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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尋訪秋意東歐 波斯匈 古色古香 山中藍眼 14 日
愛戀著古樸小鎮，其藝術、山水美景、建築之心靈饗宴上值得您細細來品味，亦等您體驗著大自然的
原始之美。東歐最後的淨土，如仙境般的塔特拉山國家公園、皮耶尼內國家公園值得您駐足留戀。
【波蘭】展現希望與重生的最佳典範，讓神話交織歷史與仙境，帶您揭開那些重生與希望背後的寶貴
故事。
＊奧斯維辛集中營（UNESCO, 1979）
：納粹德國時期建立最主要的集中營和滅絕營，短短五年中就有
約 100 萬名猶太人死於此地。
＊克拉科夫（UNESCO, 1978）
：曾是中古時代歐洲最大的市集，也是波蘭歷代皇帝的加冕處，幾經戰
火卻毫髮無損，現為世界 12 大歷史重要景點之一。
＊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城（UNESCO, 1978）
：是世界最古老的鹽礦之一。鹽礦深達 327 公尺，內部隧道
蜿蜒曲折達 300 公里長，裡頭除鹽礦外還有禮拜堂、地下湖泊、餐廳等，宛如一個小型世界。
＊波蘭華沙歷史中心（UNESCO, 1980）
：這座獨一無二的城市建築，二戰中徹底摧毀之後完全重建起
來。波蘭人出色地完成了複雜細緻的重建工程，獲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賞。
＊山中藍眼：波蘭和斯洛伐克塔特拉山最大的湖泊，曾被《華爾街日報》評選為全球五大最美麗湖泊
之一的山中湖。
【斯洛伐克】東歐最後淨土，世界上古堡數最多的國家之一，保存良善的中世紀小城、城堡、如仙境
般的塔特拉山值得您駐足留戀。
＊ (斯國 Top 10)：塔特拉山國家公園，素有「迷你阿爾卑斯山」
、
「大自然的明珠」美譽。搭高山纜
車，全方位欣賞塔特拉山的高山美景。而且，什特爾巴斯卡湖是斯國第二大冰川湖泊，波平如鏡，湖
面倒映著鬱鬱森林的美景。
＊ (斯國 Top 10)：皮耶尼內國家公園，杜納耶茨河，流經波蘭與斯洛伐克，峽谷的特色是擁有獨特
的石灰岩地質和地貌結構，及美麗自然生態系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暫定為波蘭的世界遺產。將在杜
納耶茨河搭乘木筏，體驗悠閒的漂流之旅，欣賞地球上第二老的國家公園。
＊ (斯國 Top 10)：布拉提斯拉瓦，斯洛伐克的首都。充滿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名勝古蹟豐富。
＊ 波耶尼切城堡：浪漫無限是個熱戀情侶情訂終生的地方，線條優美的尖頂、造型夢幻色彩粉嫩的
城堡建築，據說是迪士尼樂園睡美人城堡的設計靈感來源。
＊ 奧拉瓦城堡：建在高 112 公尺懸崖上的城堡，周圍的山川、農舍盡收眼底。
＊ 世界上最為特別的民俗建築遺跡〜欣塞馬尼村：原木結構的房屋、脊、屋頂，豐富黑白線條是尖
型或線性。
＊ 伏爾寇裡涅（UNESCO, 1993）
：群山環繞如「童話世界」般小鎮，特別保留至今的少數民族聚居
地，居民仍保有最傳統的生活方式。
【匈牙利】恰巧被多瑙河流域左右一分為二的國度，悠美的河畔城市，多元歷史、因不同地理環境形
成各俱特色的葡萄酒、馬術文化，在歐洲國家中別具特色。源於東方游牧民族〜馬扎爾游牧部落。
＊ 布達佩斯（UNESCO, 1987）
，多瑙河兩岸景致最優美區段－古堡、皇宮、古橋。
＊ 世界十大最美咖啡館 New York Café

＜UNESCO H.W.＞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地：
＊伏爾寇裡涅鎮（UNESCO, 1993）＊布達佩斯（UNESCO, 1987）＊奧斯維辛集中營（UNESCO, 1979）
＊克拉科夫（UNESCO, 1978）＊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城（UNESCO, 1978）＊波蘭華沙歷史中心（UNESCO
1980）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團

費： NTD:

