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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the most exclusive selection

只給你最與眾不同的選擇

奧捷匈尊榮之旅



如果你有一個不可抗拒的世界之約
歐洲是你情迷的選擇

旅行是一種寵愛自己的方式
換一個國家呼吸、換一個季節享受
也會給自己換上一個心靜的靈魂

迷人•品味
追尋藝術文化

歷史古城，美景美食的
奧捷匈之旅 TRAVEL WITH  EETS



OUR SERVICE

旅行 可以很精彩的地方
在於行程可以擁抱很大的夢想

舒適。是讓身體在移動的過程放鬆
貼心。是便利再升等的尊榮感
彈性。是個人化活動的必要選擇

驚喜。是感官超現實的味蕾體驗

融入當地人生活體驗
深度城市觀光
安排彈性時間
探索知名景點

購買當地紀念小物

專車搭配飛機航班
讓您免於舟車勞頓
王牌導遊帶您深度遊
讓旅行滋潤您生活

的美好感受

享用當地風味料理
到訪世界最美咖啡館
尊榮享受品質生活的

非凡體驗

彈性 貼心 驚喜

獨一無二
量身訂製行程

精彩看點

ENJOY 
YOUR
TRAVEL



東歐有美景：浪漫而唯美，靜靜的座落在
多瑙河畔。布達在西，佩斯在東。古老的
電車在城市穿行而過，漁夫堡上遍覽全城
風景。夜幕降臨，華燈初上，被點亮的整
座城讓人陷入深深的迷戀中。

古老的伏爾塔瓦河將布拉格一分為二，捷
克的母親河用自己方式養育這裡的土地，
城堡，皇宮，古老的橋樑匠人帶入中世紀
的記憶中。

東歐有音樂，走在古老城市斑駁的石路
上，時不時就會聽到飄揚的樂曲聲，音樂
家和藝術家們帶著心愛的樂器穿行於街頭
巷尾，時來興起便在街頭彈奏一曲。

東歐有藝術，無論是古典還是現代，無論
是裝飾風還是解構主義，在這裡都可以找
到你所鍾意的藝術表達方式。

世界最美咖啡廳—紐約咖啡廳 奧地利國寶—克里姆特
在布達佩斯一棟19世紀的建築中座落著一
間世界聞名百年老店。自1894年運營以
來，20世紀被公認為布達佩斯最美麗，
最享負盛名的咖啡館。與咖啡館結緣的演
員，名人，詩人，藝術家和作家不計其
數。

精緻細膩的壁畫與雕刻，沿柱的大理石和
枝型吊燈，金碧輝煌的程度讓人瞬間詞
窮。金銅色鑲邊的浮雕配上柔和的橙黃色
燈光，彷彿置身與一場隆重的宮廷盛宴。
此次，我們特別安排您在此享用精緻晚
餐，全方位感受如同尊貴的非凡體驗。

克里姆特在很多人眼裡神秘如貓。這位在
藝術史上創造跨時代意義的奧地利藝術家
的畫作近年來在拍賣市場上屢創高價。在
他的時代，他備受爭議。獨特，華麗，金
色和美好的肉體，在他的畫作中反覆出
現。

克里姆特的畫面具有超凡的美感，人幾乎
能本能的感到美好。然而畫作背後卻真實
的反映他對那時代社會的沮喪。此次行程
中，我們特別安排你到訪藏有克里姆特作
品最完整的奧地利國家美術館—維也納美
景宮博物館，巡訪奧地利新藝術運動的鼎
盛時期。

夢幻東歐 •美食美藝



溫泉之鄉—薩伐爾溫泉區 與國王共飲—捷克溫泉小鎮
歐洲的溫泉文化，自久遠前的古羅馬帝國
時期就開始興盛。匈牙利以極其豐富的溫
泉資源成為歐洲人首選的溫泉療養聖地。
而溫泉療效以座落於匈牙利溫泉之路上的
西部小鎮—薩伐爾最為出名。

它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及具千年歷史的古
蹟和全世界最好的溫泉，同時它也是歐洲
溫泉的發源地和始祖。此次特別安排您入
住當地五星級元氣養生溫泉旅館，讓您在
此享受身心靈洗禮。

捷克小鎮瑪莉安斯基和卡羅維瓦利以極具
藥用價值的溫泉而聞名，這裡的溫泉水對
腸胃有極好的調理效果。凡來到這裡的
人，都會拿上溫泉杯暢飲一番。

小鎮卡羅維瓦利由查理四世始建於14世
紀。傳說，查理四世皇帝的獵團偶然發現
了熱礦物水泉眼附近，遂令人修建卡羅維
發利，因而得名國王溫泉。礦泉療養養地
早於16世紀起就獲得許多貴族和富有市民
的青睞。

