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捷克奧地利建築海外之旅★ 

歐洲聖誕市集歐洲聖誕市集歐洲聖誕市集歐洲聖誕市集、、、、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庫倫諾夫庫倫諾夫庫倫諾夫庫倫諾夫、、、、卡羅維瓦利卡羅維瓦利卡羅維瓦利卡羅維瓦利    

瑪利安斯凱蘭澤瑪利安斯凱蘭澤瑪利安斯凱蘭澤瑪利安斯凱蘭澤、、、、薩爾斯堡薩爾斯堡薩爾斯堡薩爾斯堡、、、、鹽湖區鹽湖區鹽湖區鹽湖區、、、、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    
 
謹邀請 貴會員公司參加本會一Ｏ八年度海外觀摩『捷克奧地利十日之旅』。 

 

日期：108.11.23（（（（六六六六）～）～）～）～108.12.2（（（（一一一一）））） 

航班：去程-華航航空 CI063  23：15－06：30+1 起飛地點：桃園～維也納 

回程-華航航空 CI064  11：35－05：30+1 起飛地點：維也納～桃園 

團費：1.費用:15 人以上每人團費 84,800 元（現金價）；86,800 元（刷卡價）。 

            20 人以上每人團費 79,800 元（現金價）；81,800 元（刷卡價）。           

      2.費用包含機票、餐食、領隊小費、旅遊險、住宿、wifi 上網。 

      3.預定單人房須補差價新台幣 20,000 元。 

      4.商務艙及豪華經濟艙需依開票實際報價。             

說明：1.本會擬補助派會員代表參加之會員公司每家 10,000 元，（會員公司派非

會員代表參加者則無補助）。 

      2.已有護照者離出發日須有六個月以上有效期限。 

  3.報名表暨護照影本請於８月２３日（星期五）前傳覆本會。 

4.傳真：（03）357-9785、325-1970  聯絡電話：（03）357-9802 
 

                        報  名  表   

 

～～～～請請請請務必傳真護照務必傳真護照務必傳真護照務必傳真護照～～～～    
 

會會會會 員員員員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會員代表會員代表會員代表會員代表 1  會員代表會員代表會員代表會員代表 2  

護照英文名字護照英文名字護照英文名字護照英文名字 必填必填必填必填 護照英文名字護照英文名字護照英文名字護照英文名字  

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行動電話行動電話行動電話  行動電話行動電話行動電話行動電話  

          □□□□素素素素    □□□□葷葷葷葷         □□□□素素素素    □□□□葷葷葷葷 

預定房間預定房間預定房間預定房間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預定房間預定房間預定房間預定房間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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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代表：鍾亞倫         專線電話：(02) 8793-2827       

傳真: (02) 6607-1265        E-Mail：ellenchung@liontravel.com   

 

桃園市不動產公會 奧捷建築參訪團 
出發日期：2019 年 11 月 23 日 

班機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063 桃園機場 23:15 維也納機場 06:30+1 

中華航空 CI064 維也納機場 11:35 桃園機場 05:30+1 

～ 行程路線～ 

 

 

 

 

 

 

 

 

 

 

《年度盛事》聖誕市集  

對西方國家來說聖誕節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節日，自 11月中旬開始，許多大小城市起即陸續張燈結彩，預告聖誕節的到

來，除了應景的聖誕樹外，櫥窗也換上繽紛的飾品，其中熱鬧的耶誕市集最能感受濃厚的聖誕氣氛，市集廣場中琳瑯滿

目的手工藝品及五彩燈飾、表演活動、香甜的熱紅酒、美味的耶誕糕點等應有盡有，是冬遊歐洲不可錯過的慶典活動。

在布拉格、薩爾斯堡、維也納您將有機會參與聖誕市集，體驗在地風情及溫馨歡樂的節慶氣氛。 

★布拉格舊城廣場聖誕市集期間：2019年 11月 23日至 2020 年 01月 06日(09:00~18:00) 

★薩爾斯堡大教堂聖誕市集期間：2019年 11月 20日至 12月 26日(10:00~20:30) 

★維也納熊布朗宮聖誕市集期間：2019年 11月 23日至 2020 年 01月 05日(10: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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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代表：鍾亞倫         專線電話：(02) 8793-2827       

傳真: (02) 6607-1265        E-Mail：ellenchung@liontravel.com   

 