出發日期： 2017 年:9/27、10/16、10/23
★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參觀
01. 桃園 香港 杜哈
預計航班：CX467 TPE/HKG 15:20/ 17:25 (2H) QR817 HKG/DOH 19:10/22:40(8H30M)
今日搭機飛往香港經杜哈轉機，前往鋼琴詩人蕭邦的故鄉：波蘭，夜宿機上。
02. 杜哈 華沙
預計航班：QR263 DOH/WAW 01:30/06:25 (5H55M)
◎聖十字教堂：存放蕭邦心臟的教堂，蕭邦的心臟在巴黎去世以後，親人根據其遺願將心臟帶回波蘭
安葬，便是放在此教堂進門後左手邊第二根柱子內，聖十字教堂因為地理位置靠近華沙大學，因而也
是華沙見證最多學生運動的教堂。
◎舊城區【UNESCO, 1998】
：90%的建築於二次大戰時被摧毀，現在看到的舊城區是重建以後的樣貌，
考古研究相當講究的波蘭人，讓舊城區重現華沙 17 世紀時候的樣貌，儘管建物的年齡都很年輕，整
個舊城區依然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舊城廣場上的◎華沙美人魚雕像，是華沙的精神指標。
★皇家城堡：二戰時期被希特勒下令蓄意摧毀，與舊城區相同，經過波蘭人的努力後重現了她那迷人
的巴洛克式樣貌，現在看來或許覺得很平凡無期，但是在 17 世紀的時候她可是有全歐洲最美城堡的
美稱。
＜餐食＞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

＜旅館＞5*Warsaw Marriott Hotel 或 Intercontinental Warsaw 或同等級
03. 華沙→217km 金斯托瓦
◎瓦津基公園公園：佔地面積 74 公頃，是華沙市民休閒的首選，公園內包含數個博物館與宮殿，最
著名的就是水上皇宮，主入口處有一座蕭邦的雕像，每年夏天時的周日午後，天氣許可的狀況下，都
會舉辦露天音樂會，伴著暖陽、綠地與湖色，感受音樂的薰陶；或者漫步在公園內，與當地人一起在
路邊的小店或攤販購買小零食，享受芬多精的沐浴。
◎水上皇宮：面對湖景，您可以看見水上皇宮的倒影，後退一些看，彷彿宮殿坐落於水上，因而得名。
◎光明山修道院：波蘭最著名的聖母院，也是該國最重要的朝聖地，亦是許多波蘭人的精神首都，修
道院內的金斯托瓦◎黑聖母像被賦予了神奇的力量，是光明山修道院最珍貴的財富。
＜餐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

＜旅館＞4* Pałac Czarny Las 或 Hotel Villa Verde Congress & Spa 或同等級

04. 琴斯托霍瓦→97km 奧斯維辛→68km 克拉科夫
★奧斯維辛集中營【UNESCO, 1979】
，1940 年興建至 1945 年戰敗截止，德軍大約屠殺 450 萬人，其
中猶太人約佔有九成，藉由集中營的毒氣室、高速人體焚化爐及好幾萬噸重的毛髮等證據，可了解 戰
爭之可怕。電影《辛德勒名單》的場景即到此拍攝。
★瓦維爾城堡，堡內收藏歷代波蘭王室的寶貴文物，城堡中的★大教堂是波蘭歷代王朝加冕和王族長
眠之地，前任教宗保羅二世榮登羅馬天主教教皇之前即為該教堂大主教。
＜餐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旅館＞5* Sheraton Grand Krakow 或 Radisson Blu 或同等級
05. 克拉克夫→15km 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城→15km 克拉科夫
★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城【UNESCO, 1978】
：此鹽城至今歷史長達七百年，礦區內共有九層，最淺的在
地下 64 公尺，最深的在地下 327 公尺，通道全長超 200 公里，有如迷宮令人嘆為觀止。您會看到由
鹽所雕刻出來的禮拜堂、古鹽礦工具、地底湖等，其中最壯觀的是以鹽礦雕成的聖金加禮拜堂，鹽殿
裡的石階、燭臺、吊燈及聖母像等全是由鹽雕琢而成。(貼心提醒：鹽礦內恒溫 14 度，冬暖夏涼， 請
您穿著適當的衣物進行參觀哦！)
★克拉克夫舊城區：是在 1257 年韃靼人入侵知所規劃設計的，如今克拉克夫的知名景點都位於舊城
之內。
◎紡織會堂：是中央廣場裡最矚目的焦點，文藝復興式的典雅商場裡可以看到波蘭手工藝品，樓上則
是 波蘭 19 世紀繪畫藝廊，是波蘭國家博物館的 6 個分館之一。芙洛里安城門正對的 Florianska 街
是克拉克夫最熱鬧的街道，餐廳、旅館、咖啡廳、服飾、藝品店應有盡有。
◎聖瑪麗教堂：是週邊最雄偉的建築物，有名的是教堂內的哥德式主祭壇全波蘭最古老最細緻的祭壇
之 一。整點時可以聽見從教堂傳來的喇叭聲響徹雲霄。
＜餐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西式風味餐

