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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之都 歐洲之心 奧地利／捷克 雙首都 深度之旅 10天 

 

《航班訊息》                       航班資訊僅供參考! 確切訊息以行前說明會為主 

航班 

編號 
起始地 目的地 

飛起時間 

(當地) 

抵達時間 

(當地) 
飛行時數 

BR 851 桃園國際機場 
香港赤臘角 

國際機場 
08:20 10:05 1小時 45分 

OS 068 
香港赤臘角 

國際機場 

維也納 

國際機場 
13:15 19:15 12小時 

OS 706 
布拉格 

國際機場 

維也納 

國際機場 
08:15 09:30 55分 

OS 067 
維也納 

國際機場 

香港赤臘角 

國際機場 
18:30 20:30 11小時 25分 

BR 868 
香港赤臘角 

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19:25 21:10 1小時 45分 

 

⋈ 精心安排維也納（2晚）及布拉格（3晚五星級）雙首都飯店連泊，悠閒漫遊，

毋須天天整理行李換飯店 

⋈ 使用歐洲豪華進口巴士，車內提供 WIFI（山區訊號若不穩定，敬請見諒） 

⋈ 精選服務品質排名前三名的奧地利航空，安排不同點進出，行程更輕鬆 

⋈ 走訪七處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近距離品味建築與歷史人文的交融 

⋈ 哈爾施塔特與薩爾斯堡雙纜車，居高俯瞰世界文化遺產古城區 

⋈ 每人每天提供礦泉水一瓶 

⋈ 團費不另外收取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服務不打折 

※ 最少成團人數 15人，團費每人 NT$ 88,800.-   

※ 報名訂金繳交：每人 TWD20,000，若無法成團，所收訂金全數無息退還 

※ 報名請洽 阿法國際旅遊  報名專線：(02) 7719-9129 

  電子信箱：service@alphagotour.com.tw  

mailto:service@alphago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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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以下行程僅供出發前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表示購票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Day 1 台北 轉機至奧地利 維也納 (Vienna)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班機飛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當

晚抵達後前往飯店休息，準備迎接明日的精彩行程。 

 13小時 45分鐘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機上用餐 

 四星級 Hotel NH Airport Vienna 或同等級 

 

Day 2 維也納 

 歐洲三大宮殿之一的巴洛克建築★熊布朗宮也稱美泉宮，將

安排當地中文導遊帶領入內參觀,導覽解說，一探這座宮殿的

磅礡氣勢、奧匈帝國鼎盛時期的代表作。2001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將@維也納舊城區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霍夫堡皇宮

區巡禮、哥德式的@聖史蒂芬大教堂成為熙來攘往的城市地

標。環城大道上的@國立歌劇院、@奧地利國會大廈、@市政廳

皆讓遊客們目不暇給。漫步@克恩騰大街及@格拉本街人行購

物大道上，享受自由的午後。 

*首都美景先睹為快：https://goo.gl/n7G8Rr  https://goo.gl/US7NVE   

影片提供：Cities in 4K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維也納豬肋排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四星級 Hotel NH Airport Vienna 或同等級 

 

https://goo.gl/n7G8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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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維也納—梅爾克(Melk)—哈爾施塔特(Hallstatt) 

 @百水公寓(Hundertwasserhaus Wien)，世上最另類的實用建

築。順著多瑙河沿岸，沿路經過 1998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

瓦豪(Wachau)河谷抵達中世紀小鎮@梅爾克，造訪黃白相間巴

洛克式經典建築的@梅爾克修道院，耀眼矗立在 60公尺的山

岩上。午後前往 1997 年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世界@哈爾施

塔特(Hallstatt)，特別安排搭乘★纜車俯視這世界上最美的湖濱

小鎮。  

 維也納—梅爾克 86KM   梅爾克—哈爾施塔特湖區 205KM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西式風味餐   晚餐: 湖區鮮魚餐  

 四星級 Hotel Scalaria或同等級 

 

Day 4 哈爾施塔特－哈萊恩(Hallien)—薩爾斯堡(Salzburg) 

