在瑞士及奧地
利境內，因受歐美人士喜愛，消費也相對較高，台灣旅遊團為省一點團費或時間
不夠，皆匆匆帶過，只讓您留下一點短暫的美麗印象，而晴天旅遊堅持讓您多停
留於此，更特別規劃住宿於聖沃夫崗湖畔的白馬酒店，這家具有百年歷史的知名
飯店，尤其那俊俏的白馬儼然成為聖沃夫崗湖區最具代表的象徵。
第04天 聖沃夫崗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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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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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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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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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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洞終年溫度約維持在 0-5 度。】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湖區鱒魚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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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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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建議您前往體驗
舒適的休閒設施，在綠意盎然的自然中放鬆身心，獨享奧地利靜謐的夜空。

第05天 艾根恩斯道爾—格拉茲 Graz—黑維茲 Hevis【匈牙利】
（行車：299 公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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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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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自助式晚餐

住宿：Lotus Therme Hotel & Spa Heviz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今晚特選入住黑維茲湖旁的五星溫泉度假飯店 Lotus Therme Hotel & Spa Heviz，飯
店提供多種付費的芳療選擇與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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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放鬆身心靈。
第06天 黑維茲―蒂豪尼 Tihany―巴拉頓湖 Lake Balaton―佩奇 Pecs
（行車：192 公里，3 小時）
上午前往中歐最大的內陸湖泊▲巴拉頓湖，此地有潮汐亦會起浪，似湖似海，故常被戲稱為「匈
牙利的大海」
。今日特別安排前往▲蒂豪尼這座古樸的湖畔小鎮，居高臨下觀賞巴拉頓湖的優美
風光。山頂上擁有一間紅屋頂及黑色洋蔥狀鐘樓的▲蒂豪尼修道院，它現在不僅是半島的象徵、
更成了整個巴拉頓湖區的象徵，今日所看到的修道院始建於 1055 年，已是蒂豪尼小鎮的地標建
築，在此可以感受巴拉頓湖的無邊壯麗之美，亦為絕佳的拍照點。隨後驅車前往搭乘★渡輪，
穿越巴拉頓湖至對岸的桑托德，您可於船上欣賞秀麗的湖水景緻。下船後，續車行前往匈牙利
南部知名的古城，同時也是匈牙利的第四大城▲佩奇。此地為匈牙利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佩奇以音樂、歌劇和芭蕾而聞名，擁有兩千多年的輝煌歷史，匈牙利第一所大學就是在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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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座城市優雅的建築裡，歷史城區完整地保存下來，位於舊城中心的▲塞切尼廣場有座著名
的▲公牛頭噴泉，歷經百年依舊未乾涸，水池後方是香艷的土耳其浴室遺址。沿著廣場方向散
步前行，可抵達於 1543 年建造的▲卡西姆帕夏清真寺，它幾乎保留了土耳其占領後又撤退的年
代裡，原址的容貌，是匈牙利現存最大的奧圖曼建築之一；續前往位於▲聖伊斯特萬廣場上，
建於 1891 年的▲聖彼得大教堂，此教堂是佩奇的最主要地標，四個方柱型的塔樓讓它看起來非
常與眾不同，至今依舊保留著中世紀時的輪廓。隨後前往參觀教堂旁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
早期基督教墓園及禮拜堂，它的歷史可以追溯至約公元四世紀，羅馬帝國在此墓園裡建造大量
附有裝飾的墓地，因為作為地下墓室並帶有地上的紀念性小教堂，它們具有結構和建築學上的
重要意義；其中裝飾華麗、描繪著基督教教義的傑出壁畫，也具有藝術方面的價值，故於 2000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當中。。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匈牙利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Corso Hotel Pécs 4*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今日特別安排搭乘巴拉頓湖渡輪，遊覽巴士將直接開至船上，感受獨特的人車共
船體驗，您可靜靜地在座位上欣賞美景，抑或走至渡輪甲板，眺望這片如似大海
般的壯闊湖景。
驚喜安排 2：安排入內參觀佩奇世界文化遺產：早期基督教墓園及禮拜堂，其為帶有彩色壁畫
的墓室，其中一幅描繪了愛娃與亞當的偷吃禁果；另外一幅畫則是描繪坐在獅子
中間的正直法官丹尼爾肖像，雖歷經千年，色彩卻還十分艷麗，經考古確認墓地
為建築在地面上之雙層建築物，兼具有墓穴與禮拜堂的雙重功能，十分特別。
第07天 佩奇—馬術村表演—艾格爾 Eger
（行車：350 公里，4.5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欣匈牙利著名的★馬術村，欣賞騎術精湛的馬札兒族傳統馬術表演，並安排
乘坐★馬車馳騁於莊園，體驗草原民族的生活，隨後品嘗豪邁的馬術村豐盛午宴，感受馬札兒
族豪邁熱情的待客之道。午餐後前往匈牙利東北部古城▲艾格爾，此地素有「匈牙利藝術珍寶」
及「匈牙利雅典」之美稱。抵達後先入內參觀★艾格爾城堡，此堡建於 13 世紀蒙古人入侵匈牙
利之後，以艾格爾圍城戰而聞名。進入城堡後可見仿古砲台與各式建築遺跡，由高處俯瞰整個
舊城區，是絕佳的拍照角度，一覽舊城區風景。而後回到舊城區，城市的每個角落共有 175 座
保護建築及遺跡，徒步參觀▲總主教座堂，擁有象牙黃的外觀，搭配幾根巨型石柱立於教堂前，
頗有萬神殿的韻味，而內部則可見具有特色的半圓形穹頂、顏色飽和的油畫作品、華麗又不失
古典的裝飾。艾格爾亦為匈牙利享譽國際的葡萄酒區，特別是此地的紅葡萄酒，更享有「公牛
血」的獨特別稱，今晚精心安排於當地知名酒區「美人谷」享用晚餐，感受匈牙利酒鄉魅力！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匈牙利馬術村豐盛午宴

