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地利、捷克 13天
長榮航空、晚班機回多玩一天、高CP值，絕美三湖、維也納熊布朗&貝爾維帝宮、二星米其
林饗宴、八晚五星飯店

台
北 (02)2506-5626

高
雄 (07)269-3558

台
中 (04)2254-9566



航班時間

起點 迄點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北 維也納 長榮 BR065 22:30 08:25+1

維也納 台北 長榮 BR062 18:25 16:35+1

航班地圖

奧地利、捷克 13天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1
台北／維也納 早餐：無

午餐：無
晚餐：無
夜宿機上

準備啟程
期待許久的旅行準備開始，由機
上美味餐飲與貼心服務揭開序幕
，跟隨領隊的腳步前往夢想國度
。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2
維也納→特爾奇→布拉格 維也納-150KM-特爾奇-158KM-布拉格

早餐：機上
午餐：波西米亞料理
晚餐：米其林推薦料歡樂分享餐
Hilton ★★★★★
或 InterContinental ★★★★★
或 Marriott ★★★★★
或 Bohemia ★★★★★
或 Kings Court ★★★★★
或同等級

特爾奇
特爾奇小鎮由文藝復興式城堡建
築及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房屋
建築構成，猶如安徒生童話故事
搬出來的場景，浪漫的莊園宮殿
，在清澈水池的倒影下，堪稱歐
洲最美麗的廣場之一。

天文鐘
著名的中世紀天文鐘，座落於老城廣場的市政廳的南面牆上
，天文鐘包括三個主要部分：天文鐘面－代表太陽和月亮在
天空中的方位，顯示各種天文資料；行走的使徒－每小時顯
示使徒和其他移動雕塑；下方的日曆盤代表月份。

旅遊時間預計表
11:00 - 13:30 遊覽特爾奇及享用午餐
15:30 - 18:30 遊覽天文鐘及享用晚餐

含入門票
天文鐘

世界文化遺產
特爾奇、布拉格

備註：如遇天文鐘整修將改查理四世鐘樓參觀，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3
布拉格 市區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小城區精緻美食料理
晚餐：義大利料理
Hilton ★★★★★
或 InterContinental ★★★★★
或 Marriott ★★★★★
或同等級

布拉格市區觀光
緩緩進入立足於九世紀的城堡區
，認識波希米亞王室歷史。進入
小城區，走上查理大橋，悠閒漫
步石板路，經過橋上小販那一幅
幅美麗的畫作，不知不覺就來到
了猶太區。在樸實的猶太區傳來
鐘聲，在舊城區人潮絡繹不絕的
廣場上，見到了那鬼斧神工的百
年天文鐘。

布拉格
捷克共和國的首都，同時也是歐洲歷史名城。羅馬式、哥德
式教堂建築、繁複華麗的巴洛克式，文藝復興的人文精萃、
百來座紅色尖塔的教堂與古堡高低排列、季節的光紋在塔尖
上翩翩舞動著，因而造就了「千塔之國」的美稱。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 - 18:00 全日遊覽布拉格，市區
觀光

含入門票
布拉格城堡、黃
金小巷

世界文化遺產
布拉格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4
布拉格 市區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自由活動，餐食自理
晚餐：亞洲美食料理
Hilton ★★★★★
或 InterContinental ★★★★★
或 Marriott ★★★★★
或同等級

布拉格自由活動
漫步在舊城區的石板路上，欣賞
街頭藝人不定時的演出，感受布
拉格城市的氣息，空氣中偶爾飄
來的香味，是街邊小販的傳統美
食。建議您也可以自行前往瓦茲
拉夫廣場上新式的現代商店，巴
黎大道精品購物區，或是傳統紀
念品林立的哈維爾傳統市集逛逛
。