 有趣又刺激的★哈萊恩鹽礦之旅，乘坐電動小火車深入礦

脈，參觀自古聞名鹽礦開採過程演進。午後造訪音樂神童莫

札特的故鄉-薩爾斯堡，@米拉貝爾宮廷花園、@莫扎特的故

居、@穀物小巷以及 1996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舊城區@薩爾斯

堡大教堂，特別安排搭乘奧地利境內最古老的直立式★纜車

參觀郝恩薩爾斯堡要塞 FestungsBahn。*城市美景先睹為快： 

 https://goo.gl/GXMmUP  https://goo.gl/3vVgth   影片提供：Cities in 4K 

https://goo.gl/GXMmUP
https://goo.gl/3vV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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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晚請準備輕簡過夜包入住庫倫洛夫老城） 

 哈爾施塔特湖區—哈萊恩 62KM—29KM—薩爾斯堡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德式風味餐   晚餐: 中式晚餐七菜一湯  

 四星級 Mercure Salzburg City 或 Holiday Inn Salzuburg 或同等級飯店 

 

Day 5 薩爾斯堡—捷克 庫倫洛夫(Cesky Krumlov) 

 前往捷克境內如童話般小鎮的庫倫洛夫，綿長的伏爾塔瓦河

環抱，1992年登錄世界遺產的歷史中心。★庫倫洛夫城堡承

襲著中古世紀風格與傳統，是捷克全境內的第二大城堡區（第

一大為布拉格城堡）。午後散步於蜿蜒石板路上，盡情享受優

雅浪漫的中古情懷。 

*城市美景先睹為快：https://goo.gl/pwSyNB    影片提供：Cities in 4K  

（*今晚請準備輕簡過夜包入住庫倫洛夫老城） 

 薩爾斯堡—捷克 庫倫洛夫 216KM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波西米亞風味烤肉餐  

 四星級 Hotel Old Inn 或 Hotel Myln 或同等級飯店 

 

Day 6 庫倫洛夫—布拉格(Prague) 

 捷克首都布拉格擁有歐洲之心、百塔之城之稱號，造訪 1992

年登錄世界遺產的@布拉格歷史中心: @火藥塔、@舊市政廳

與@天文鐘、@提恩聖母教堂、@胡斯廣場。 

 ★伏爾塔瓦河遊船在河上欣賞左岸的布拉格城堡及右岸古城

https://goo.gl/pwSy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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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建築，造型各異的古今大橋，收納城市美景。 

*城市美景先睹為快：https://goo.gl/YZdswM    影片提供：Cities in 4K  

 庫倫洛夫—布拉格 170KM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地窖餐廳風味料理   晚餐: 交響情人夢特色餐 

 五星級 Grandior Hotel Prague或 Hotel Jalta或同等級飯店 

 
 

Day 7 布拉格—卡羅維瓦利(Karlovy Vary)—布拉格 

 溫泉重鎮卡羅瓦維利，過去曾是貴族專屬的療養聖地。沿著

特普拉河欣賞各式不同建築風格的@市場溫泉迴廊、@公園

溫泉迴廊、@斯普魯特溫泉迴廊，可愛的街道和精品商店，

讓人流連忘返。 

 布拉格—卡羅維瓦利 127KM  卡羅維瓦利—布拉格 127KM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斯拉夫風味烤鴨餐佐啤酒   晚餐: 自理  

 五星級 Grandior Hotel Prague或 Hotel Jalta或同等級飯店 

 

Day 8 布拉格 

 ★古城電車體驗，沿途欣賞由波西米亞國王、神聖羅馬帝國

國王到今日的捷克總統都在此的治理國家大事的★古堡皇宮

區、超越半世紀的雄偉教堂★聖維特大教堂、國王專屬煉金

師的寶地★黃金小巷，盡情暢覽美不勝收的歷史精華。繼續

沿著城堡區走上著名的@查理古橋，橋上處處可見的街頭藝

術，熱鬧非凡。午後可自由享受布拉格老城時光。 

https://goo.gl/YZds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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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美景先睹為快：https://goo.gl/MQU1be   影片提供：Cities in 4K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米其林推薦餐   晚餐: 中式餐七菜一湯  

 五星級 Grandior Hotel Prague或 Hotel Jalta或同等級飯店 

 

Day 9 布拉格 維也納 香港 台北 

 早餐後整理行囊，帶著充實美滿的回憶，準備搭乘豪華客機

返回台灣 

 14小時 5分鐘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 機上用餐   晚餐：機上用餐 

 
 