～ 超值安排！奧地利捷克精彩體驗 ～ 

(1) 布拉格城堡區 

 

(2) 布拉格必遊景點「天文鐘塔登塔之旅」(如遇塔樓維修期間，則改登庫倫洛夫小鎮彩繪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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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代表：鍾亞倫         專線電話：(02) 8793-2827       

傳真: (02) 6607-1265        E-Mail：ellenchung@liontravel.com   

 

～ 精選景點！一次暢遊捷克奧地利經典必遊景點 ～ 

．百塔之城-布拉格 

 

．捷克最美的古城-庫倫諾夫 

 

．皇家最愛溫泉小鎮-卡羅維瓦利+瑪利安斯凱蘭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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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代表：鍾亞倫         專線電話：(02) 8793-2827       

傳真: (02) 6607-1265        E-Mail：ellenchung@liontravel.com   

 

．莫札特故鄉-薩爾斯堡 

 

．真善美之路-鹽湖區 

 

．音樂之都-維也納 

 

 

～ 全程使用語音導覽耳機系統，聆聽解說更輕鬆 ～ 

本行程全程使用語音導覽耳機系統，讓您輕鬆自在地聆聽導遊或領隊講解奧捷豐富的歷史、建築與藝術。 

本行程內文●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特別安排 

 

～ 豐富安排！中西合璧！當地特色餐搭配中式料理 ～ 

全程用心安排多道特色餐食，搭配中式餐，讓您充份體驗道地料理，又不會花太多時間在用餐上而減少參觀景點時間。  

(1)特奇「捷克風味餐」  (2)布拉格「伏爾他瓦河遊船自助餐」(3)庫倫洛夫「古城餐廳豬腳風味餐」  (4)皮爾森「酒廠

烤雞風味餐 啤酒一杯」(5)鹽湖區「鱒魚風味餐」  (6)維也納「炸豬排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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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代表：鍾亞倫         專線電話：(02) 8793-2827       

傳真: (02) 6607-1265        E-Mail：ellenchung@liontravel.com   

 

 

【行程內容】 

第1天. 桃園機場 維也納機場 

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放慢腳步、換個心情，前往風景秀麗、人文薈萃

的浪漫歐洲。翌日在空服員親切的問候聲中飛抵維也納。 
 餐食：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飛機上享用   晚餐／飛機上享用 

 旅館：飛機上  

 

第2天. 維也納 Vienna－152km－特奇 Telc－160km－布拉格 Prague～布拉格市政廳天文鐘塔登塔旅  

於晨曦升起時飛抵音樂之都－維也納，首先帶您前往造形獨特●百水公寓，此為二十世紀藝術怪傑─

百水先生的精心傑作，認為直線是一種罪惡的他，利用幾何形狀建成一座與眾不同的樓房，令人見了

匪夷所思，卻又讚不絕口！接著驅車越過奧捷邊境，前往河水環繞的迷人古鎮-特奇，城內保留著許

多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可可樣式的中世紀建築，粉紅、鵝黃、淡藍色系的外牆，讓整座古鎮散發著

童話世界般的迷人氣息，讓人流連忘返，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保護。午後前往百塔之城-布拉格，

首先前往生氣蓬勃又饒富古意的●舊城廣場，廣場上充斥著街頭藝人、販售演奏會入場券的人，還有

絡繹不絕的觀光客，以哥德式雙塔建築著稱的●提恩教堂，是廣場上最醒目的建築；而●舊市政廳最

受遊客歡迎的是牆上的天文鐘，每到整點，天文鐘上方的窗戶開啟，一旁的死神開始鳴鐘，耶穌的十

二門徒在聖保羅的帶領下一一移動現身，最後以雞啼和鐘響結束；另外還有分別代表慾望、貪婪和虛

榮的象徵木偶。特別安排登上◎天文鐘塔 (2017 年 4 月 ~ 2017 年 11 月天文鐘塔樓維修，如遇塔樓

維修期間，則改登庫倫洛夫小鎮彩繪塔)，由上俯瞰布拉格廣場美景。 

 

百水公寓   (下車參觀) 

這排怪怪的公寓被維也納人暱稱為「保齡球木瓶房子」，它以不規

則的線條區分，卻又奇異地整齊排列，而每一層樓都漆上不同的顏

色，還有不規則大小的窗戶，最怪的是，公寓頂樓還有一個阿拉伯

式的圓頂，裡面的建築也是起伏不平。1983 至 1986 年間委託景

觀藝術家百水先生設計監造，靈感應該是來自西班牙高第在巴塞隆

納"米拉之家"，外觀看起來像小朋友彩色積木玩具，處處強調"對

稱"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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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代表：鍾亞倫         專線電話：(02) 8793-2827       

