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遊多瑙河 歐洲四國河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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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以陽光入味；旅行，以原味感動。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關於旅行的定義，沒有一個共通的答案，有的，也只是觸動心弦的某

個瞬間。

多瑙河(德文Donau)，一條與歐洲政治、經濟和文化藝術纏綿千年的河流，全長2857公里，是歐

洲僅次於俄羅斯窩瓦河(Volga)的第二長河流，流經十個國家，是世界上支幹流經國家最多的河

流。

沿著多瑙河一路蜿蜒而下，或躺在游輪的陽光平臺上觀景，或走進中古世紀歷史建築，或騎行

在夢幻田園間感受自然，時間仿佛也慢了下來。此趟旅程，跟著旅遊達人步調，一同體驗多瑙河

美麗風光及歐洲歷史建築，更難得的是正值「薩爾茨堡藝術節」100週年盛會，讓遠從千里來的我

們恭逢盛事的參與一場舉世聞名、世界級的音樂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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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沿途停靠港口

帕紹 林茨 梅爾克 維也納

布達佩斯

克雷姆斯 布拉提斯拉瓦

埃塞泰爾戈姆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薩爾茨堡藝術節，正值100週年特色1
一年一度的「薩爾茨堡藝術節」，每年都會

吸引來自世界各地40多個國家的音樂愛好者及

傑出表演家出席，成為當今全世界最重要的藝

術盛會之一。

2020年正值一百週年，在長達40多天(2020

年7月18日至8月30日止），於15個場地，呈現

超過222場古典及現代，包括歌劇、戲劇及音

樂劇演出的藝術盛會，是許多藝術愛好者一生

必去一次的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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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具歐洲多瑙河河輪特色及旅遊達人深度導覽

多瑙河，歐洲第二長河流，承載歐洲千年的歷史及風華、美麗與哀愁，沿途的古蹟歷史及自然

景觀，訴說著世代江山的變與不變。在色彩繽紛的秋季，搭乘河輪沿著浪漫的藍色多瑙河輕鬆周

遊列國；同時在我們專業行程安排裡享受自由行般的深入城市小鎮，深度體驗沿途的歷史文化及

自然遺產。

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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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不僅是音樂之都，更是一座擁有

1800多年歷史的古老城市。漫長的歷史，給

它留下了《音樂之都》、《建築之都》、《文化之

都》、《夢之都》等等美譽，而今，它還一舉登

上全球最適宜居住城市冠軍。維也納的建築及

整個城鎮都是歐洲都市的卓越見證，充分展現

了中世紀建築、巴洛克時期建築及現代主義建

築等3個不同時期的風格，這也是維也納歷史

中心於2001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最主要原因之

一。

浪漫與藝術的代名詞 維也納(Vienna)

    四個國家，三個首都，六個世界文化遺產特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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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不僅是匈牙利首都，全國政治和經

濟文化中心，更是歐洲著名古城，早先是遙遙

相對的兩座城市，後經幾個世紀的擴建，在

1873年由位於多瑙河左岸古老傳統的「布達

城」和「古布達」以及右岸充滿巴洛克與古典

主義建築的商業城市「佩斯」合併而成。布達

佩斯素有“東歐巴黎”和“多瑙河明珠”的美

譽。1987年布達佩斯從瑪格莉特島到蓋列特丘

陵的多瑙河兩岸景觀區及布達城堡區被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

多瑙河上的明珠 布達佩斯(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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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地處奧地

利和匈牙利的邊境，是惟一一個同時與兩個國

家接壤的首都。斯洛伐克曾是奧匈帝國時期的

一部份，而布拉迪斯拉瓦，正是當時奧匈帝國

的首都。境內共有百座城堡，部份被列為世界

遺產，且都保存的相當完整，因此有東歐最後

一塊淨土之稱。

世界上唯一同時與

兩個鄰國接壤的首都

布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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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爾克與克雷姆斯間的多瑙河谷被稱為瓦豪

(Wachau)，這段38公里的河岸，坐在遊船上或

深入河谷騎行，觀賞兩岸古色古香的城堡、葡

萄園、小鎮，沿岸盡是美麗山丘，峭壁上點綴

著叢林，以及洋蔥屋頂的教堂，有如一幅美麗

的圖畫。由於優美的自然環境，及巧奪天工的

美麗河谷、沿岸的城堡遺跡，在2000年被列為

世界遺產。

多瑙河最美的一段風景

瓦豪(Wachau)河谷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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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爾克小鎮以一座建於1089年的聖本譯會修

道院而聞名於世，大多數的房子都建於16-17

世紀，最早在羅馬時代就已經有碉堡在此建

立。小鎮大約比修道院的位置低50米，保留著

一些古色古香的房子，包括一處先前的修道院

客棧、一所保護起來的文藝復興風格郵局、護

衛塔樓，及一座帶有醒目十字架的15世紀牧區

教堂。

歷史悠久的可愛小鎮 梅爾克(Me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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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瓦豪的東北端，克雷姆斯河流入多瑙河

