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國際旅行社

兩晚湖區+
兩晚湖區+七晚五星七晚五星-捷克奧地利三湖傳說 12 天 - 2018
真善美獨家規劃三湖傳說-奧地利哈爾斯塔特湖、沃夫岡湖、德國國王湖
捷克 Cz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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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溫泉區-捷克卡爾皇帝的溫泉"卡羅維瓦利"品嘗 13 座的溫泉湧水
● 捷克布拉格探訪城堡區, 聖維特大教堂, 黃金巷 ,小區, 查理橋, 古城天文鐘等,完整充實!
● 布拉格安排伏爾塔瓦河遊船晚餐,讓美麗的布拉格,感動您的心!

布拉格贈送查理橋塔,讓您感受百塔之城的震撼! 及布拉格市⺠會館新藝術咖啡館下午茶
● 布拉格包含門票最多:聖維特大教堂 , 舊皇宮 ,黃金小巷 , 舊市政廳電梯登頂, 市⺠會館新藝術咖啡
廳下午茶 , 伏爾塔瓦河遊船晚餐+飲料, 木偶歌劇-唐喬凡尼 或 黑光劇 ⼆選⼀ !
● 捷克最美的城鎮"克羅倫夫", 體驗神秘波希米亞風味!

奧地利 Austria
●

獨家安排兩晚湖區住宿 ,讓您充分享受皇家秘境的味道!

● 電影"真善美" 場景巡禮,沿著美麗的真善美之路,來到薩爾斯卡摩谷特湖區,親臨美麗的哈爾斯塔特湖,
接著來到沃夫岡湖 , 特別安排鹽礦之旅,讓您深入地心,感受奧地利!
● 造訪海布倫水泉宮 ,是中世紀奇特噴泉工藝 ,亦是電影真善美的場景!
● 奧地利薩爾茲堡:造訪 "米拉貝爾宮花園" "音樂神童莫札特故居" “薩爾茲堡高堡午餐”
● 安排搭乘奧地利高鐵 由薩爾茲堡前往維也納 ,體驗奧地利工藝!
● 維也納參觀哈布斯堡皇室的夏宮"熊布朗宮", 體驗精緻藝術之美!
● 維也納造訪聖史蒂芬大教堂,百水公寓, 霍夫堡宮, 貝維德雷宮等美麗景點,行程最完整!

德國
●

Germany

獨家安排造訪離薩爾茲堡僅 40 分鐘車程的國王湖 ,並安排國王湖遊船 ,體驗 皇家秘境!

● 電影真善美場景巡禮:

米拉貝爾宮: 這裡也是電影真善美中 瑪麗亞和七位小朋友合唱 Do Re Mi 的場景
薩爾斯卡摩谷特湖區 : 電影中美麗的湖光山色之取景地, 請您親身來到電影中!
海布倫水泉宮 : 電影真善美中 ,大女兒與小男友互訴情衷的玻璃屋場景!
● 獨家安排 音樂饗宴:
百塔之城:布拉格 木偶歌劇"唐喬凡尼" 這是莫札特於 1787 年於布拉格首演的喜歌劇 ,自推出以
來 ,受到廣大好評,用捷克傳統的木偶代替真人的演出, 更能讓您體驗捷克傳統藝術之美, 擔心聽不懂內
容嗎? 真善美之旅將為您準備劇情大綱, 讓您安心享受音樂饗宴!真善美推薦!

百塔之城:布拉格 黑光劇 – 誇張的肢體動作加上奇特的服飾及音樂燈光 ,搭配滑稽的默劇劇情,
帶給您捷克式的視覺效果!
備註: ⽊偶歌劇及⿊光劇為您包含其中⼀項, 您可⼆選⼀ ,請您於報名時 與業務確認!

