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 歐

20 日

(2018 年)
德國、匈牙利、奧地利、斯洛伐克、捷克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法蘭克福

德國
今日搭機飛往歐洲，因係洲際長途飛行，夜宿機上。

第 2 天 羅騰堡(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羅騰堡:



完整保存中古世紀風貌的德國古城，古城牆環繞全鎮宛似含顆「中世紀寶石」吸引
著全世界遊客紛至沓來。舖石的蜿蜒商街遊人如織，雅致的庭園、噴泉、★市集
廣場(Marktplatz)、★市政廳(Rathaus)、建於西元 1311 年至 1484 年雙高塔之哥德式
★聖雅各教堂(St. Jakob Kirche)…漫步狹窄彎曲的古巷石徑，處處瀰漫中世紀風韻。

第 3 天 茵斯布魯克(Innsbruck)奧地利



德文 Innsbruck 即茵河(Inn)上之橋,是奧地利西部 Tyrol 區首府，位居歐洲大陸縱橫
交會處，是西元 1964 年與 1976 年冬季奧運會兩度舉辦地。河水清澈的茵河蜿蜒
流經這座阿爾卑斯山環繞、猶如童話世界般的美麗山城，漫步其中處處可見象徵
哈布斯堡王朝昔日輝煌又豐富的文化遺產，從城內各角落放眼望去盡是如詩如畫
的層疊山巒。
★黃金屋頂(Goldenes Dachl)、★塔樓(Stadtturm)、★凱旋門(Triumphpforte)、矗立
Maria-Theresien 大街的★聖安娜紀念柱(Annasäule)、★冬季奧運會會場…。

第 4 天 薩爾茲堡(Salzburg)



奧地利和德國邊境的觀光重鎮、名片"真善美"拍攝地，是維也納、格拉茲和林茲
之後奧地利的第四大城。德文意譯:「鹽堡」
，歷史上以產岩鹽興盛的古城，據史料
記載是奧地利今國境內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市區建築風格以巴洛克式為主，是音樂
神童莫扎特的出生地。老城區在西元 1996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大教堂廣場(Domplatz)、莫札特廣場(Mozartplatz)、美輪美奐 Salzach 河畔★莫札特
故居、★米拉貝爾宮(Schloss Mirabell)、★穀糧街(Getreide gasse)古意盎然的精緻
店舖與風味獨特的中世紀招牌最引人駐足留戀。

第 5 天 林茲(Linz)格拉茲(Graz)
林茲:



格拉茲:



多瑙河畔的美麗古城林茲是奧地利第三大城市，希特勒童年成長的地方，貝多芬
居住時寫下第八交響曲，西元 1782 年莫札特在城內的演奏會前四天內寫出他的
第 36 交響曲(Linz Symphony)。建於 17 世紀的★老教堂(Alter Dom)是奧地利最重要
的巴洛克式大教堂。多瑙河岸★大廣場(Hauptplatz)周邊許多巴洛克式、洛可可式
建築，廣場中間矗立一座西元 1723 年以白色大理石建造的★三合一紀念巨柱，市區
還有一座建於十九世紀可容納二萬信徒全奧地利最大的哥德式★新教堂(Neuer Dom)。
阿爾卑斯山脈東邊沐爾河(Mur)流經市區之奧地利第二大城，古意盎然的老城區
中世紀以來各種不同風格的古典建築林立在★大廣場(Hauptplatz)、★17 世紀大靈廟
(Mausoleum)、★舊州政廳(Landhaus)、★大教堂(Dom)、★城堡山丘(Schlossberg)、
★教堂庭院和雙螺旋樓梯(Dom und Burghof von der Doppelwendeltreppe)。舊城區
於西元 1999 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遺產，2003 年獲選為「歐洲文化之都」
。

第 6 天 巴拉通湖(Balaton)布達佩斯匈牙利
巴拉通湖: 又稱〝匈牙利湖〞約六百平方公里，是北歐之外歐洲最大淡水湖，吸引各國遊客前來
享受日光浴與湖光水色，湖水深度不到四公尺，赤足涉水最遠可距湖濱達 400 公尺。
布達佩斯： 匈牙利首都，是久享盛譽的〝多瑙河之珠〞與舉世公認的最美雙子城（Buda & Pest）
。

第 7 天 布達佩斯
★英雄廣場、◎聖史帝芬大教堂(Szent István-bazilika)、※國家劇院、★布達王宮、
※多瑙河鍊橋(Széchenyi lánchíd)、★馬提亞寺(Mátyás-templom)、★漁夫堡壘
(Halászbástya)、多瑙河畔燦爛奪目的★國會大廈、Gellert 山★獨立紀念雕像…等。

第 8 天 布達佩斯(全日自由活動)
可搭歐陸最古老(西元 1896 年啟用)地下鐵(僅次於舉世最早的倫敦西元 1863 年)
到各處逛遊、或購票遊船觀賞多瑙河岸兩岸雙子城風光、或欣賞傳統吉普賽舞蹈
以及音樂表演、或到國家劇院觀賞一流水準戲劇、或享用匈牙利風味餐融入載歌
載舞的歡樂氣氛中。