的入口處，是多瑙河畔最早有人居住的地區，

出土文物可追溯到3萬2千年前，也是下奧地利

最古老的城市。它坐落在一片片葡萄園連綿起

伏的迷人風景之中，擁有中歐保存最完整的舊

城區。城西的石門，建於1480年，是中世紀四

大石門之一，也是克雷姆斯城的象徵。克雷姆

斯舊城區有許多歷史悠久的樓房，外牆上清晰

瓦豪最東端的歷史古城 克雷姆斯(Krems)
可見浮雕或壁畫的痕跡，歷史悠久到當地人都

說不清楚。穿梭在狹窄的巷弄間，一步一腳印

追尋久遠的歷史，別有一番浪漫情懷。在市政

廳的西面有一座別致的葡萄酒博物館，是由原

來的修道院改建的，這裡的展品敘述出瓦豪地

區葡萄酒釀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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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匈牙利邊境小鎮，從十世紀至十三世紀曾

經是匈牙利的首都。舊城的山丘上，矗立著全

國第一、歐洲第二的“聖母升天大教堂”，這

裡是多瑙河最美麗的河灣，河道以九十度大轉

彎向南流入布達佩斯，河對岸就是斯洛伐克的

小鎮。

觀看多瑙河最美麗的河灣 埃斯泰爾戈姆(Eszterg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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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入哈爾斯塔特就被眼前的美景征服了，

澄澈明亮的湖泊猶如灑落在山嶺間的珍珠，山

湖包夾的環境與古老街道營造出自然與人文的

絕美調和感。山水的自然美景、獨具個性的小

屋、倒映於水面的屋舍，聯手勾勒出世界上最

美的湖濱小鎮，於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最美湖濱小鎮 哈爾斯塔特(Hallstatt)
的名錄。

哈爾斯塔特是奧地利哈爾斯塔湖畔的一個美

麗小鎮，小鎮並不大，小鎮居民據說也就近千

人，但它迷人的景致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

每年來這裡的遊客有近80萬人。



22 23

現今奧地利管轄地域內歷史最悠久的城市。 

薩爾茨堡是音樂天才莫札特的出生地，莫札特

不到36年的短暫生命中超過一半的歲月是在薩

爾茨堡度過的。這裡也是指揮家赫伯特•馮•

卡拉揚的故鄉，電影《真善美》的拍攝地。老

城區在199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

化遺產的名單。薩爾茨堡是一座旅遊城市，城

市的建築風格以巴洛克為主，遊客的人數常常

超過本地人。

莫札特故鄉 薩爾茨堡(Salz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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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天籟之音相伴特色4     揮別舟車勞頓特色5
奧地利是音樂國度，孕育出多位音樂天才，

包括海頓、莫札特、舒伯特、約翰史特勞斯父

子等，就連來自德國的貝多芬也選擇長住在維

也納，創作出諸多輝煌的樂章。

在19世紀，坐船遊覽是歐洲王宮貴族身份的

象徵，一邊喝著香檳一邊在甲板上曬太陽，望

著兩岸風景、悠閒地享受著仿佛暫停的時光。

時至今日，頂級河輪又成為了一種新興的旅遊

方式。

因此，此行，我們也特別貼心設計，沿途安

排小鎮音樂會，以及在船上晚宴後的音樂表

演，表演水準絕對讓您回味無窮。

連續7晚不需要每天整理、搬運行李、更換

酒店，不用乘坐大巴長途跋涉，搭乘河輪到達

多瑙河沿岸的大城市和深度小鎮，而且直接到

達城市或者小鎮的中心碼頭，上岸就是最熱鬧

的地段，有充分的時間在岸上活動，清晨到

達，晚上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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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尖上的誘惑

在船上提供德國、奧地利及來自多瑙河國家

的區域特色菜，且強調有機、新鮮和創新烹

製，也特別考量素食者需要。

一天五餐，從健康的早餐開始，包括蔬菜汁

到有機食品。午餐時，提供多種選擇的3道式

特色6
菜單，而晚上則提供4道式菜單，素食者也是

如此。下午茶時分，Primavera咖啡廳提供傳

統的茶點，包括自製的蛋糕和糕點。午夜時

分，交誼廳的電影或表演結束後，豐盛的午夜

茶點在等著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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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歐洲本地人的旅行方式