傳真: (02) 6607-1265        E-Mail：ellenchung@liontravel.com   

 

特奇(Telc)   (下車參觀) 

河水環繞的迷人古鎮-特奇 Telc，小鎮內保留著許多完好的文藝復

興、巴洛克、洛可可樣式的中世紀建築，粉紅、鵝黃、淡藍色系的

外牆，讓整座古鎮散發著童話世界般的迷人氣息，讓人流連忘返，

1992 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保護。 

 

 

布拉格老城廣場   (下車參觀) 

比起一般大城市有著噴水池、占地廣闊的市中心廣場，這個方型的

廣場顯得迷你許多，廣場上豎立著建於 1716 年的黑死病紀念柱

(Plague Column)，四周則環繞著色澤柔和的傳統建築。這樣的廣

場有一種吸引人的情調，因為沒有過多的裝飾，反而讓人能夠清楚

的欣賞四周色彩柔和且豐富的各色建築。哥德式的市鎮廳擁有 17

世紀時經過整修的建築外觀，哥德式風格的市政廳位於廣場的東北

邊，設有一個旅客服務中心。 

 

布拉格舊市政廳及天文鐘   (天文鐘登頂 10€) 

最受遊客歡迎的是牆上的天文鐘，每到整點，天文鐘上方的窗戶開

啟，一旁的死神開始鳴鐘，耶穌的十二門徒在聖保羅的帶領下一一

移動現身，最後以雞啼和鐘響結束；另外還有分別代表慾望、貪婪

和虛榮的象徵木偶。 

 

 
 餐食：早餐／機上享用    午餐／捷克風味料理 14€  晚餐／Intercontinental 景觀餐廳 50€ 

 旅館：4 星皇家布拉格飯店 Hotel Royal Prague 或 布拉格外交酒店 Vienna House Diplomat 

Prague 或 布拉格安捷落酒店 Angelo Prague 或 安德爾酒店 Hotel Andel Prague 或同等級 

 

第3天. 布拉格 Prague～ 伏爾他瓦河遊船餐之旅 ～ 

到布拉格一遊，彷彿時光倒轉至中世紀，抬頭所及皆是悠久歷史的

教堂和建築，耳中聽到的是悠揚的樂聲，有如一套完整的文學、藝

術、音樂和建築之旅。今天一早前往古堡區，今天前往布拉格古堡

區，首先前往以往波希米亞國王的住所◎舊皇宮，現今捷克總統選

舉皆在此舉行，接著前往歷代國王加冕的◎聖維特大教堂，是布拉

格城堡最重要的地標，而教堂內的彩繪玻璃是藝術家慕夏的作品，

為這個千年歷史的教堂增添不少現代感；隨後來到卡夫卡筆觸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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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代表：鍾亞倫         專線電話：(02) 8793-2827       

傳真: (02) 6607-1265        E-Mail：ellenchung@liontravel.com   

 

◎黃金小巷，鋪石的狹窄巷道兩側，色彩繽紛的房舍比鄰而立，目前房舍多已成為各式紀念品的個性

小店，而門牌 22 號水藍色的房舍，是昔日作家卡夫卡寫作的場所。接著前往東歐最古老的石橋－●

查理大橋，橋兩旁矗立了頗富哲思的聖者雕像，橋上盡是街頭藝術家，從繪畫到雕塑、手工飾品到現

場演奏，包羅萬象，難怪人潮絡繹不絕。今天特別安排★乘船漫遊伏爾他瓦河，於船上享用餐點，從

船上欣賞兩岸布拉格優雅的建築，並享用餐點，感受完全不同的布拉格。  

 

布拉格城堡   (入內參觀) 

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市的布拉格城堡(英文：Prague Castle：捷克語: Pražský hrad)是世界上最大的

古城堡，建於西元 9 世紀，曾經是波希米亞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住所，現在也是捷克共和國歷

