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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捷克 

雙首都五星連泊、傳奇白馬酒店、三湖仙境、高鐵超值十二天 

每當春風開始輕輕拂袖，大地暖身，百花欲動，過了一季蕭瑟寒冬，特別令人渴望擁抱大自然，如果您已見慣了如水墨畫的

東方山林風情，不妨趁著遊歐的最佳季節來臨之際，造訪以藝術音樂治國及澄澈的高山湖泊聞名的奧地利、感受捷克波西米亞

的柔情萬種、入住精選極上旅宿，給自己一場別於以往的超值奧捷饗宴吧！ 

 

 

 

 

 

○宿  奧捷雙首都連泊五星, 薩爾茲堡老城五星, 湖區白馬酒店 
七晚五星 布拉格五星三晚+維也納豪華精選五星兩晚(全面確認，除了 9/9)+薩爾茲堡五星飯店(限定 9/2, 9, 

10/14,21出發) +特色聖沃夫岡湖區百年傳奇白馬酒店四星(蜜月首選酒店, 全面確認) 

○食  Gault Millau 高帽子推薦美饌 佐以 奧捷經典饗宴 
GM 高帽子傳奇白馬酒店湖景晚宴, 捷克醬鴨料理, 捷克豬腳料理, 特選法式精緻午宴, 中世紀變裝晚餐 , 

薩爾茲堡景觀晚宴, 維也納超人氣豬肋排料理 

○行  雙點進出 極速高鐵 縮時順暢不趕集 

 搭乘阿聯酋航空〜布拉格進維也納出，搭配一段奧地利高鐵，行程最順暢，拉車時間最短，僅約 13 小時 

○專  專業導覽 深入淺出, 不再走馬看花 

 重點三大古都〜布拉格、薩爾茲堡、維也納，皆聘有當地專業中文導遊 

阿聯酋航空  七晚五星 週三出發 20200902-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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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含門票入內參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文化遺產的城鎮  ▼表示徒步遊覽 

日 次 行 程、餐 食、住 宿   

1 

三 

台北／杜拜／布拉格 

23:35 

08:35 

台北-杜拜      EK367   23:35/04:15+1    阿聯酋航空 

 杜拜-布拉格    EK139   08:35/13:00      阿聯酋航空 

早：×      午：×      晚：機上     宿：機上 

2 

四 

布拉格 → 120Km卡羅維瓦利 Karlovy vary 

13:00 

14:20 

16:00 

16:30 

18:30 

抵達布拉格機場 

前往國王溫泉鄉 卡羅維瓦利 

抵達飯店 Check in  

徒步遊覽▼卡羅維瓦利老城遊覽溫泉迴廊、喝溫泉 

晚餐 

早：機上      午：機上      晚：捷克醬鴨風味料理 

宿：捷克溫泉區 5 ★ Grandhotel Pupp或 5 ★Savoy Westend Hotel同級 

3 
卡羅維瓦利 → 57Km瑪麗安斯基 →171Km布拉格≪世界遺産≫〜萊

特納公園 Letna Park 

http://www.pupp.cz/en/
https://savoywestend.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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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00 

11:00 

12:30 

14:00 

16:30 

17:30 

18:30 

卡羅維瓦利老城區自由活動，恣意漫遊 

出發前往皇后溫泉鄉 瑪麗安斯基 

抵達瑪麗安斯基，徒步遊覽▼瑪麗安斯基老城溫泉迴廊、喝溫泉 

午餐 

搭車前往≪世界遺産≫☆布拉格 

抵達▼萊特納公園、巨型節拍器，俯瞰布拉格市景以及橫跨伏爾塔瓦河多重橋景的經典畫面 

搭車前往酒店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捷克豬腳風味料理      晚：捷克傳統風味料理 