騎行歐洲，這絕對是這條航線的亮點之一。在歐洲的許多城市，都有專門鋪設的騎行道路，因

此，即便平日不常騎車的“新手”，也能夠安全玩走所有的景點。

騎著自行車暢遊在森林裡，走走停停逛逛，讓自行車成為你抵達下一個港口和遊船見面的工

具。沿途美麗的風景相伴，自由穿梭、深入探訪小鎮，回到船上舒暢淋浴，叫上一杯沁心涼啤

酒，坐在陽光夾板上享受微風徐徐及兩岸風光，是騎行後給自己最好的獎勵。

特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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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7月23日(四)  臺北—香港 

臺北桃園機場集合，乘機經香港前往慕尼黑

第二天  7月24日(五)  香港—慕尼黑(Munich) 

慕尼黑機場搭車前往帕紹(Passau)

多瑙河遊輪碼頭（車程2小時）。

12：00  帕紹聖史蒂芬大教堂管風琴音樂會

13：00  帕紹午餐，午餐後自由活動

15：30  帕紹登船

19：00  遊船離開帕紹

19：30  晚餐，船上劇院歡迎會

第三天  7月25日(六)

梅爾克(Melk)—克雷姆斯(Krems)

09：00  遊船抵達梅爾克

梅爾克遊覽，參觀梅爾克修道院。

或選擇騎行，從世界文化遺產瓦豪河谷

騎到克雷姆斯上船（37KM）

13：00  遊船離開梅爾克

15：30  遊船抵達克雷姆斯，克雷姆斯休閒遊覽

18：30  遊船離開克雷姆斯

第四天  7月26日(日)  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

07：30  船抵達布拉提斯拉瓦

乘觀光小火車遊覽布拉提斯拉瓦、

城堡及大教堂

12：00  船上午餐

布拉提斯拉瓦自由活動

下午茶Mayor咖啡館咖啡

19：00  船離開布拉提斯拉瓦

第五天  7月27日(一)  布達佩斯(Budapest)

09：00  遊船抵達布達佩斯，乘坐巴士遊覽布達佩斯

(布達部分，城堡山皇宮外觀、

漁人堡) 

09：00  午餐後包車遊覽佩斯，

包括英雄廣場、議會大廈

(雖已事先預約，但若遇當天重大活動

可能會被取消)

聖伊斯萬大教堂、紐約咖啡館、中央市場

22：00  遊船夜遊燈光燦爛的布達佩斯夜景，

遊船離開布達佩斯

第六天  7月28日(二)  埃斯泰爾戈姆(Esztergom)

07：00  遊船抵達埃斯泰爾戈姆，

乘小火車遊覽聖母升天大教堂 

11：30  遊船離開埃斯泰爾戈姆

16：00  遊船抵達科瑪爾諾(Komárno)，
科瑪爾諾休閒遊覽

18：30  遊船離開科瑪爾諾

第七天  7月29日(三)  維也納(Vienna)

08：00  遊船抵達維也納

乘巴士前往熊布朗宮

13：00  午餐

參觀百水公寓、霍夫堡皇宮、

聖史蒂芬大教堂等知名景點

18：00  返回船上晚餐

20：00  遊船離開維也納

第八天  7月30日(四)  

格賴恩(Grein)—林茨(Linz)

09：00  遊船抵達格賴恩，乘巴士到格賴恩城堡，

欣賞城堡室內音樂會

格賴恩遊覽

11：00  遊船離開格賴恩

15：30  遊船抵達林茨

遊覽林茨城堡博物館，

乘登山電車遊覽匹斯特林山

22：00  遊船離開林茨

第九天  7月31日(五)  

帕紹—哈爾斯塔特(Hallstatt)—薩爾茨堡

07：00  抵達帕紹

08：30  乘車前往薩爾斯堡湖區哈爾斯塔特（2.5H）

13：00  Seehotel Grüner Baum酒店午餐

17：00  薩爾茨堡

19：00  晚餐(薩赫酒店) 住宿：薩爾茨堡薩赫酒店

第十天  8月01日(六)  薩爾斯堡 (Salzburg)

10：00  薩爾茨堡市區觀光

        (米拉貝爾花園、糧食胡同、莫札特故居)

12：30  午餐

14：00  薩爾茨堡音樂藝術季

18：00  晚餐

20：00  米拉貝爾花園音樂會 住宿：薩爾茨堡薩赫酒店

第十一天 8月02日(日)  薩爾茨堡

09：30  遊覽薩爾茨堡城堡

12：30  午餐

14：30  參觀藝術季、下午茶

18：30  晚餐

19：30  音樂會觀賞(正式) 住宿：薩爾茨堡薩赫酒店

第十二天 8月03日(一)  薩爾茨堡—慕尼黑—臺北

09：00  乘車前往德國慕尼黑

12：00  午餐

16：00  抵達慕尼黑機場，

        乘機經法蘭克福、香港返回臺北

第十三天 8月4日(二)  抵達臺北

詳
細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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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航班 出發時間 出發地點 抵達時間 抵達地點 航空公司