任總統的辦公之處。布拉格城堡幅員廣大，裡面包含聖維特主教座堂、聖喬治教堂等四座教堂，還有

舊皇宮、安妮女王夏宮、洛布科維奇宮、新皇宮四座宮殿，更有黃金巷、達利沃爾塔、皇家花園等知

名建築，是觀光客必來朝聖的景點。 布拉格城堡興建之後，一直是各大王朝的王室中心，幾個世紀

以來見證興盛與衰敗，也歷經多次的擴建，因此保留了羅馬式、哥德式、巴洛克式、文藝復興等不同

時期的歷史建築，因此成為觀光勝地。像是其中的聖維特主教座堂就是哥德式建築的經典，更有許多

波希米亞國王長眠於此，而聖維特主教座堂的後方就是聖喬治教堂，是捷克保存最完整的羅馬式建

築，旁邊的聖喬治女修道院，現在改建成國家藝廊，收藏了 14 到 17 世紀捷克的藝術作品。 不止教

堂令人驚艷，城堡中還有過去讓術士煉金的「火藥塔」，現在則展出中古時期天文學、煉金術等文物

的博物館。還有最著名的「黃金巷」，因過去此巷住了許多煉金術士而得名，短短一條街，兩旁建築

小巧可愛、色彩豐富，現在成為販賣手工藝品的商店街，不只好拍更好買。而捷克的總統府也位於此，

雖然禁止入內參觀，但是每日的衛兵交接卻是觀光客搶拍的熱門景點。 

 

跳舞的房子 

「跳舞的房子」又名「弗萊德與琴吉的房子」，另有「酒醉的房子」

的別稱。脫穎於新巴洛克、新哥德與新藝術運動的建築之間，是捷

克十分馳名並具代表性的建築。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伏爾他瓦河遊船餐 34€   晚餐／查理士橋畔餐廳(三道式) 50€ 

 旅館：4 星皇家布拉格飯店 Hotel Royal Prague 或 布拉格外交酒店 Vienna House Diplomat 

Prague 或 布拉格安捷落酒店 Angelo Prague 或 安德爾酒店 Hotel Andel Prague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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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代表：鍾亞倫         專線電話：(02) 8793-2827       

傳真: (02) 6607-1265        E-Mail：ellenchung@liontravel.com   

 

 

第4天. 布拉格 Prague－卡羅維瓦利 Karlovy Vary－ 皮耳森 Plzen －158km－ 庫倫洛夫 Cesky 

Krumlov ～ 中古世紀小鎮－庫倫洛夫 ～ 

今天一早專車前往卡羅維瓦利～捷克另一著名的溫泉鄉。舉目皆是古色古香的建築，充份展現中世紀

的貴族風範，堪稱捷克數一數二的天然勝景；聞名於世深具療效的間歇泉，此地溫泉處處噴湧，據說

這兒的泉水中含有 40 種以上的礦物質，可浸泡、還可飲用治病痛哩！因此也被譽為歐洲最漂亮的療

養之地。隨處可見許多觀光客手持造型十分特別的瓷杯等待裝盛飲用，您亦不妨一試。 

西波希米亞的中心都市－皮耳森，此城鎮以皮耳森啤酒發源地聞名，也是全世界最早釀造黃金啤酒的

地方，現今啤酒釀造業依然盛行，特別安排酒香之旅安排參觀◎啤酒釀酒廠：觀賞皮耳森啤酒歷史的

影片、介紹傳統酒窖、釀酒系統及啤酒試飲等，新鮮的麥香啤酒，絕佳風味喝過絕對讓您難忘。午餐

於啤酒廠內的餐廳享用★捷克傳統風味餐與新鮮的皮耳森啤酒。 

 

皮爾森啤酒廠   (特別安排) 

皮耳森(Plzeň)西波希米亞的中心都市，此城鎮以皮耳森啤酒發源地而聞名，是全世界最早釀造黃金啤

酒的地方。現今啤酒釀造業依然盛行，特別安排參觀◎啤酒釀酒廠：觀賞皮耳森啤酒歷史的影片、介

紹傳統酒窖、釀酒系統、及啤酒試飲等，新鮮的麥香啤酒，絕佳風味喝過絕對讓您難忘。 

（如遇皮耳森酒廠關廠或團體參觀預約額滿時，將改安排參加其他城市之捷克傳統啤酒廠，敬請了解） 

 

庫倫洛夫   (下車參觀) 

庫倫洛夫於 1992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建於 13 世紀伏爾塔瓦河畔，城鎮建築具備了歌德式、文藝