宿：布拉格 5 ★Prague Marriott Hotel或 5 ★Hilton Old Town Prague或 

5 ★Carlo IV Prague或同級 

4 

六 

布拉格〜城堡區、小城區、維巴花園、查理大橋、伏爾塔瓦河遊船、
猶太區 
08:30 

 

12:15 

14:00 

14:30 

16:00 

17:00 

18:30 

 

前往★▼布拉格城堡區導覽總主教宮殿、史瓦森堡宮、★聖維特大教堂、★ 黃金小巷，徒步

沿著山坡而下，遊覽▼小城區風光。 

午餐 

4月-10月夏季限定 -★▼獨家-維巴花園-周杰倫.昆凌唯美婚紗取景地-巴洛克式花園祕境 

徒步遊覽伏爾塔瓦河上古老的 ▼『查理大橋』 

安排搭乘 ★「伏爾塔瓦河遊船」，靜賞捷克母河 伏爾塔瓦河 兩岸風光 

徒步遊覽▼猶太區-舊新猶太教堂、巴黎大街名店區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特選法式精緻午宴        晚：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宿：布拉格 5 ★Prague Marriott Hotel或 5 ★Hilton Old Town Prague或 

5 ★Carlo IV Prague或同級 

門票★布拉格城堡、聖維特大教堂、黃金小巷、伏爾塔瓦河遊船、維巴花園 

(※維巴花園僅 4月-10月開放，如遇天候不佳或其他因素無法入園，以慕夏美術館替代) 

(※如想自費欣賞捷克傳統黑光劇者，請與當團領隊預約) 

5 

日 

布拉格≪世界遺産≫新城區、跳舞的房子、舊城區、悠閒時光  

08:30 

 

12:00 

14:00 

 

遊覽▼新城區瓦茲拉夫廣場、哈維爾傳統市集，並搭★電車前往參觀近代知名建築▼跳舞的房

子，老城區舊城廣場、★天文鐘登頂、火藥塔  

午餐 

午餐後半日自由活動 約 5 hrs 

晚餐自理，延續您的自由活動時間 

※(建議您可前往精品區巴黎大街，感受奢華；亦可在新城區盡情採買歐系品牌 ZARA、H&M、

Bata；或是再訪城堡區小城區、查理大橋靜賞古今風華，領略布拉格迷人魅力) 

早：旅館西式     午：布拉格超人氣新銳義式料理       晚：自理(方便購物)  

宿：布拉格 5 ★Prague Marriott Hotel或 5 ★Hilton Old Town Prague或 

5 ★Carlo IV Prague或同級 

門票★天文鐘塔樓電梯登頂(可提前一天下午登頂，視時間)、電車 

6 布拉格≪世界遺産≫→ 172Km克倫洛夫 Český Krumlov≪世界遺産≫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prgdt-prague-marriott-hotel/?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https://www3.hilton.com/en/hotels/czech-republic/hilton-prague-old-town-PRGOTHI/index.html
https://www3.hilton.com/en/hotels/czech-republic/hilton-prague-old-town-PRGOTHI/index.html
https://www.dahotels.com/carlo-iv-prague/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prgdt-prague-marriott-hotel/?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https://www3.hilton.com/en/hotels/czech-republic/hilton-prague-old-town-PRGOTHI/index.html
https://www3.hilton.com/en/hotels/czech-republic/hilton-prague-old-town-PRGOTHI/index.html
https://www.dahotels.com/carlo-iv-prague/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prgdt-prague-marriott-hotel/?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https://www3.hilton.com/en/hotels/czech-republic/hilton-prague-old-town-PRGOTHI/index.html
https://www3.hilton.com/en/hotels/czech-republic/hilton-prague-old-town-PRGOTHI/index.html
https://www.dahotels.com/carlo-iv-pr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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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8:30 

12:00 

12:30 

14:00 

15:30 

18:30 

出發前往≪世界遺産≫☆克倫洛夫 

抵達克倫洛夫 

午餐  

徒步遊覽▼克倫洛夫城堡區、拉特朗區、舊城廣場、市政廳 

晚餐前自由活動 

★中古世紀變裝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克倫洛夫地方料理        晚：中古世紀變裝晚餐 