＜旅館＞5* Sheraton Grand Krakow 或 Radisson Blu 或同等級
06. 克拉科夫→110km 扎科帕內
◎扎科帕內：有波蘭「冬季首都」的稱號，是波蘭人喜愛的度假勝地，依偎在塔特拉山腳，扎科帕內
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是波蘭最著名的度假勝地和最主要的冬季運動中心，也是波蘭最高的山城。
◎山中藍眼：波蘭和斯洛伐克塔特拉山最大的湖泊，曾被《華爾街日報》評選為全球五大最美麗湖泊
之一的山中湖，以碧綠清澈的湖水聞名。搭乘★馬車上山，並行走健行步道約 2 公里，抵達迷人的山
中藍眼。
＜餐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旅館＞4* Grand Hotel Stamary 或 Hotel Belvedere Resort & Spa 同等級
07. 扎科帕內→120km 皮耶尼內國家公園→75km 斯特爾布斯凱湖 (塔特拉國家公園)
◎杜納耶茨河河峽谷：搭乘★木筏漂流船之旅，暢遊欣賞皮耶尼內山脈景觀，航遊在杜納耶茨河峽谷，
讓你完整欣賞波蘭的皮耶尼內國家公園，欣賞最原始的自然生態，在體驗悠閒的漂流之旅，呼吸最純

淨的大自然芬多精。
◎黃昏與清晨美景〜斯特爾布斯凱湖：是斯國第二大冰川湖泊，在冰河時期末形成，湖中有 5 種原生
湖魚，湖水清澈見底，拍攝著 2,000 公尺以上的群山倒影，湖面倒映著變色的森林和皚皚雪峰的景象，
而名為 Patris，高 2,203 公尺。真的有置身瑞士山區之感。
＜旅遊資訊＞塔特拉國家公園：跨波蘭與斯洛伐克邊境的塔特拉國家公園，由 24 個連綿的山峰組成，
平均高度超過海拔 2,500 公尺，有東歐阿爾卑斯山的美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與生物圈保
護區」
。塔特拉的面積約 212 平方公里，其中有 98％的面積為森林、高山，擁有冰河作用的冰洞與岩
石塔，及高山寒原、高海拔森林、鐘乳石石灰岩地形等豐富生態，吸引登山者造訪，是東歐有名的高
山登山區域。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斯國 Top 10) 5*Grand Hotel Kempinski High Tatras (頂級城堡飯店)或 4*Hotel Patria 或 4*同等級
(*因湖區內僅有一間 5 星飯店，若因客滿無法入住而改住四星飯店，則每位貴賓退價差 1000 元台幣)
08. 斯特爾布斯凱湖 (塔特拉國家公園)→95km 伏爾寇裡涅→24km 下庫賓
塔特拉山絕美山巒氣勢的★纜車登山：纜車至斯洛伐克的洛米基山，高達海拔 2,634 公尺，有塔拉特
山之王的稱號。纜車從山腳出發，需換乘★兩段高空纜車，才可以登頂，在峰頂漫步，體驗“一覽眾
山小” 的絕頂快意，從峰頂欣賞綺麗的綿延山脈景觀。
◎伏爾寇裡涅鎮【UNESCO, 1993】
：群山環繞風景優美的小鎮，是一個刻意保留下來的少數民族聚居
地，小鎮會讓人有種置身於「童話世界」般真實的感覺，村民依舊保有傳統生活方式，全村所有的房
屋都是沿坡而建、二層的獨幢式，木板牆、稻草或茅草頂，外觀粉刷為柔和的顏色，造型既鄉土又有
趣，走在小道上彷似回到中世紀的時光歲月。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斯洛伐克傳統風味餐

住宿：4*Hotel PARK 或 Hotel Turiec 或同等級
09. 下庫賓→10km 奧拉瓦城堡→110km 欣塞馬尼村→56km 特倫欽
★奧拉瓦城堡：建在高 112 公尺懸崖上幾乎是與下面的奧拉瓦河是垂直的，這座山丘城堡是中世紀建
築師們的傑作。城堡的主人巴爾菲家族的畫像放在了城堡的一些顯著位置，登上城堡的最高層，可以
將周圍的山川河流，農莊田舍盡收眼底。
◎世界上最為特別的民俗建築遺跡〜欣塞馬尼村：原木結構的房屋、脊、屋頂，豐富黑白線條是尖型
或線性。房子的外牆裝飾著非常具體的白色圖案，一直保存著當地特色。典型的村莊的位於小法特拉
山脈的山谷中，群山包圍著典型的白色裝飾原始房子，木屋使用獨特元素是他們在外表的幾何圖案裝
飾。飾品的作者，作為規則，是誰最初只裝飾房子的角落裡先用泥土，後來用石灰婦女。然而，自
19 世紀被添加了圖案和各地不貼滿木屋的外牆塗漆。當地的民俗音樂，民俗服飾，民俗舞蹈亦被保
存下來。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住宿：4*Hotel Elizabeth Trenčín 或同等級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10. 特倫欽→68km 波耶尼切城堡→183km 布拉提斯拉瓦
★睡美人的波耶尼切城堡：典雅夢幻的造型，就是迪士尼卡通裡睡美人城堡的靈感來源。令人有著貼
切的親切感，佇立於茂密森林中的城堡，細長的圓柱高塔從森林中竄岀，線條優美的尖頂、造型夢幻
色彩粉嫩的城堡建築，是迪士尼樂園睡美人城堡的設計靈感來源。
◎布拉提斯拉瓦：位於多瑙河畔的布拉提斯拉瓦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充滿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的◎舊城
中心廣場，市區老街保留相當完整的九～十四世紀文藝復興和巴羅克建築群、★聖馬丁教堂哥德式大
教堂、建於十一世紀，並於十九世紀中葉重新整修，巴羅克、文藝復興時期與洛可哥風格建築藝術之
大成的◎市政廳，◎麥可城門曾經是護衛城堡及舊城的要塞，現僅存的舊城門。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布拉提斯拉瓦精選料理