復興式及巴洛克的風格，由於未經戰火侵襲，所有建築風貌得以完整保存下來，成為歐洲中部中世紀

古城的一個完整的歷史見證。庫倫洛夫是中歐中世紀中、小型城鎮卓越的典範，經歷五個世紀的發展，

建築和城市景觀融入了周遭的自然景觀，而基礎設施亦清楚地展現出其獨特的歷史遺跡。 

 

庫倫洛夫舊城區   (自由活動) 

舊城區以市政廣場為中心，廣場上豎立著建於 1716 年的黑死病紀念柱，四周則環繞著色澤柔和的傳

統建築。廣場外圍的小巷弄有數不清各式各樣的店家，像是琳瑯滿目的木造玩具、晶瑩剔透的波希米

亞水晶製品等，穿梭其間讓人流連忘返。 

庫倫洛夫城堡   (下車參觀) 

規模之大，在捷克境內僅次於布拉格城堡。從城堡區俯瞰小鎮，紅瓦白牆的屋子在陽光下展露出迷人

的風情，時光彷彿停留在十八世紀般。而直指天際色彩繽紛的高塔是城堡區最古老的一部分。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捷克傳統風味餐+皮耳森啤酒 1 杯 17€    晚餐／中式八菜 15€ 

 旅館：四星級 麥林酒店 HOTEL MLYN 或 茲拉季安德爾酒店 ZLATY ANDEL 或 貝里維酒店

HOTEL BELLEVUE 或 克拉麗奧國會飯店 Clarion Congress Hotel 或其他同等級 4 星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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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天. 庫倫洛夫 Cesky Krumlov  － 210km － 薩爾斯堡 Salzburg 

       ～ 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鄉－薩爾斯堡 ～ 

今天穿越奧捷邊境前往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地-薩爾斯堡，抵達後

首先前往●米拉貝爾花園，其中最令遊客印象深刻的是以希臘神話

為主題的雕像、此起彼落的噴泉及花團錦簇的花壇，電影『真善美』

中高歌 Do Re Mi 的場景就在此拍攝的。接著前往位於新城區的●莫

札特之家，1773-1780 年間莫札特一家人就住在這棟房子裡；而蓋

特萊德巷 9 號的●莫札特故居，則是莫札特的出生地及渡過青少年

時 

期的地方，莫札特曾在此創作出許多作品。爾後漫步在●蓋特萊德街，這條街道目前已闢為行人徒步

區，您可漫步觀賞琳瑯滿目的櫥窗，抬頭往上瞧，兩旁的商家無不高掛獨特的鍛鐵招牌。 

 

薩爾斯堡老城   (下車參觀) 

這座鄰近德國、充滿中世紀風情的優美都市，同時也以音樂之都廣

為人知，散布市區各處與莫札特息息相關的史跡也受到妥善的維

護，19 世紀後葉由於大力宣傳此地為莫札特的出生地，連帶的提

升此市的知名度。老城內的蓋特萊德街目前已闢為行人徒步區，漫

步觀賞琳瑯滿目的櫥窗，抬頭往上瞧，兩旁的商家無不高掛獨特的

鍛鐵招牌；蓋特萊德巷 9 號的莫札特故居，則是莫札特的出生地及

渡過青少年時期的地方，莫札特曾在此創作出許多作品。 

 

米拉貝爾花園   (下車參觀) 

米拉貝爾花園裡的宮殿是奉沃夫．狄屈大主教之令，於 1606 年興建。此宮殿最初稱為「阿爾特瑙」，

之後沃夫．狄屈的後繼者將之改稱「米拉貝爾」。花園裡最令遊客印象深刻的是以希臘神話為主題的

雕像、此起彼落的噴泉及花團錦簇的花壇，電影『真善美』中高歌 Do Re Mi 的場景就在此拍攝的。 

 

莫札特故居(莫札特之家)   (下車參觀) 

莫札特一家人在 1773~1787 年間，便居住在位於馬卡特廣場 8 號上的這棟被稱作跳舞大師的房子內。

房子名稱的由來是因為一位舞蹈大師在這提供貴族生活中所需要的舞蹈課程而得名。在母親去世過幾

年後，莫札特於 1781 年，離開此地到維也納展開新生活。二戰期間，該建築物於 1944 年有三分之二

的部分因為空襲而受損，經過修復後，於 1996 年時以博物館之名對外開放，在附設的視聽博物館可

鑑賞莫札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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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出生地   (下車參觀) 