晚餐：美人谷酒鄉風味料理

住宿：Imola Hotel Platá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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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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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安排 2：今晚安排於艾格爾最知名的釀酒區「美人谷」享用晚餐，席間您除了可以品嘗道
地的匈牙利風味料理外，當地特有極品，有著深紅寶石般色澤的「公牛血」紅葡
萄酒，亦是不容錯過的經典代表之作。

第08天 艾格爾—聖安德烈 Szntendre—維謝格拉德 Visegrad—埃斯泰戈姆 Esztergom—布達佩斯
Budapest
（行車：240 公里，4 小時）
今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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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也因台灣知名女歌手
蔡依林在此拍攝暢銷金曲「馬德里不思議」的音樂錄影帶而聲名大噪。之後驅車前往匈牙利古
老的舊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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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曼土耳其帝國入侵此地，大肆破壞，一直到 20 世紀前，這城市都被埋在土石裡。半山腰的城
堡古蹟建築，因地理環境獨特，時常雲霧繚繞忽隱忽現，恍若漂浮在雲端的城堡，故又被稱之
為「雲堡」
。接著前往另一舊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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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傍晚時分返回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匈牙利烤鴨風味餐

晚餐：烤雞風味餐+民俗表演

住宿：InterContinental Budapest Hotel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今日參訪兩個舊匈牙利首都―維謝格拉德及埃斯泰戈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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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體力允許的貴賓可登頂攬
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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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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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特別安排連泊兩晚市區五星飯店，讓您就近感受布達佩斯絢爛而安靜的夜晚。
第09天 布達佩斯
(全日市區觀光)
素有「多瑙河珍珠」美譽的首都布達佩斯【UNESCO，1987】
，這是一座著名的兩子城，由布達
區與佩斯區所組成。首先走訪位於▲布達區的城堡皇宮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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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前往▲佩斯區，走訪紀念匈牙利建國千年的▲英雄廣場，各式的雕刻訴說著先祖的英雄事
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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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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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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四季飯店精緻午宴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InterContinental Budapest Hotel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被評選為 2017 年歐洲最佳旅遊城市飯店及世界百大飯店的布達佩斯四季飯店，以
難以量化的極致服務寵愛貴賓，食宿皆是時尚品味的先鋒，一流的品質亦獲評為世
界最佳酒店集團和 AAA 5 鑽級的高度肯定。今日我們特別安排您品嚐四季飯店的
精緻美饌，體驗別於以往的尊榮感受。
驚喜安排 2：今日午後安排搭乘多瑙河遊船，透過水平面的角度欣賞多瑙河流經布達佩斯的壯
闊河岸美景；著名的國會大廈與布達城堡區等經典畫面將再次呈現在您的眼前，
喜愛攝影的您，這絕對是不容錯過的最佳拍攝點。
第10天 布達佩斯—魯斯特 Rust【奧地利】—艾森斯塔特 Eisenstadt—維也納 Vienna
（行車：295 公里，3.5 小時）
今日上午將驅車前往位於諾伊吉特拉湖畔的浪漫小城▲魯斯特，此地以其夏季的溼地鳥類生態
以及到此度夏的鸛鳥（送子鳥）與其位在房舍煙囪上的鳥巢而聞名。▲市政廳廣場林立著 16 至
18 世紀粉彩色的古老房舍，周圍散布著餐廳、酒館、釀酒場，若靜靜地坐在廣場中央的長椅觀
察煙囪上鸛鳥的姿態，時而張望，時而嘎嘎叫響十分俏皮有趣。而步行至當地地標，同時也是
最古老的建築▲漁夫教堂，在此您可享受慢步調的奧地利小鎮情調。午後專車前往▲艾森斯塔
特，此地是奧地利布爾根蘭州的首府，同時亦為著名作曲家海頓服務過的艾斯臺爾哈奇家族之
根據地。城市的建築和人口主要集中在▲舊城徒步區內，步行區兩旁依次排列著古老風格的樓
房，其門樓裝飾得非常漂亮講究。散步來到▲艾森斯塔特大教堂，這是一座羅馬天主教堂，因
其教會音樂為知名，吸引許多遊客前來留影。接著續徒步往▲愛斯特哈澤宮，建造於 13 世紀並
於 1622 年歸愛斯特哈澤宮家族所擁有，是這座城市最漂亮、也最上鏡頭的建築物，宮殿後面有
個美麗的宮殿花園，您可徜徉在綠意盎然的景致中，湖面波光粼粼，學著昔日貴族們的姿態，
幽雅的在宮殿花園內散步。傍晚時分驅車前往奧地利首都、也曾是統治歐洲長達 600 多年的哈
。維也納有「音樂之都」的美譽，是一座擁有 1,800
布斯堡王朝首都―▲維也納【UNESCO，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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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奧地利小鎮風味料理