音樂之都: 維也納愛樂: 古裝音樂會 在著名的維也納愛樂大廳裡,穿著中世紀服飾的音樂家們,為您
演出⼀曲接⼀曲的動⼈樂章,也只有來到音樂之都維也那 ,您才有機會欣賞如此高水準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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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餐食
卡羅維瓦利啤酒豬腳風味餐 +飲料
布拉格交響情人夢餐廳 + 飲料
布拉格伏爾塔瓦河遊船晚餐 + 飲料
布拉格小區七百年騎士餐廳+ 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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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地窖餐廳烤鴨餐 + 飲料
布拉格米其林推薦餐廳晚餐+ 飲料
克羅倫夫中世紀變裝晚宴
奧地利湖區鱒魚風味+薩爾茲堡蛋奶糕 + 咖啡或茶
國王湖畔景觀餐廳風味餐 +飲料
薩爾茲堡高堡餐廳午餐 +飲料
維也納炭烤豬肋排

RIBS OF VIENNA

維也納森林貝多芬之家餐廳 + 新釀葡萄酒

飯店介紹:

參考航班:

阿聯酋航空 :
台北 / 杜拜

奧地利湖區兩晚連泊
布拉格 PRAGUE 徒步區 五星
卡羅維瓦利 Karlovy Vary 五星
克羅倫夫 Cesky Krumlov 五星
維也納 Vienna 五星

維也納 / 杜拜

EK367

2345/0415

EK128

1530/2255

杜拜 / 布拉格
杜拜

EK139

0905/1325

/ 台北
EK366
0405/1640
以上航班時間僅供參考 ,請依航空公司公告為準 !

★包含門票或入內參觀

第⼀天 台北

轉機點

布拉格 Praha

●下車照相

晚餐:機上套餐

宿: 飛機上

第二天 布拉格國際機場 – 卡羅維瓦利

今日班機抵達布拉格國際機場 ,隨後專車前往捷克最知名溫泉鄉-卡羅維瓦利!

卡羅維瓦利 Karlovy Vary:德語的發音是"Karlsbad"意指卡爾皇帝的溫泉, 因為 14 世紀時捷克皇帝
卡爾大帝來此打獵時所發現的溫泉故以此命名!備註: 每年 5 月初 Spa 節及 6 月底 - 7 月初 卡羅維瓦
利影展期間可能改住瑪莉安斯基溫泉鎮,請見諒!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 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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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卡羅維瓦利五星 GrandHotel Pupp or Savoy Westend Hotel or Esplanade Mariánské Lázně or 同級

第三天 卡羅維瓦利布拉格(古城區,猶太區,市⺠會館新藝術咖啡館下午茶)
布拉格巡禮: 午後遊覽古城區●舊市政廳及●天文鐘讓您留下美麗印象, ●金斯基宮及●提恩教堂給您
不同的顏色, 莊嚴的●胡斯雕像訴說著布拉格的歷史 ,華麗的哥德式建築●火藥塔展示著布拉格的光榮,
隨後前往" 猶太區" 經由●猶太會館及●猶太墓園, 訴說著中歐猶太人的完整發展史! 布拉格特別 加贈
布拉格市⺠會館新藝術咖啡館★下午茶! 今晚為您安排★伏爾塔瓦河遊船晚餐, 在遊船上的布拉格因
角度的不同會帶給您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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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晚餐: 伏爾塔瓦河遊船晚餐 + 飲料

午餐: 交響情人夢餐廳+飲料

宿:布拉格徒步區五星酒店
Hotel Intercontinental Prague or Hotel Palace Prague or 或 Iron Gate Prague

or

同級

第四天
布拉格 (城堡區, 小區, 查理橋, 木偶歌劇"唐喬凡尼" 或 黑光劇 )
布拉格巡禮: 今日上午搭乘★電車前往★城堡區! 首先來到擁有由穆夏所創作擁有四萬片彩繪玻璃的
★聖維特大教堂, 波希米亞王朝的★舊皇宮, 紅色磚瓦建築, 聖喬治教堂 ,作家卡夫卡的故居 ,★黃金
巷 !隨後漫步前往●小區 ,小區是十七十八世紀時王宮貴族的官邸區域, 漫步其中, 彷彿回到了中世紀!
擁有 30 尊聖者雕像的●查理大橋 ,是布拉格最浪漫的徒步區 ,橋上的街頭藝人及小販為古橋增添了不
少活潑氣息!
晚上安排音樂活動欣賞: ★木偶歌劇"唐喬凡尼" 或 ★黑光劇 ⼆選⼀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小區七百年歷史騎士餐廳風味料理+飲料 晚餐:地窖餐廳烤鴨風味料理+飲料