而瑪莉安斯基則因冷泉得名為皇后溫泉。
這裡的溫泉走廊建築的十分精緻華美，是
當地不可錯過的景點。

夢幻東歐 •溫泉養生



夢幻東歐 •美景美食

饕餮美味—鵝莊烤鵝

藍色明珠—聖沃爾夫剛

童話世界—克倫羅夫

神仙小鎮—哈修塔特

而距离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法十公里
的斯洛伐克小鎮—鵝莊，雖在亞洲名不見
經傳，卻在歐洲知名度頗高。它的名氣正
源於當地獨有的美味—烤鵝和鵝肝。這裡
的烤鵝肉質細軟鬆軟，鹹淡適中，蜜汁的
醬汁造就了烤鵝獨特的口感，令人難以忘
懷。

聖沃爾夫剛依山傍水，陽光充足。自中世
紀以來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公貴族門的
度假聖地。小鎮有一座聞名遐邇的聖沃爾
夫岡教堂，因有“帕赫聖壇”而聞名。這
座小鎮曾被評為世界十大小鎮之一。我們
特別安排您入住湖畔酒店。

有著歐洲最美麗的中古小城之稱，克倫羅
夫風景如詩如畫，伏爾塔瓦河蜿蜒而過，
寧靜而悠遠。紅瓦白牆的房子在陽光的
照耀下露出迷人的風情，彷彿穿越時
光隧道般，重新感受十八世紀的
美好生活。

哈修塔特歷史悠久，在8000年前就已有人
居住在此 。雄偉挺拔的山脈，乾淨清澈
的湖水，漫山松柏成林，鬱鬱蔥蔥，世界
上最古老的鹽礦也位於此。因其如同天堂
般的絕美景色，一度被評選為世界最美小
鎮。



LET‘S START YOUR JOURNEY!
開始您的旅程！

Austria, Czech Republic and Hungary
奥捷匈尊荣之旅

—歐洲台商會會前遊—



April 22th （匈牙利）
布達佩斯Budapest

April 21th （匈牙利）
布達佩斯Budapest

April 23th （匈牙利）
布達佩斯Budapest—巴拉頓湖
Lake Balaton—薩伐爾溫泉區
Sárvár

早上將前往布達佩斯市中心進行城市遊
覽。隨後到訪漁夫堡和馬提亞斯教堂。漁
夫堡為紀念勇敢護衛布達城的一群漁夫所
建，於塔頂可瞭望市街美景。馬提亞斯教
堂外觀裝飾精美，有雕琢精細之三位一體
雕像。

晚餐將在被譽為世界最美咖啡館的紐約咖
啡廳Café New York中進行美食。這間擁有
長達120年歷史的建築，曾經是匈牙利文化
屆的活動中心。金碧輝煌的室內裝潢，讓
人彷彿置身於電影場景。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最美咖啡廳精緻晚餐
住宿：Park Inn by Radisson Budapest 4* 

早餐後前往中歐最大的湖泊巴拉頓湖
Lake Balaton， 這裡也被稱為匈牙利的
大海，為當地的養生度假聖地。我們將
安排您在這景緻優美的湖區享受巴拉頓
湖鮮魚風味餐。 

午餐後將前往莎瓦爾溫泉區SAVAR，抵
達莎瓦爾溫泉小鎮。匈牙利擁有得天獨
厚的溫泉資源，有全歐洲最多的醫療溫
泉，莎瓦爾小鎮更是以其豐富的自然資
源於2010年被歐盟頒發為歐洲最好的元
氣溫泉。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鮮魚風味餐
晚餐：酒店精緻晚餐
住宿：Spirit Hotel Thermal Spa 5*（請
務必攜帶泳衣或泳褲）D2

D1

D3

各位貴賓從各地飛往布達佩斯集合，並入
駐當地旅店。

住宿：Park Inn by Radisson Budapest 4* 



April 24th （匈牙利-斯洛伐克-奧地利）
薩伐爾溫泉區Sarvar—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維也納Vienna

上午前往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提斯拉法
進行城市遊覽。午餐將在距離布拉提斯
拉法20公里的小鎮—鵝莊 Slovesky Grob 
進行。鵝莊小鎮在近百年的時間裡以斯
洛伐克的野味烤鵝和鵝肝享譽世界，幾
乎全世界的美食家都熟知它。

午餐後將前往有世界音樂之都美譽的奧
地利首度維也納，並在此進行城市遊
覽，感受在古典音樂殿堂之都的非凡體
驗。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鵝莊經典烤鵝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Austria Trend Hotel Schloss Wilhelminenberg Hotel   4*

April  25th （奧地利） 
維也納Vienna—薩爾茲堡Salzburg—奧地利湖區Austrian Lake District

早餐後將來到美景宮Schloss Belvedere進
行遊覽，美景宮是哈布斯堡王朝將軍歐
根親王的夏宮，美京宮上宮主要藏有著
名維也納分離派創始人古斯塔夫·克里
姆特（Gustav Klimt）的多幅作品。