伏爾塔瓦河遊船
作家卡夫卡說過：「我最愛划船，沿伏爾塔瓦河逆流而上，
在仰臥船中順流而下，一路欣賞座座造型各異的橋。」跟隨
領隊的腳步，搭船欣賞千塔之國美城布拉格，當船隻緩緩穿
越查理大橋，開啟伏爾塔瓦河的哥德式樂章。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 - 11:00 伏爾塔瓦河遊船，欣賞
兩岸風光
11:00 - 19:00 自由活動，享受悠閒下
午時光

含入門票
伏爾塔瓦河遊船

世界文化遺產
布拉格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5
布拉格→卡羅維瓦利 布拉格-127KM-卡羅維瓦利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捷克豬腳風味料理
晚餐：黃金烤鴨料理
Grandhotel Pupp ★★★★★
或 Savoy Westend ★★★★★
或 Esplanade ★★★★★
或同等級

卡羅維瓦利
卡羅維瓦利是一座依山傍谷的溫
泉渡假小鎮，優雅環境中散發各
時期的建築風華，許多國際名人
特地來此進行溫泉治療，著名的
卡羅維瓦利國際電影節和莫瑟玻
璃製造商都在此，是不可錯過的
旅遊景點。

歐洲最漂亮的療養勝地
卡羅維瓦利擁有13個主要溫泉，處處噴湧的溫泉，據說含有
40種以上的礦物質，能夠治病痛。這裡是捷克規模最大的溫
泉療養地，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與美景令人流連忘返。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 - 18:00 遊覽卡羅維瓦利老城、溫泉迴廊及自由活動

備註：如遇卡羅維瓦利城市舉辦活動時，將改宿馬麗安斯凱蘭澤溫泉鎮，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6
卡羅維瓦利→皮爾森→赫魯波卡 卡羅維瓦利-80KM-皮爾森-128KM-赫魯波

卡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啤酒廠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Wellness Hotel Diamant ★★★★★
或 Hotel Ruze ★★★★★
或同等級

皮爾森啤酒廠
於1295年開廠的皮爾森啤酒廠，
至今已有700多年歷史，也是捷
克第一品牌啤酒廠。皮爾森啤酒
金黃色的標誌，讓皮爾森啤酒和
皮爾森釀造法在整個中歐普及化
。特別安排於啤酒廠內享用風味
餐，品嚐皮爾森啤酒好滋味。

赫魯波卡古堡
13世紀時波西米亞國王選定在此建造城堡，位於小山丘上眺
望伏爾塔瓦河畔。歷經幾世紀後，城堡外觀逐漸演變為依照
英國溫莎堡的形式打造成的新歌德式建築，又被稱為捷克最
夢幻的城堡。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 - 13:30 遊覽皮爾森啤酒廠及享用午餐
15:30 - 16:00 赫魯波卡古堡遊覽拍照

含入門票
皮爾森啤酒廠

備註：如遇赫魯波卡五星飯店客滿，將改宿克倫諾夫五星飯店，如五星飯店全滿，則改安排至四星飯店入住
，並退回每人差價新台幣500元。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7
赫魯波卡→庫倫諾夫→聖沃夫岡湖 赫魯波卡-33KM-庫倫諾夫-206KM-聖沃夫

岡湖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波西米亞燒烤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Weissen Rössl ★★★★
或 Heritage Hotel ★★★★
或 Sheraton ★★★★
或同等級

庫倫諾夫
有人稱庫倫諾夫是波西米亞上的
珍珠，踏出的每一個步伐，就像
是在溝通著現在與數百年來的歷
史與回憶。庫倫諾夫所擁有的不
僅僅只是巨石上宏偉的城堡與寧
靜的古代街道與建築，經過開發
後，更是一個充滿觀光潛力的小
鎮。

市區觀光
輕鬆悠閒細細品味當地的風俗民情，穿梭在小巷弄中，數不
清的各式各樣的商店、琳琅滿目的木製玩具、晶瑩剔透的水
晶飾品，都是選購特色紀念品的好地方。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 - 15:00 遊覽庫倫諾夫城堡區、舊城廣場、市政廳等及享用午餐