住宿：4*Hotel Devín 或 Radisson Blu Carlton Hotel 或同等級
11. 布拉提斯拉瓦→252km 格德勒→31km 布達佩斯
★格德勒宮：稱為"茜茜城堡"建於 18 世紀，曾經是匈牙利貴族的莊園。奧匈帝國建立後，匈牙利將
莊園城堡重新裝修獻給哈布斯堡國王約瑟夫和伊莉莎白皇后(茜茜公主)，此後一直作為奧地利國王訪
問匈牙利的行宮，伊莉莎白皇后(茜茜公主)訪問匈牙利時多在此居住。
★黃昏之際搭船漫遊藍色多瑙河：一個充滿謎樣，如貴婦般美麗動人的多瑙河最璀璨的城市風華。曾
在 13 世紀中歐第一大城，稱為多瑙河的玫瑰、珍珠、女王。也被稱東歐巴黎，璀燦光芒之都，極多
的電影背景以著此城呈現世人，令人無限迷戀。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布達佩斯精選料理

住宿：5*Boscolo Budapest 或 Sofitel Budapest Chain Bridge 或同等級
12. 布達佩斯→45km 拉薩爾馬術公園→45km 布達佩斯
★拉薩爾馬術公園坐落於格德勒附近一處幽靜美麗的小村莊，由享譽國際馬術界，得過無數獎章的匈
牙利金牌家族 Lazar 所經營，能欣賞到最為純正的歐洲傳統馬術表演，同時還能親身體驗乘坐馬車馳
騁於莊園的草原民族生活。
世界上最美的宮殿咖啡館 New York Café：前身是創立於 1098 年、匈牙利第一本文學雜誌《Nyugat》
的辦公室，經過兩次大戰及共產統治、經營權更迭，New York Café至今仍屹立不搖。
◎英雄廣場：位於市民公園中，是匈牙利建國千年的歷史紀念，各式的雕刻訴說著匈牙利先祖的英雄
事蹟。
◎宏偉的國會大廈，座落在多瑙河畔，集合了哥德式及巴羅克式風格等建築之大成。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農場料理+欣賞馬術表演 晚餐：百年餐廳經典料理

住宿：5*Boscolo Budapest 或 Sofitel Budapest Chain Bridge 或同等級
13. 布達佩斯 杜哈
預計航班：QR202 BUD/DOH 19:10/ 01:25+1 (5H15M)
◎布達佩斯【UNESCO, 1987】
：參觀◎漁夫堡，此乃紀念昔日防禦此地的多瑙河漁夫而命名的城塞，
可俯瞰多瑙河、眺望佩斯市區景緻的瞭望景點。◎布達皇宮，是歷代匈牙利國王的居所，是一座宏偉

的哥德式與巴羅克式混合的建築，參觀色彩絢麗的★馬提亞斯教堂與其新哥德式風格的鐘樓，雄踞丘
陵中央，是歷代匈牙利國王加冕所在，更是也吸引旅人目光。◎宏偉的國會大廈，座落在多瑙河畔，
集合了哥德式及巴羅克式風格等建築之大成。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機上

住宿：夜宿機上
14. 杜哈 香港 桃園
預計航班：QR818 DOH/HKG 03:20/16:05(7H45M) CX402 HKG/TPE 18:35/20:30 (2H)
班機於今天抵達台灣，回到溫暖的家。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2. 訂金 50,000
3. 截止報名日期：出發日 45 天前

⾏者無疆旅⾏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 蘇琬婷 陳奕綸 胡蔓凌 蔡雅安
連絡電話：02-2500-0585

⾏者無疆旅⾏社網站：http://www.spirittour.com.tw/
FB 粉絲專頁連結 / Google+連結 / Youtube 影片連結
Line@ ID : @spirittour / 微信 ID : spiritpe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