宿:布拉格徒步區五星酒店
Hotel Intercontinental Prague or Hotel Palace Prague or 或 Iron Gate Prague

第五天

布拉格(查理橋塔登頂 新城區 下午自由活動)
今日早餐後 請隨著領隊來到★查理橋塔登頂 ,感受布拉格天際線的美麗的震撼!

or

同級

布拉格新城區:矗立著波希米亞第⼀任國王●聖瓦次拉夫雕像的瓦次拉夫廣場 ,是新城區的中心 ,廣場
寬闊的商店街媲美巴黎香榭里舍大道, 您可在此隨意逛逛, 感受不⼀樣的布拉格! 午後自由活動 您可
享受逛街樂趣 , 或是欣賞您喜愛的博物館! 如慕夏美術館等! 午餐請自理!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晚餐: 米其林推薦餐廳料理 + 飲料

午餐: 敬請自理

宿:布拉格徒步區五星酒店
Hotel Intercontinental Prague or Hotel Palace Prague or 或 Iron Gate Prague

第六天

布拉格-

克羅倫夫 Český Krumlov

or

同級

今日早餐後 ,專車往南前往 南波希米亞最美的小鎮 -克羅倫夫 Český Krumlov !

克羅倫夫 Český Krumlov:被稱為捷克最美的城鎮, 蜿蜒的伏爾塔瓦河環繞著美麗的古城中心, 宏偉

的城堡建築, 直指天際色彩繽紛的高塔, 通往城堡綿延的舖石道路, 紅瓦白牆的密集房舍 ,是遊客來到
此世界遺產城久久不捨離開的主要原因! 晚上安排您體驗中古世紀變裝晚宴!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伏爾塔瓦河景觀餐廳料理+飲料

晚餐:中世紀變裝晚宴+飲料

宿: 克羅倫夫 Hotel Ruze or Hotel Zlaty Andel or Hotel Grand or Hotel Krumlov 或同級
(若遇 Hotel Ruze 客滿 改住古城內其他四星飯店 每位貴賓退還 1000nt )

第七天

克羅倫夫-哈爾斯塔特湖(奧地利)-鹽礦–沃夫岡湖-

沃夫岡湖區住宿

哈爾斯塔特鹽礦: 首先搭乘★登山纜車 ,登上海拔 835 公尺高度的★鹽礦的入口, 在這裡換穿礦工的制
服 ,隨後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 深入地底, 探訪礦工的生活, 及傳統取鹽的方法 ,其中會經過兩次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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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梯之旅, 讓您體驗古時礦工迅速到達地底的方法! 地底下的湖泊, 更是讓您驚艷不已! 參觀結束時搭
乘小火車返回地面 ,此行程真善美之旅極力推薦!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奧地利湖區鱒魚風味料理+ 薩爾
晚餐:湖區奧地利風味料理+奧地利白酒
茲堡蛋奶糕+ 咖啡或茶

宿:湖區住宿 Hotel Park hotel Billroth or

第八天

Hotel Margaretha

or Hotel Scalaria

湖區 – 海布倫水泉宮 – 國王湖 遊船 (德國) – 沃夫岡湖區住宿

or 同級

海布倫水泉宮 Hellbrunn Palace: 位在薩爾茲堡南郊於 1613 年由大主教馬爾庫斯興建的★夏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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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湖遊船:伴隨著湖面上的朦朧薄霧
,★搭船巡遊國王湖, 您將能看到著名的●巴特羅梅教堂, 也將被
國王湖遊船
這神秘的湖水及山岩的靈氣所感動!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國王湖畔景觀餐廳風味料理 + 飲料