備註：如遇聖沃夫岡湖白馬飯店客滿，將改宿世界文化遺產哈斯塔特湖，如遇兩間飯店皆客滿，將改安排至
山林秘境四星飯店入住，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8
聖沃夫岡湖→哈斯塔特湖→特選飯店 聖沃夫岡湖-37KM-哈斯塔特湖-134KM-特

選飯店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湖區料理
晚餐：二星米其林料理
誠翔特選五星渡假飯店 ★★★★★

薩爾茲卡瑪古湖區
阿爾卑斯山冰河地形造就的綺麗
風光及宜人氣候，成為奧匈帝國
皇室貴族及藝術家們嚮往之地，
加上7000年悠久的歷史文化，19
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聖沃
夫岡湖和秀麗的哈斯塔特湖，都
是奧地利湖區最美的景緻。

哈斯塔特天空步道
傳統民宅沿著湖岸山壁而建，寧靜幽美，觸目所及盡是如詩
如畫。搭乘纜車登上海拔835公尺高度的車站，散步前往天
空步道，由高處鳥瞰哈斯塔特欣賞一覽無遺的湖區美景。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 - 11:00 聖沃夫岡湖享受悠閒
12:00 - 16:00 享用午餐及遊覽哈斯塔
特湖，搭乘斜坡纜車前往哈斯塔特天
空步道眺望湖區
19:00 - 21:00 二星米其林饗宴

含入門票
哈斯塔特天空步
道

世界文化遺產
薩爾茲卡瑪古湖
區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9
特選飯店→國王湖→鹽礦→薩爾茲堡 特選飯店-80KM-國王湖-7KM-鹽礦-24KM-

薩爾茲堡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湖區料理
晚餐：莫札特咖啡館料理
Wyndham Grand ★★★★
或 Mercure ★★★★
或 Austria ★★★★
或 H+ Salzburg ★★★★
或同等級

國王湖
國王湖被四周嚴峰峭壁和蒼翠樹
木環抱，以其清澈的湖水聞名，
被譽為德國最乾淨美麗的湖。只
有電動船、手划船和腳踏船被允
許在湖中航行，搭乘電動船深入
湖區，欣賞湖中紅寶石聖巴塔羅
美教堂，湖光山色如夢影般痴醉
。

鹽礦
千萬年前海洋地形形成的鹽水湖，在地殼變動及地質變化後
，形成廣大的鹽礦，中世紀期間，鹽礦因為能保存食物以及
增加食物的美味，成為跟黃金一樣珍貴的礦產，進入古老鹽
礦，遊覽地層底下的鹽礦脈，新奇有趣回味無窮。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30 - 13:30 搭乘國王湖遊船，遊覽國王湖區及聖巴
特羅梅修道院及享用午餐
14:30 - 16:30 體驗鹽礦探險之旅

含入門票
國王湖遊船、鹽礦

備註：如遇薩爾茲堡飯店客滿，將安排至山林秘境四星飯店入住，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10
薩爾茲堡＋＋維也納 薩爾茲堡-294KM-維也納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搭配車班，餐食自理
晚餐：家鄉味澎派火鍋料理
InterContinental ★★★★★
或 Marriott ★★★★★
或 Bristol ★★★★★
或 Hilton ★★★★★
或同等級

薩爾茲堡市區觀光
由『真善美』電影拍攝背景米拉
貝爾花園，散步進入老城區來到
了主廣場，薩爾茲堡大教堂前的
四位聖人靜靜佇立。從街角轉出
，奶油黃的醒目建築讓人駐足昂
首觀望，原來是莫札特的出生地
。順著路走向名店街，人潮絡繹
不絕，一起跟上大家的腳步來逛
一逛吧！