午餐後前往奧地利的音樂之城—薩爾斯
堡。參觀米拉貝爾花園，園內石雕、花
壇、 噴泉，均以希臘神話為主題而建
造，精美的花卉和迷園為「真善美」電

影的場景。結束在薩爾斯堡的行程，晚
上我們將入駐湖區酒店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傳統烤肋排餐
晚餐：湖區鱒魚餐      
住宿：Brandauer‘s Villen am Wolf-
gangsee 4*

D4

D5



April  26th （奧地利）
湖區 Austrian Lake Dis-
trict—哈修塔特Hallstatt—
湖區 Austrian Lake District

April  27th （奧地利）
湖區 Austrian Lake Dis-
trict—克倫諾夫Krumlov—
布拉格Prague 

D6
D7

早餐後前往參觀哈修塔特鹽礦，首先您
必須穿上他們採礦的工作服，然後進入
礦坑，瞭解當時採礦的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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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遊覽奧
地利最古老的文化小鎮， 同時也是世界
文化遺產—哈修塔特。

午餐將在奧地利皇室弗蘭茨皇帝和茜茜
公主的訂婚地，溫泉小鎮—巴德伊緒。
午餐后將前往奧地利湖區最大及最出名
的風景區之一—沃爾夫剛湖。這裡是
本地人假日訪問量最高的旅游區。電影
音樂之聲開場時出現的寶藍色的湖就是
它。晚餐將返回酒店享用酒店精緻晚
餐。

這一天我們將驅車前往歐洲最美麗的中古
小鎮契斯基庫倫洛夫，即CK小鎮。當您
抵達這時彷彿時 光倒轉 700 年，小鎮任
何事物都像未曾改變過，伏爾塔瓦河呈S
型貫穿全鎮，小鎮所有街道 都由小石頭
及石板塊鋪成，滿城紅色屋頂及色彩繽紛
的塔樓，迷人的景致令人沉醉其中。

傍晚時分，我們將離開美麗的克倫諾夫，
前往歐洲最美的首都之一—金色的布拉
格。並夜宿布拉格。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西式牛排餐      
住宿：Clarion Hotel Prague Old Town  4*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酒店精緻晚餐     
住宿：Brandauer‘s Villen am Wolfgangsee  4*



April  28th （捷克） 
布拉格Prague

布拉格的美是半露半顯，風情萬種又寂寞擾擾的。 卡夫卡、米蘭昆德拉和斯美塔
那、德沃夏克讓這座中歐名城充滿著藝術的氣息。漫步在布拉格的石板路上，各種
風格的建築在眼前拂過，如同置身中世紀的建築天堂。童話版的場景一個接著一個
躍然眼前，暗藏著美麗的古堡和亙古的藝術傑作。這座全球第一個整座城市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四處瀰漫著愛情和溫暖的味道。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意大利餐
晚餐：啤酒烤鴨餐      
住宿：Clarion Hotel Prague Old Town   4*

April  29th （捷克） 
布拉格Prague—瑪莉安斯基Marianske—卡羅維瓦利Karlov vary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餃子餐
晚餐：捷式豬腳餐     

住宿：Grandhotel Pupp 5*

在捷克有句俗語：「如果生病，就把
卡羅維瓦利的水拿來做處方吧！」今
天我們將安排您來到捷克西部，靠近德
國邊境的兩座溫泉小城— 瑪莉安斯基
Marianske和卡羅維瓦利Karlov vary。前
者有皇后溫泉的美譽，後者有國王溫泉
的美名。

手持造型特殊的溫泉瓷杯，飲一杯溫泉
水，在長廊中健步飲泉，消解一身病
痛，達到健身調養的作用。 歷年來吸
引音樂家蕭邦、德國文豪歌德曾在此療
養。

D9

D8



April  30th （捷克-德國） 
卡羅維瓦利Karlov vary—班堡Bamberg—法蘭克福 Frankfurt

早餐後驅車從卡羅維瓦利前往有小威尼斯之稱的德國古城—班堡。班堡的老城區有上千
年的歷史，在二戰期間非常幸運的躲過了多場戰爭的破壞，是德國最大的一座未受戰爭
破壞的歷史城區，完成保留了11至18世紀的中世紀教堂，巴洛克民居和歷史宮殿建築。
 
午餐後將繼續前往歐洲大陸的金融中心—法蘭克福。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
（GaWC）將法蘭克福評定為德國唯一阿爾法Alpha級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 德國聯邦
銀行、歐洲中央銀行、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均設立在此。於傍晚時分，將安排您前往
台商會指定旅店—巴特洪堡史蒂根伯格酒店，結束行程。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午餐
晚餐：自理      
住宿：Steigenberger Hotel 
Bad Homburg 5*

D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