西元 1756 年 1 月，音樂神童莫札特在位於蓋特萊德巷 9 號的這棟房子出生，房子因此被稱為莫札特

出生地。莫札特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的生活也是居住在此，現在則是作為博物館，展示莫札特的肖像畫、

小提琴、古鋼琴、以及紀錄莫札特在薩爾斯堡生活過的文件與紀念品。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古城豬腳風味餐+啤酒一杯 14€   晚餐／薩爾茲堡百年餐廳風味

餐及點心 35€ 

 旅館：會議中心溫德姆大酒店 Wyndham Grand Salzburg Conference Centre 或 溫德姆哈爾

阿肯色曼斯特恩酒店 Wyndham Grand Bad Reichenhall Axelmannstein 或 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Salzburg 或其他同等級 4 星飯店 

 

第6天. 薩爾斯堡 Salzburg － 40km － 鹽湖區 Salzkammergut(哈爾斯塔特、聖吉爾根) － 

300km － 維也納 Vienna       ～ 世界文化遺產 真善美湖區之旅 ～ 

今天展開奧地利著名湖泊渡假區鹽湖區之旅，一覽阿爾卑斯山夢幻的湖山之戀：這裡以湖泊、山色及

休閒勝地聞名於世，該地區共有 76 個湖泊，像珍珠項鍊般串聯於

阿爾卑斯群山之中，展現出一種超脫的靈氣。專車前往鹽湖區最著

名的風景地●哈爾斯塔特，湖畔山坡上色彩柔和的歐式木造建築，

以群山為背景，映著碧綠的湖水，正是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風景，

曾多次出現在旅遊雜誌中；接著前往●聖吉爾根，這裏是莫札特母

親的故鄉，閒暇之餘您可以自費參加湖區遊船，一飽湖岸兩邊的山

水美景，讓你身心在大自然中享受片刻的寧靜。接著前往音樂之都

維也納。 

●特別安排：聖沃夫岡遊船 

哈爾斯塔特   (下車參觀) 

位於薩爾茲堡東邊的鹽湖區是奧地利最知名的景點之一，過去也曾

是著名的鹽礦產區。現在鹽湖以湖泊、山色及休閒勝地聞名於世，

該地區共有 76 個湖泊，像珍珠項鍊般串聯於阿爾卑斯群山之中，

展現出一種超脫的靈氣，已於 1997 年正式被聯合國列為世紀文化

遺產。湖區裡最為人所嚮往的就是哈爾斯塔特小鎮，猶如仙境童話

般美麗，湖畔山坡上色彩柔和的歐式木造建築，以群山為背景，映

著碧綠的湖水，正是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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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吉爾根   (下車參觀) 

聖吉爾根(St. Gilgen)是聖沃夫岡湖邊西北岸的一個小鎮，人口不

到 400 人，是許多歐洲人喜愛的度假小鎮。當地旅遊局將其稱為

莫札特村，因為莫札特的媽媽就是在聖吉爾根出生的，姊姊也長

年居住於此，許多遠房親戚也都居住在此地，因此莫札特一直想

來拜訪母親與親戚，只是忙碌於音樂創作而一直未能來到這個美

麗的小鎮。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湖區鱒魚餐 15€   晚餐／維也納市政廳地窖餐廳 25€ 

 旅館：五星飯店希爾頓 Hilton AM STADTPARK 或洲際飯店 INTERCONTINENTAL VIENNA 或

同級其他同等級 

 

第7天. 維也納 Vienna ●維也納國際中心●多瑙城市大廈●國立歌劇院●Parndorf Outlet      

～ 音樂之都－維也納 ～ 

哈斯大樓   (下車參觀) 

當初在史蒂芬大教堂對面蓋現代建築，是個燙手山芋。因此奧國

政府委託漢斯霍倫大師負責設計哈斯大樓。建築故意採不對稱的

設計，還有大型反光玻璃帷幕，可以看到史蒂芬大教堂的倒影。

雖然到今天還是有人覺得它和環境不融合，但是無可否認的是，

哈斯大樓已經成為很重要的地標了。 

維也納國立歌劇院   (下車參觀) 

原有的建築是一座新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剛建成時受到了嚴厲的批評。1869 年 5 月 25 日，這裡首

場表演為莫扎特的唐·喬望尼（Don Giovann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舞台被盟軍炸毀，整棟建築也