維也納快捷火車
維也納的快捷火車，最快時速可到230公里，主要連結維也
納國內大城與鄰近國家大城，如布拉格、慕尼黑、布達佩斯
..等。搭乘快捷火車，讓您體驗不同旅遊樂趣，還能節省搭
車時間與避免塞車問題。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30 - 11:30 薩爾茲堡市區觀光
12:12 - 15:05 搭乘國鐵前往維也納
15:30 - 18:00 自由活動

含入門票
薩爾茲堡纜車、
火車票

世界文化遺產
薩爾茲堡

備註：火車正確車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11
維也納 市區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晚餐：自由活動，餐食自理
InterContinental ★★★★★
或 Marriott ★★★★★
或 Bristol ★★★★★
或 Hilton ★★★★★
或同等級

貝爾維帝宮
貝爾維帝宮是維也納著名的巴洛克宮殿之一，依地勢高低分
成上下兩棟，上貝維德雷宮收藏著克林姆最有名的「吻」，
可謂是奧地利鎮國之寶。下貝維德雷宮則是收藏中世紀及巴
洛克時期作品的博物館。

熊布朗宮
座落在維也納西南部，巴洛克藝術建築，廣大的面積僅次於
凡爾賽宮。傳說1612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狩獵至此，飲用
此處泉水，清爽甘冽，命名為美泉，1743年，奧地利女皇
下令營建氣勢磅礴的美泉宮和巴洛克式花園。

維也納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時間推薦您可以逛逛老城內的精品區，或者，卡特
納大街上應有盡有的各式商店，紀念品，百貨公司幾乎一應
俱全。逛累了，坐下來享受一杯維也納咖啡，享受自由時光
！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 - 15:00 遊覽維也納
16:00 - 19:00 自由活動

含入門票
貝爾維帝宮、熊
布朗宮

世界文化遺產
熊布朗宮、維也
納歷史城區

備註：遇米其林推薦餐廳公休日，將改西式料理，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12
維也納／台北 維也納-20KM-機場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維也納超人氣豬肋排料理
晚餐：機上
夜宿機上

維也納市區觀光
歷時800多年的哥德式聖史蒂芬
大教堂，在維也納的市中心，是
維也納的心臟地帶。穿越哈布斯
堡家族的霍夫堡宮，感受其當時
的興盛。接著，來到了氣派的英
雄廣場，歐根親王的銅像在此見
證奧匈帝國的興衰。

笑著道別‧很快再見！
開心的時光總是過得快，旅行終究來到最後一刻，準備好行
囊，帶著美好旅遊回憶，踏上回家的路。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 - 14:00 市區觀光及享用午餐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13
台北

記錄旅遊‧分享感動
帶著美麗難忘的回憶，回到舒適
的家。期待您休息片刻，繼續與
我們分享旅行回憶，「旅行回憶
換禮券」，等您回來！

奧地利、捷克 13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出團注意事項
團費與訂金說明
1. 團費費用包含：全程經濟艙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餐食除外)、行程中安排入內參觀之景點門票、行李搬運費、燃油

費、機場稅、團體行程天數中500萬旅遊契約責任險、20萬意外傷害醫療險(其中意外身故保險500萬 ，法規要求投保
200萬元，誠翔旅行社貼心提高保額為500萬元)。

2. 費用不包括：機場來回接送、護照工本費、床頭小費等禮貌性質費用、私人花費等。
3. 確認報名需於三日內繳付訂金，阿聯酋航空行程每人40,000 元，其餘航空公司訂金每人20,000 元，若遇寒暑假或春

節期間出發，團體訂金將提高。如遇團體額滿或機位限期開票，請於報名隔日繳付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4. 出發日期不同團費略有差異，請與您的旅遊服務專員聯繫確認。

團體住房權益及安排注意事項
1. 團費報價以兩人一室雙人房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數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價。我們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

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2. 單人房意指一人房(Single for Single use)，非雙人房供一人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單人房較雙人房小且通常

不與雙人房同樓層。 
3. ３人房通常為雙人房1大床加１小床，一般旅館只接受12歲以下加床，1大2小或2大1小合住，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