第 9 天 聖坦德(Szentendre)厄斯特貢(Esztergom)
聖坦德
藝術村:

多瑙河岸的羅馬帝國時期堡壘，瀰漫巴洛克式建築風格小鎮歷經土耳其、塞爾維亞、
奧地利…等異族統治遺留風格迥異的豐富文化遺產。濃郁古典風情綿延傳承，是
藝術愛好人士近悅遠來的匯聚地和匈牙利人津津樂道的藝術村！多瑙河急彎處羅馬
帝國在第四世紀時建造維什格拉(Visegrad)防禦邊境，如今是俯瞰多瑙河岸景觀
最佳取景處。
厄斯特貢： 匈牙利中古時期建都約三百年暨開國君王史蒂凡一世出生和登基地，多瑙河岸山丘
上氣勢宏偉的★大教堂(Nagyboldogasszony és Szent Adalbert prímási főszékesegyház)

規模全匈牙利最大(室內長 118 公尺寬 49 公尺面積約 1,750 坪)。 (隨後離開匈牙利)

第 10 天 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斯洛伐克
布拉提斯
拉瓦:



奧匈邊界上歷史古城(德文:Pressburg)是斯洛伐克首都和最大城市，西元 1465 年即
創立了大學(The Academia Istrpolitana)。西元 1536 年匈牙利因土耳其入侵急遷都
到此，嗣後歷經各鄰國交替統治，迄西元 1939 年才首度成為獨立國家之首都。
市中心廣場洋溢第 9 到 14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建築之美。歷史悠久的★總統府、
★市政廳、★國家音樂廳、※二次世界大戰紀念碑、※紀念鐵橋及最具代表性城市
地標★布拉提斯拉瓦城堡(Bratislavský hrad)。城區內留存許多歷史遺跡供人追憶。
舊市區的★聖伊莉莎白教堂以可愛的粉藍新藝術風格建築被稱為:「藍教堂」。

第 11 天 維也納奧地利
維也納:



美泉宮:



奧地利首都暨舉世公認的『音樂之都』
，蘊含深厚傳統的萬般風情和輝煌燦爛。
炫耀奧匈帝國霸業的★霍夫堡(Hofburg)宮殿、★英雄廣場、★皇家戲劇院、★國立
歌劇院(Staatsoper)、※西班牙馬術學校、氣勢宏偉的※國會大廈、※市政廳、巍峨的
★史帝凡大教堂、俯瞰維也納最佳景點的★貝爾維德(Belvedere)太子宮…。除可
盡情飽覽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昔日奧匈帝國的輝煌燦爛，亦可瀏覽※多瑙河
運河兩岸賞心悅目的 風光，或觀賞藝術大師 F. Hundertwasser 於西元 1985 年創作的
超現實建物★百水公寓(市民集合住宅呈現特異外形的奇趣建物風貌：外牆處處豔麗
多彩、樓層間襯以不規則線條、清真寺般的蔥形屋頂、林木花草栽植的樓頂花園…。
西南郊★美泉宮(Schloss Schönbrunn：亦音譯為『熊布朗宮』)以一道美麗泉水而
得名，曾是神聖羅馬帝國、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官邸。德雷莎女王(Maria
Theresia)於西元 1743 年在此興建氣勢磅礴、規模僅次法國凡爾賽宮的巴洛克藝
術殿堂和御花園。

第 12 天 帖爾契(Telč)百威古鎮(Ceské Budějovice)捷克
帖爾契:



捷克最迷人古城，最早建於十四世紀迄今完整保留十六世紀後之全貌。西元 1992 年
與克倫洛夫同時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文化遺產。護城河與堅厚城牆環繞的
古城內有★市集廣場，觸目所及盡是出自十六世紀義大利工匠手藝之古羅馬式、
巴洛克式、文藝復興式的精美建築。

百威古鎮: 建於西元 1265 年的南波希米亞首府，是世界馳名的百威(Budweiser)啤酒發源地。
十五世紀時曾是天主教重鎮，十六世紀起因鄰近開採銀礦而繁榮富裕。市區觸目皆是

舖鵝卵石的古街舊道，其中★大廣場(Nám Přemysla Otakara II)是歐洲最大廣場之一，
有西元 1727 年建成的★Samonova 噴泉，東北邊 72 公尺高的★黑塔建於西元 1553 年
曾當做一旁★聖尼古拉斯教堂的鐘樓，西南邊是建於西元 1731 年的★老市政廳，
廣場周邊是歐洲規模最大★拱廊(商街騎樓)古建築，洋溢巴洛克或文藝復興式風貌！

第 13 天 克倫洛夫(Český Krumlov)布拉格(Praha)
克倫洛夫:


布拉格:

捷克旅遊必到景點，這一座絕對令人激賞、驚豔的中世紀古城，巧奪天工地雄踞在
S 型河流折彎如舌尖般的地形上，古樸城牆內的文藝復興時期建築林立，點綴著
高雅的咖啡屋、酒館、餐廳、商店……直如一座超大型露天藝廊！河對岸是建於
十三世紀居高臨下的哥德式★城堡，規模宏偉僅次於布拉格上城區城堡；兩岸城池
對峙猶如競比氣勢互不相讓！
捷克首都之美筆墨難以形容！親臨布拉格必然激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之列入
世界珍貴遺產。