7/23 BR 857 18：10 桃園 19：55 香港 長榮航空

7/23 LH 731 23：05 香港 05：25+1 慕尼黑 德國漢莎航空

8/03 LH 119 19：00 慕尼黑 20：00 法蘭克福 德國漢莎航空

8/03 LH796 22：10 法蘭克福 15：20+1 香港 德國漢莎航空

8/04 BR 872 19：35 香港 21：30 桃園 長榮航空

航班時間

團費：新台幣295,000元

出團日期：2020年7月23日–2020年8月4日(13天10夜)

費用包含

1.�台北—慕尼黑國際段來回經濟艙機票(團體

機票，團進團出)，兩地機場稅及附加燃油

稅。

2.�河輪8天7夜頂層甲板或中層夾板雙人房

(16.5平方米帶陽臺，約5坪)，若分配在中

層夾板雙人房，團費少7000元/人。

3.薩爾茨堡5星飯店連宿3晚

4. 全行程餐食、下午茶、交通、景點門票、音

樂會門票、司領服務小費、行李小費

5. 船上導遊服務及騎行資訊指導(含詳細騎行

線路描述及騎行地圖)

6. 每個船艙一次部分身體按摩或一次剃鬚服務

7.7速或21速自行車配騎行包租賃

8.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責任保險新台幣500

萬、意外醫療險20萬。(依政府規定，15歲

以下70歲以上，限額投保200萬旅遊責任險

及20萬意外醫療險)

費用不包含

1.個人護照及相關簽證之費用。

2.�船上及酒店內電話、洗熨、收費電視、飲料

等個人消費費用；

3.行李超重費、自由活動之任何個人開支

4.�因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住宿、餐

飲、特殊照護及醫療險自付額。

退費規定

因船期預約後即產生費用，出團前因故取消行

程，將依據以下原則扣取相關費用。

●   出發前120天內取消，除需支付代墊、機票

改票或取消費用外，收取團費10%費用。

●  出發前90天內取消，除需支付代墊、機票改

票或取消費用外，收取團費30%費用。

● 出發前60天內取消，除需支付代墊、機票改

票或取消費用外，收取團費50%費用。

●  出發前30天內取消，除需支付代墊、機票改

票或取消費用外，收取團費90%費用。

●  出發前3天內取消，除需支付代墊、機票改

票或取消費用外，收取團費100%費用。

報名流程

Step1→線上報名，

或來電由專人為您處理報名手續。

Step2→繳交五萬元訂金，

回傳繳款單、護照影本。

Step3→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

Step4→辦理出國手續。

Step5→參加行前說明會。

Step6→機場集合、出發。

繳款帳號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銀行代碼004）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報名請洽

聯合報行旅事業部

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

大同路一段369號2樓(近台鐵汐科站)

電話：02-8643-3517

02-8643-3581

02-8643-3926

02-8643-3543

02-8643-3940

手機：0937-982-238

0915-883-089

0956-200-868

0989-689-609

0933-014-651

      手機均可加LINE

信箱：chihchi.ho@udngroup.com.tw

● 全團人數：20名

● 成團人數：16名

● 報名截止：出團前三個月。

● 因名額有限，恕不接受單人報名。

●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

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請參

考行前說明會資料內所附之正確行程。

●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本公司保有活

動最終說明權，有權臨時變更行程，如有離

隊放棄行程者，恕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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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型介紹
MS Primadonna是一艘大型內河遊輪，也是多瑙河上唯一的雙體船，最多可搭載160名乘客。這條

專為歐洲客人提供服務的河輪，不僅保證了寬敞、充足的船上活動空間、讓人即便在行駛中也能

獲得穩定舒適的體驗感。公共空間也比其他河輪增加了許多，不僅擁有超大的頂層陽光夾板，還

有可以容納150人同時用餐的大型餐廳、酒吧以及每晚上演精彩表演的公共劇院。

●   建於1998年Delphin Queen，2009年翻新。

●   長：113.50 m（371 ft）

寬：17.40 m（57 ft）

●負載吃水：1.60 m（5.2 ft）

●乘員組47名男女

●在奧地利國旗下航行

●ENI 09240010

● 3層甲板：主甲板(10平方米)

上層甲板(16.5平方米)

長廊甲板(16.5平方米)

●船上使用的語言：英語，德語

●接受信用卡（Mastacard，VISA）

內部介紹
●機艙面積16.5平方米

●帶陽台

●SAT-TV

●電話

●小酒吧

●自調式空調

●書桌/椅子

●2張組合床（雙人床或2張單人床）

●帶淋浴和衛生間的浴室

●吹風機

●寬敞的衣櫃

●沙發(上層)或兩把扶手椅(長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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