發床或行軍床，空間有限加上３人份的行李，勢必會影響住宿品質，建議避免住宿３人房。 
4. 為遵守消防法規，年滿12歲者，不可加床。2～12歲小孩皆需佔床，2歲以下嬰兒可不佔床。
5.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相鄰連通房，同行親友如需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必須選擇同樣房型(EX.都是兩小床或一

大床房型)，我們將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6. 飯店房間多數大小不一，如果獲善意升等標準房以上房型，將由飯店隨機安排給團員，非本公司差別待遇，敬請旅客

見諒。

簽證
1. 自2011年1月11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需有身分證字號之護照，無身分證字號如僑民，則不適用）以觀光名義入

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可適用六個月內停留90天免簽證優惠。 摩洛哥、俄羅斯、土耳其、美洲線..等，需額外辦理
簽證部分，詳情請洽業務)

2. 旅客若為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並「非」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旅客請於報名參團前告知您的服務人
員，並應自行查明所持護照所屬國家入境歐洲之相關簽證規定。

3. 依法律規定，旅客辦理入出境中華民國手續，均應持相同國籍之合法有效護照。
4. 為避免旅客因下列因素無法出境或入境歐洲，請旅客於行程出發七日前將護照正本交付本公司，由專人預先檢查確認

並由領隊攜至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A)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空白頁至少要有2頁)、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期者或護照
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 、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姓名變更等，請
詳閱「護照申請須知」或來電洽詢。
(B)特殊身份如：軍警人員、役男請先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雙重國籍、無身份證字號之中華民國護照、境
外補發之中華民國護照…等。



特別提醒
1. 當您繳付訂金後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

用。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際支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
或退回剩餘訂金。多數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

2. 【取消注意事項】
◆ 當團未達成團人數：須簽回團體取消同意書，則可全額退款。
◆ 個人因素取消：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規定收取相關取消費用 (票務、食宿、交通、作業金…等費用)，簽回團
體取消同意書，方可退款。
※ 退款方式將依旅客原付款方式退費：
◆ 信用卡退刷：退刷至原刷卡信用卡，各家銀行作業時間不同，約5-7個工作天。
◆ 匯　款退款：匯款返還至原匯款帳號，請提供帳戶資料影本，約2-3個工作天。
◆ 現　金退款：現金繳付團費或訂金，繳款本人須至公司辦理，因需核對帳務資料，約3個工作天。

其他說明
1. 若遇大型展覽或節慶以及依航班、旅館取得順序，因而調整行程、飯店或住宿地點安排，誠翔運通保留調整行程順序

、同等級飯店安排之權利，但以不影響暨有行程內容為原則。
2. 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旅遊權益，若有慢性疾病、懷孕、

年滿70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名。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
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3. 團體旅遊時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並搭配全體活動時間，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貴賓於報名前請謹
慎考量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免造成困擾。航空公司提醒：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每架航班及各艙等皆
有可收受嬰兒人數上限，報名時請先行向業務詢問，並提供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年齡，待航空公司確認後方才報名成
功。

4. 國外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茹素者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
富且多變化，請體諒當地文化飲食的不同，並建議攜帶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5. 行程中的西式午餐包含桌水，西式晚餐提供酒水，如需其他飲品可請當團領隊協助購買。些許特約餐廳於午餐供應酒
水或咖啡，由當團領隊宣布。

6. 部分航空公司可由高雄自行飛往轉機點與團體會合，請洽詢您的旅遊專員。
7. 國外多數商店會於星期日及國定假日休息，若您有明確購物計畫，請提早告知旅遊專員或領隊，以便建議出發日期或

調整購物計畫。
8. 行程之景點與餐食照片，為團友、領隊或專業攝影師拍攝，景色或菜色會隨季節、拍攝角度而有所不同，敬請見諒。
9. 旅遊時間預計表為參考時間，領隊可視團體行進及操作狀況自行調整作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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