在 1945 年 3 月 12 日被火燒毀。 重建的歌劇院有超過 2200 個座位，於 1955 年 11 月 5 日第一次演

出，劇目是貝多芬的費德里奧（Fidelio），由卡爾·伯姆指揮。 這裡也一直是維也納歌劇院舞會的舉辦

場地。 

多瑙城市大廈   (下車參觀) 

多瑙城大廈高度為 220 米，是歐洲最高的建築之一，為維也納天際線增添了獨特的高科技魅力。該大

廈是法國著名建築師 Dominique Perrault 為多瑙城設計的雙子塔中的第一座，多瑙城是新建於多瑙河

右岸的城中城，位於維也納第 22 區。通過引導用戶順暢、高效地抵達他們的目的地，通力的技術在

該大樓的日常客流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DC 大廈擁有整套通力智能客流解決方案，除了靈活的電

梯和自動扶梯配置外，還集成了門禁控制、觸摸屏目的選層、設備監控和信息顯示等功能。通力與客

戶和第三方門禁控制系統供應商密切合作，確保滿足該大樓的客流需求。 

 

 

 



 

 
12 

 

業務代表：鍾亞倫         專線電話：(02) 8793-2827       

傳真: (02) 6607-1265        E-Mail：ellenchung@liontravel.com   

 

維也納國際中心   (下車參觀) 

維也納國際中心，通常稱作維也納聯合國城，為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所在地，位於多瑙河以北。維也

納國際中心由奧地利建築師 Johann Staber 設計，興建於 1973 年到 1979 年。在維也納建立國際

機構的最初想法來自於奧地利總理布魯諾·克賴斯基。 六座 Y 形辦

公大樓環繞著圓柱會議大樓，總面積為 23 萬平方米。 

維也納最大最著名的 Outlet 

Designer Outlet Parndorf 為維也納最大最著名的 Outlet，擁有

Pandora、Armani、Gucci、Mango、La Perla、Burberry..等各

大品牌，在此可以把握最後的時光讓您盡情暢快購物的樂趣。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The View Restaurant 多瑙河畔餐廳 45€ 晚餐／中式八菜 15€ 

 旅館：五星飯店希爾頓 Hilton AM STADTPARK 或洲際飯店 INTERCONTINENTAL VIENNA 或

同級其他同等級 

第8天. 維也納 Vienna       ～ 建築之美－維也納 ～ 

今天前往哈布斯堡皇室夏宮、深受瑪麗亞．特瑞莎喜愛的●熊布朗宮，整體設計極其和諧，足以代表

奧地利洛可可式建築風格，這是維也納觀光之旅必訪之地。接續前

往◎奧地利紀念品專賣店，在這裡您可以找到源自歐洲工法的行李

箱；廚具...等，琳瑯滿目的奧地利品牌商品，是您選購紀念品的好

時機。緊接著我們來到充滿巴洛克優美建築風格的●貝維帝爾宮，

佔地廣闊的宮殿，分為上宮與下宮，華麗的建築和裝飾著巴洛克雕

像的庭園，是最受當地人喜愛的散步地點。沿著環城大道前進，2001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霍夫堡宮，為帝國時期遺留下的巴洛克式

華麗建築可充份感受奧地利王室風華●聖史蒂芬大教堂，彩色琉璃瓦鑲嵌的屋頂可看到哈布斯堡王朝

的徽記圖騰。當然在這兒更可找到各式各樣的商品，應有盡有；而從國立歌劇院到聖史蒂芬大教堂之

間的行人徒步區，可說是維也納最熱鬧的地區◎施華洛世奇水晶旗艦店、精品店、咖啡廳、餐廳雲集，

在此妳可恣意逛逛、大肆採購，走累了，也可以找個咖啡廳歇歇

腳，來杯著名的維也納咖啡，享受一個悠閒的片刻。 

 

熊布朗宮(美泉宮)  (入內參觀) 

典雅優美的巴洛克建築風格，曾是哈布斯堡皇室的夏宮，如今則

是歐洲最完美的巴洛克式建築之一，為奧地利最佳代表性、最華

麗的宮殿。皇宮的名字 Schonbrunn 是「美麗的泉水」之意，因此又被稱為「美泉宮」。熊布朗宮重要

的歷史意義與無可比擬的建築之美，已被聯合國登列為世界遺產保護。 

 