第 14 天 布拉格
布拉格:



布拉格市區大致可分為：Vltava 河西之『上城區』
，包括◎布拉格城堡及其城堡
內外的:★宮殿、★教堂、★庭園、★廣場、★黃金巷……等必訪景點。南邊是
河畔的『下城區』
，★下城廣場一帶多彩多姿，中央一座★聖尼可拉斯教堂是中歐
最大的巴洛克式建築。走過古色古香的★查理士橋是河東最熱鬧繁華的『老城區』
，
之中★老城廣場自十二世紀以來即是決定捷克國運最深具意義的歷史舞台，有龐大
的★Jan Hus 紀念雕塑和★老市政廳上的★古天文鐘(每小時出現聖徒與寓言故事裡
的偶像最是吸引遊客目光！) 以及傳統加冕大典起站之★火炮塔與★布拉格大學
校區。老城的南邊是『新城區』
：★國民博物館、象徵捷克國威的★溫西斯拉那
廣場(Václavské náměstí)、★購物街和夜生活區...。

第 15 天 庫特納霍拉(Kutná Hora)人骨教堂
布拉格以東約 70 公里的小鎮，建於 14 世紀的教堂內部裝飾全都以人骨製成，13
世紀時因開採銀礦吸引人群移居，當時一位修道院長自耶路撒冷帶回一把泥土灑
於墓園，造成中世紀的名門貴族祈盼死後葬此得到祝福。14 世紀一場黑死病和 15
世紀的戰爭，造成了居民大量死亡，受限於墓園容納，修道院需另興建一座禮拜堂
容納百多年來荒廢的遺骨教堂，因此裝潢全以人類骨製成，包括十字架、吊飾...等，
這雖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骨教堂，但由四萬多個人類骨頭製造而成的景象卻最為
震撼！教堂和舊城區在西元 199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錄。

第 16 天 布拉格(全日自由活動)
今日可自由自在地享受布拉格的美不勝收或自費做深度的文化與藝術探訪:如搭乘
市內公共交通工具探訪布拉格的每一處角落、參觀莫札特博物館與莫札特〝費加羅
婚禮〞等歌劇名作的 Guild 劇院、乘船遊弋 Vltava 河欣賞兩岸迷人風光……。或
只要漫步在洋溢中世紀風情的布拉格街道，靜靜陶醉在市區濃郁的古意風情中。
晚上亦可自費前往觀賞東歐有名的木偶劇、黑光劇。

第 17 天 瑪麗安斯凱(Mariánské Láznĕ)卡洛威瓦麗(Karlovy vary)
瑪麗安斯凱 19 世紀末愛迪生來洗過溫泉之後即宣稱〝全世界不再有更美的 spa 了！〞西元



1892 年馬克吐溫到訪時宣稱〝這裡是一座健康工廠！〞英王愛德華七世迷戀此鎮
總共到訪了 9 次。有紀念德國大文豪的★歌德廣場(Goethovo Námĕstí)、★音樂
噴泉(Zpívající fontána)和富麗堂皇的★溫泉長廊，其中★十字架噴泉長廊(Křížový
pramen)最古老。

卡洛威瓦麗 歐洲溫泉區中享譽最久，自西元 1522 年建立第一所溫泉館後，王公貴族與名人



爭相湧入，十九世紀盛況達頂點。溫泉區以拱頂列柱式景觀長廊最具特色：外形
新穎噴泉噴最高與最熱的★礦泉長廊(Vřídelní kolonáda)、木造老泡澡堂的★市場
長廊(Tržní kolonáda)、新文藝復興式★磨坊長廊(Mlýnská kolonáda)、華麗白色鐵架
★公園長廊(Sadovád kolonáda)...。

第 18 天 紐倫堡(Nürnberg)法蘭克福(Frankfurt)德國
紐倫堡:


法蘭克福

深具德意志民族歷史象徵意義的千年古城。昔年希特勒欽定為納粹黨辦群眾大會
暨宣揚〝千年帝國〞功業的首要舞台。二戰後盟軍主導『紐倫堡大審』即在紐倫堡
※司法大廈成立軍事法庭進行世紀性戰犯審判。★大市集(Hauptmarkt)旁哥德式建築
林立：★美麗噴泉(Schönner Brunnen)、★聖母教堂(Frauenkirche) 、高聳★圓塔…。
德國大文豪歌德出生地，歐洲首要空運與金融中心，市區摩天高樓林立，有如〝歐洲
曼哈頓〞。

第 19 天 法蘭克福台北 依依不捨揮別歐洲、因係洲際長程飛行夜宿機上。
第 20 天 台北
今日返抵台北，結束此次永生難忘又充實豐富的東歐之旅。
＊ 住宿經濟型旅館為主(兩人一室附衛浴)。 全程午餐自理（自由活動當日不供餐）。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
等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因無損旅客權益，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
。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團費
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公司
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價差，
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TEL: (02)2740-6958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