晚餐：維也納炭烤豬肋排

住宿：Hotel Bristol Vienna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知名「交響樂之父–海頓」於 18 世紀時，在艾森斯塔特為領主愛斯特哈澤侯爵家
族工作了約 31 年之久，他在此地所創作出來的音樂、所經歷的生活點滴，都在在
保留於這個小城之中。時至今日，每年的 9 月也都會固定舉辦海頓音樂節吸引世
界各地的愛樂者前來共襄盛舉，使得這裡享有「海頓之城」的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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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奢華。具有百年歷史的
Hotel Bristol Vienna 為一典雅氣派的豪華五星飯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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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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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天 維也納—百水公寓—貝維帝爾宮(金色之吻畫作)—維也納
（全日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安排維也納市區觀光：首先拜訪由知名藝術家百水先生所設計的▲百水公寓，其運用
「水、植物、空氣」等元素，落實在建築的每個角落，讓建築呈現出絕對的自然與環保主義。
隨後前往參觀維也納著名的★貝維帝爾宮，這座十八世紀落成的巴洛克式皇宮，以法國凡爾賽
宮為藍圖打造，獻給當時立下護國大功的歐根親王。上宮映入眼簾的典雅建築外觀，中庭華麗
的法式花園，襯著樸質下宮後方的壯麗市容，另有「美景宮」的美稱。現今上宮規劃為近代美
術館，收藏多幅 19 世紀後期的經典畫作，其中以奧地利分離派新藝術大師—克林姆的大作「金
色之吻 KISS」最廣為人知，可謂鎮館之寶。接著行車參觀◎環城大道上氣派雍容的建築群，下
車緩步而行參觀包括奧地利兼任匈牙利、波西米亞女王▲瑪麗亞•特蕾莎像、1891 年同時開幕
且如鏡影相映的孿生建築▲自然史博物館與▲藝術史博物館，兩座博物館的主體建築為裝飾華
麗的宮殿文藝復興式，而後續往奧匈帝國時期留下的巴洛克式華麗建築▲霍夫堡宮、歌頌戰功
彪炳之士的▲英雄廣場、曾為士兵聚集點的羅馬古廢墟▲米歇爾廣場，以及 1679 年維也納為紀
念逃過鼠疫肆虐的▲黑死病紀念柱，亦是我們不會錯過的景點；午餐後安排自由活動時間，位
於維也納舊城區的心臟地區，1447 年建造的▲聖史蒂芬大教堂所在的人行徒步購物▲格拉本大
街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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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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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一星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Hotel Bristol Vienna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入內參觀貝維帝爾宮上宮美術館，欣賞分離派新藝術大師—克林姆的知名畫作「金
色之吻 KISS」。克林姆此畫運用大量金色元素，透過剛柔的線條，巧妙地將男女擁
吻前的那一刻柔美呈現出，栩栩如生的畫面，令人不禁與畫中之女同感羞澀，但卻
又甜蜜。
驚喜安排 2：源自法國的米其林美食評鑑指南，現已成為美食家、旅客挑選優質餐館的重要指
標之一。晴天旅遊嚴選維也納知名米其林一星餐廳，精心搭配別緻珍饈，顛覆您
對中歐飲食的刻板印象，滿足您舌尖味蕾的慾望！

第12天 維也納—熊布朗皇宮 Schloss Schönbrunn—維也納機場 Vienna Airport香港 Hong Kong
（行車：39 公里，45 分鐘）；OS-067 1745/1110+1【飛行時間 11 小時 25 分】
今早前往奧匈帝國全盛時代所遺留、哈布斯堡家族的夏宮★熊布朗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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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搭機經香港轉機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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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後來更以超越法國凡爾賽宮為目標不斷擴建！
驚喜安排 2：我們選擇搭乘奧地利航空的晚班機返台，讓今日仍有半天時間安排觀光活動，使您
13 天的旅程擁有近 11 天的實際停留時間。因此，在大多數遊歐旅客已紛紛搭機返
家的路途中，您仍可悠閒漫步於維也納。
第13天 香港台灣
CX-564 1310/1455【飛行時間 1 小時 45 分】
班機於今日傍晚抵達，結束此趟幸福滿載的【奧匈經典之旅 13 日】甜蜜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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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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