宿: 湖區住宿 Hotel Park hotel Billroth or Hotel Margaretha

第九天 湖區 –

晚餐:湖區奧地利風味料理+飲料

or Hotel Scalaria

or 同級

薩爾茲堡– 薩爾茲堡高堡午餐 – 奧地利高鐵頭等艙 – 維也納 – 維也納音樂會

薩爾茲堡 Salzburg:參觀於 1606 年由沃夫迪曲主教所建的●米拉貝爾宮, 這裡也是電影真善美中, 瑪麗
亞和七位小朋友合唱 Do Re Mi 的場景 ,隨後經過●莫札特的故居, 來到●王宮廣場您會看到, ●王宮, ●
葛洛肯編鐘等! 隨後您可自由漫步在被喻為最美的中世紀街道, ●"蓋德萊德巷", 享受浪漫時光!午餐安
排您於薩爾茲堡高堡餐廳享用午餐 , 感受壯闊的風景!
午餐後前往薩爾茲堡火車站 搭乘奧地利高鐵頭等艙前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參考火車時間 : 14:50 出發

17:22 抵達

今晚為您安排維也納愛樂 古裝音樂會: 在著名的維也納愛樂大廳裡,穿著中世紀服飾的音樂家們,

為您演出⼀曲接⼀曲的動⼈樂章,也只有來到音樂之都維也納 ,您才有機會欣賞如此高水準的演出!真善
美之旅推薦!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薩爾茲堡高堡午餐 + 飲料

宿: 維也納五星 Hotel Intercontinental Vienna or

第十天

維也納 -

晚餐:維也納碳烤豬肋排風味料理+飲料

Hilton Vienna StadtPark or 同級

熊布朗宮 SchonBrunn – 維也納森林

維也納 Vienna:首先帶您參觀哈布斯堡皇室的夏宮★"熊布朗宮", 此宮仿照法國凡爾賽宮所建, 但是其
精細程度, 絕對超越前者! 首先參觀國王的寢宮, 起居室等能⼀覽皇家⽣活的奧秘, 美麗的皇宮花園也
是您不可錯過的! 隨後返回古城區 :遊覽 ●霍夫堡宮, ●市政廳, ●史蒂芬大教堂, ●歌劇院等名勝 ,隨後
參觀●市⺠公園中⼩約翰史特勞斯雕像 ,●貝維德雷宮!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湯+茶水 晚餐: 維也納森林貝多芬之家餐廳+維也納新釀葡萄酒

宿: 維也納五星 Hotel Intercontinental Vienna or

第⼗⼀天 維也納百水藝術村 - 維也納機場

Hilton Vienna StadtPark or 同級

轉機點

台北

今日上午為您安排夢幻建築師百水先生所設計的●百水公寓,這位奧地利近代最知名的夢幻建築師為您
帶來奇妙的視覺感受並可欣賞百水藝術村中各式藝術作品!, 午餐敬請自理 !前往機場, 搭機返回溫暖
的家!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第十二天 台北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套餐

以上行程若因天候及交通等不可抗力因素,本公司將適度調整次序及內容,但會妥善完成行程內容!
真善美之旅 ‧ 用心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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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餐食內容若因餐廳季節性變動, 將另行於當團行前說明會告知!
本行程報價包含: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本行程贈送項目:
1 提供耳機導覽服務 (於桃園機場發給貴賓,主機於返國時收回,個人耳機不回收)
2 飯店行李服務小費 (每位貴賓⼀件)
3 ⻄式餐每餐贈送⾏程所列葡萄酒或飲料⼀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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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中所列”飲料”指每位貴賓可⾃選⼀杯紅酒或⽩酒或啤酒或軟性飲料或咖啡或茶 )
4 含歐盟要求之旅遊綜合保險 ( 3 萬歐元傷害醫療 + 旅遊不便險 )
5 歐洲地區專用 “圓孔插頭”
6 行李束帶

本行程報價未包含項目:
1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2016 起贈送)
2 飯店床頭小費
3 旅客個人相關消費
備註: 本行程中無自費

本行程適用出發期間 : 2018 年 4 月 - 10 月

WWW.MUSICTRAVEL.TW

客服信箱：service@musictravel.tw

真善美國際旅行社 MUSIC TRAVEL TAIWAN

台北：104 台北市民權西路 70 號 9 樓
台中：407 台中市台灣大道三段 540 號 6 樓-5
高雄：802 高雄市四維四路 7 號 20 樓 D 室

TEL：02-25816619 FAX：02-25816769
TEL：04-27061628 FAX：04-27065443
TEL：07-5369568
FAX：07-5369328

真善美之旅 ‧ 用心去旅行

www.musictravel.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