Day 10 台北 溫暖的家 

 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售價說明與備註》 

1.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會因天候狀況影響或依實際旅館預訂情況，更動前後順序或更改選用餐廳，

正確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主。若遇特殊情況不可抗力之事件，本公司保留行程修改權利。 

2. 本團費用包含：全程機票、食(自理餐除外)、住宿、行程中安排入內參觀的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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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阿法國際旅行社 責任保險及履約保

證說明」。 

3. 費用不包括：簽證費、機場來回接送、護照工本費、餐廳、飯店房間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私人費用等。外

站參團的旅客，團費請另洽服務專員。 

4. 訂金 NTD 20,000元，保留團位後請於三天內繳交訂金，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

成報名手續。 ※ 提醒您：當您繳付訂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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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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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證件需求與團體保險  

A. 報名必備三項資料：客戶基本資料表、護照正本或護照影本、訂金傳真刷卡確認單。>>詳細須知與表格下

載。 

B. 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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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MQU1be
http://www.galilee.com.tw/chinese/04_explore/01_detail.aspx?PID=36
http://www.galilee.com.tw/chinese/04_explore/01_detail.aspx?PI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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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護照申請須知」。（外交部官網） 

C. 為避免旅客因出發當日未攜帶有效護照或因護照證件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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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便配合，需簽具「護

照自帶切結書」交付本公司。 

D. 特殊身分者(如：軍警人員、役男) 請先自行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 

E. 多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合法有效護照；在台屬居留身分者，務必攜帶居留證出入境，

若需辦理簽證，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專員，以便提供相關資訊。 

F. 未成年子女(未滿 18歲) 獨自參團或未有父母雙方同行者，都必須配合法規填寫父母同意書。 

6. 簽證說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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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適用六個月內累計停留 90天免簽證優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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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

專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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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團體住房說明 

A. 若遇飯店客滿、當地節慶或天氣、交通突發狀況，本公司保留更換或調整飯店之權利，敬請諒察。 

B.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本公司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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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單人房為一人房(Single for Single use)，非雙人房供一人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 

D. 三人房通常為雙人房加一床，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12歲以下)才能加床，一大二小或二大一小合住，加床

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彈簧床，空間有限加上三人份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住宿

三人房。 

E.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團體訂房以飯店所確認安排的房型、

樓層為主，如有不便，敬請見諒。倘獲飯店善意升等，非本公司所能掌控，敬請旅客諒察。 

F. 為遵守消防法規，年滿 12歲者不可加床三人(含)以上同室。2~12歲小孩皆需占床，2歲以下嬰兒可不佔

床。 

8. 其他說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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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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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團體訂餐無法取消或退費，國外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特殊餐食

需求。 

C. 行程之景點與餐食照片，為專業攝影師拍攝，景色或菜色會隨時節、拍攝角度而有所不同。 

D.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

位相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航空公司電腦作業系統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

在一起，敬請旅客諒察。 

E. 重申歐盟加強查緝仿冒品，旅客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可處有期徒刑及罰鍰。 

F.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萬 (實支實付)】；旅

https://www.boca.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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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未滿 15歲或 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萬 (實

支實付)】 

G. 脫隊規定：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不能脫隊，脫隊者請自行開立【個人票】，衍生費用請洽本公司服務

專員。 

H. 商務艙及豪華經濟艙，不同出發日報價不同，詳細銷售條件請另洽詢服務專員。 

I. 【退稅辦理】需遵守該旅遊國退稅各項規定，並檢附完整單據與簽名，依退稅規定辦理。領隊僅係協助旅

客辦理退稅之相關流程，並無法保證退稅與否，旅客應自行於離境前辦妥退稅相關手續。 

J. 歐洲各國之電壓均為 220–240伏特 / 雙圓孔插頭（惟英國地區大多為三扁孔)；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

電器等須於國外充電用品，請記得攜帶變壓充電器及轉換插頭。 

K. 歐洲地區之時差因日光節約時間而有所不同，夏季節約時間：歐洲慢台灣 6小時；非日光節約時間：歐洲

慢台灣 7小時。 

L. 各國國碼：克羅埃西亞（385）、斯洛維尼亞（386）、蒙特內哥羅（382）、奧地利（43）、捷克（420）、

匈牙利（36），其他查詢：https://goo.gl/2RSvQ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