宿：4 ★ 太一國際克倫洛夫老城區 秘密特色旅宿 (說明會告知) 

(※因克倫諾夫當地老城區旅館數少且需求量大，如非住宿當地老城區，則以其他地區四星旅

館替代) 

(※克倫洛夫小鎮為世界級文化遺產地區，建築物受限法規保護，老城區飯店為百年建築或非

制式旅館改建，每間房型皆不同，偶爾會遇到大小差異之情況，但安排住在老城更能體會小鎮

風光，增添旅途中不一樣的色彩) 

7 

二  

克倫洛夫 Český Krumlov → 209Km哈修塔特 Hallstatt/天空步道 Sky 

walk≪世界遺産≫→36Km聖沃夫崗 St. Wolfgang 

08:30 

12:00 

14:00 

 

16:30 

17:30 

 

19:30 

出發前往奧地利薩爾茲干瑪特湖區≪世界遺産≫☆哈修塔特 

午餐 

安排★斜坡纜車前往絕佳取景點”天空步道〞眺望哈修塔特湖區 

搭乘★斜坡纜車下山後徒步遊覽▼哈修塔特城鎮，享受湖區享有「人間仙境」之稱的絕美風光 

前往聖沃夫崗湖區 

安排入住後遊覽▼聖沃夫崗城鎮，享受湖區另一享有「天上人間」之稱的幽美風光 

或享受飯店休閒設施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或 搭火車發餐費自理€15/人      

晚：傳奇白馬酒店湖景晚宴 (GM高帽子美食評鑑餐廳) 

宿：聖沃夫崗傳奇白馬酒店 4 ★ Hotel Weisses Rössl am Wolfgangsee ( 

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  (9/2-10/21出發團全面確認) 

【GM高帽子美食評鑑】 

由創辦人 Henry Gault、Christian Millau共同創造的《Gault Millau》美食評鑑簡稱 GM，

與米其林美食指南並駕齊驅，同樣讓饕客奉為圭臬；其評分標準甚至比米其林更為嚴格，重視

餐館的品質、料理的創意，因此被許多老饕級的美食愛好者視為更純粹的美食評鑑。  

門票★斜坡纜車來回 (如無法取得巴士入城證，以火車加渡輪替代)  

(※因應哈修塔特小鎮管制每日巴士入內停車總數，如出發前確認無法取得巴士入城證，太一將

安排搭乘火車加渡輪進入小鎮替代，由於需要搭配火車時間，午餐將改為發餐費 15歐/人自理，

並取消搭纜車來回天空步道行程，以增加哈修塔特小鎮徒步及自由活動時間。特此說明!) 

8 

三  

聖沃夫崗→90Km 國王湖 Kö nigssee→7Km 鹽礦探險之旅→22.5Km 薩

爾茲堡 Salzburg ≪世界遺産≫、高堡纜車 

08:30 

10:45 

12:00 

 

 

搭車出發前往巴伐利亞仙境－國王湖 

搭乘★國王湖遊船，遊覽湖區美景，及著名▼聖巴特羅梅修道院  

午餐發餐費自理 

接續搭船前往又名「上湖」的奧巴湖 Obersee(夏季贈送限定) 

(上湖開放季節為每年四月下旬至十月中旬，不開放期間，只遊玩國王湖部分) 

http://www.weissesroessl.at/en-index.htm


- 5 - 

15:15 

16:00 

17:45 

18:30 

19:00 

20:00 

 