奧地利紀念品專賣店   (入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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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紀念品專賣店，在這裡您可以找到源自歐洲工法的行李箱；廚具...等，琳瑯滿目的奧地利品牌

商品，是您選購紀念品的好時機。 

 

貝維帝爾宮 (美景宮)   (下車參觀) 

「Belvedere」的義大利語意指「優美的瞭望」，這是由尤金大公興建

的夏宮，這座宮殿是由曾經擔任尤金大公從軍技師的巴洛克建築師

希德布蘭特設計，由下宮至上宮和緩的丘陵有左右對稱的巴洛克式

庭園，是最受當地人喜愛的散步地點。 

 

 

霍夫堡宮   (下車參觀) 

被以雙頭鷲為家徽的哈布斯堡家族訂為帝國之都的維也納，這座歷

代君主居住的皇宮，從奠定基礎建設的 13 世紀至 19 世紀，歷經數

度增建，形成今日所見壯觀、華麗的建築，佔地遼闊，總面積高達

24 萬平方公里，直到 1918 年哈布斯堡滅亡為止的 640 年間，皇宮

一直皇室居所，由於歷代皇帝不斷進行擴建，因此處處有不同時代

建造的建築樣式。此處已於 2001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聖史蒂芬大教堂   (自行前往) 

稱得上是維也納代名詞的史蒂芬大教堂，這座高聳在舊市區中心的壯麗教堂，彷彿就是維也納的守護

神，歷代皇帝的葬禮就是在這座華麗的教堂內舉行的，此教堂在 1147 年以羅馬教堂之名興建，14 世

紀進行大規模改建，形成今日所見哥德樣式的大教堂，堂內以哥德、巴洛克樣式的雕刻裝飾，精雕細

琢的祭壇等，都很值得一看。 

 

施華洛世奇維也納旗艦店   (入內參觀) 

施華洛世奇 Swarovski 是知名的奧地利品牌，由發明家丹尼爾‧施華洛世奇（Daniel Swarovski）於 1895

年時所創立，他追求創新與設計的熱誠，從生產精確切割水晶飾品的製造商，發展成為全球首屈一指

的水晶設計領導品牌。施華洛世奇幾乎和水晶畫上等號。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維也納豬肋排(含軟性飲料 1 杯)20€晚餐／百年修道院地窖餐廳 48€ 

 旅館：五星飯店希爾頓 Hilton AM STADTPARK 或洲際飯店 INTERCONTINENTAL VIENNA 或

同級其他同等級 

 

第9天. 維也納 Vienna ／ 台北 Taipei 

今天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返台北，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夜

宿機上。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享用   晚餐／機上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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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館：飛機上 

 

第10天.  台北 Taipei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一年的

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 
誠摯希望有機會為 您提供旅遊服務!! 

報價說明 

項目 說明 

出發日期 11 月 23 日出發 

人數 15 位大人以上為報價基準；機票自理以下團費扣 NT$25,000 元 

費用報價 大人每人團費: NT$86,800 元整(15 位大人以上) 

大人每人團費: NT$81,800 元整(20 位大人以上) 

大人每人團費: NT$80,000 元整(25 位大人以上) 

費用內含  機票：台北/維也納/台北 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 

 住宿：標準客房七夜住宿(兩人一室)。 

 餐食行程：行程表列之餐食安排及導覽行程和入內參觀。 

 旅行業責任險：500 萬契約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14 歲以下/65 歲以上，200 萬契約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機場稅、燃料稅(依實際開票的為準)。 

 領隊、導遊、司機 10 日小費。 

 Wifi 上網、全程導覽耳機。 

費用未含  全程單人房加價 NT$20,000 元 

 商務艙及豪華經濟艙需依訂位開票實際報價。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等）。  

 飯店內之床頭小費及上下行李小費。 

 自願參加之自費活動費用。 

 逾重行李費 (每件限 30 公斤)。 

 新護照申請工本費 NT$ 1,600 元。  

注意事項 
 此報價限持中華民國護照者參團。 

 本公司保留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而行程更改之重新報價之權利。 

 如遇航空公司臨時價格調漲，本公司將適時調整團費價格，團費以正式合約為準。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更改之權利。 

付款 
  訂金：請於確認團體成行簽約時，繳付每人 NT$10,000 元，預訂機位。 

  尾款：請於團體出發前七日內或者說明會時付清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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