搭車前往鹽礦 

體驗★鹽礦探險之旅 

搭車前往《世界遺産》☆薩爾茲堡 

抵達飯店 Check in 

前往搭乘★斜坡纜車到高堡，欣賞百萬美景 

景觀晚餐 

晚餐後搭乘★斜坡纜車返回老城區感受老城夜景，享受兩人世界 

早：旅館西式        午：發餐費自理€20/人       晚：薩爾茲堡高堡景觀晚宴 

宿：薩爾茲堡 5 ★ Radisson Blu Hotel Altstadt (9/2, 9/9, 10/14,10/21出發團確認) 

門票★鹽礦、國王湖遊船(含上湖-10/7出發團止-夏季限定) 、高堡斜坡纜車來回票 

(※4月下旬至 10月中旬，為上湖開放期間，將視天候狀況及船班狀態，前往上湖秘境) 

(※9/16,9/23,10/7出發團薩爾茲堡以四星飯店替代，每人售價減 1000，敬請知悉) 

9 

四 

薩爾茲堡 Salzburg ≪世界遺産≫老城、自由活動、搭高鐵 2hr22m → 維

也納 Vienna ≪世界遺産≫ 

09:30 

 

11:30 

12:00 

15:10 

16:08 

18:30 

19:00 

 

徒步遊覽▼米拉貝爾花園，薩爾茲堡老城區▼糧食大街(名店街)、▼莫札特出生地、▼薩爾茲

堡大教堂、▼主教廣場 

☆老城區自由活動 約 3.5hrs 

午餐自理 

搭乘公車前往薩爾茲堡火車站 

搭乘奧地利★新高鐵 Railjet頭等艙前往維也納 約 2hr22m 

抵達維也納中央火車站 

晚餐後前往酒店 

早：旅館西式     午：自理(方便購物)       晚：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維也納豪華精選 5 ★Hotel Bristol Vienna (9.10月出發團全面確認，除了 9/9) 

門票★Railjet頭等艙 (薩爾茲堡→維也納) 

10 

五 

維也納≪世界遺産≫熊布朗宮、市區觀光、環城大道、自由活動 

09:00 

 

 

13:00 

14:30 

 

 

 

 

18:30 

出發前往≪世界遺産≫☆★熊布朗宮參觀 

然後搭車沿途導覽環城大道: 國家歌劇院、新市政廳、國會大廈、瑪麗亞特蕾莎廣場，並步行

遊覽▼霍夫堡宮 Hofburg、▼『英雄廣場』、▼『聖史蒂芬大教堂』 

午餐 

返回≪世界遺産≫☆老城區自由活動 約 3.5hrs，輕鬆暢遊維也納 

※(建議您可前往維也納老城精品區，選購歐系精品感受奢華；亦可在卡特納大街盡情採買歐

系品牌 SWAROVSKI、PANDORA、ZARA、H&M；或是安排一場古典音樂會，沉浸藝術之

都音符饗宴，為自己妝點氣質優雅；亦或隨意選間百年咖啡廳，點杯維也納咖啡，靜賞維也納

的古典雅致) 

晚餐自理 

早：旅館西式      午：維也納超人氣豬肋排料理       晚：自理(方便購物) 

宿：宿：維也納豪華精選 5 ★Hotel Bristol Vienna(9.10月出發團全面確認，除了 9/9) 

門票★熊布朗宮 

11 維也納、百水公寓、貝爾維第宮／杜拜／台北 

https://www.radissonblu.com/en/hotel-salzburg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vielc-hotel-bristol-a-luxury-collection-hotel-vienna/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vielc-hotel-bristol-a-luxury-collection-hotel-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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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09:00 

11:30 

15:10 

 

出發前往遊覽▼百水公寓、▼貝爾維第宮 

前往維也納機場，辦理登機及退稅手續 

維也納-杜拜   EK128  15:10/23:40     阿聯酋航空 

早：旅館西式      午：X (搭機前)       晚：機上 

宿：機上 

12 

日 

台北 

03:40 

15:35 

杜拜-台北     EK366  03:40/15:35     阿聯酋航空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太一國際旅行社及當團領隊可視實際情況調整安排）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號 16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http://www.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