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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歐斯洛伐克〜鄉村．古城．湖光映雪峰．秋色愛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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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百國＞斯洛伐克(深度的山山水水)、奧地利(多瑙河瓦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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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ajec river 乘大型木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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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什基古堡，「君臨天下、唯我獨尊」磅礡氣勢，中歐大陸最宏偉的城堡之一。
＊ (斯國 Top 10)：布拉提斯拉瓦，名勝古蹟豐富，登上 TV 塔遠眺美麗的多瑙河及古城景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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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波耶尼切城堡，浪漫無限是個熱戀情侶情訂終生的地方，有世界知名的『鬼節』慶典。(據說迪士
尼的城堡以此為藍圖)
【奧地利】多瑙河瓦豪地區＜UNESCO, 2000＞，指的是梅爾克到克雷姆斯，有 35 公里的多瑙河流
域，兩岸盡是充滿神奇色彩的古堡和廢墟，俯視著古老小鎮和村莊，一片片鬱鬱蒼蒼連綿起伏的葡萄
園，襯托出一段段令人心醉的傳說。
＜UNESCO H.W.＞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地：
＊斯皮什基古堡 ＊斯皮什基鎮 ＊波耶尼切城堡 ＊皮耶尼內國家公園 ＊多瑙河瓦豪地區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
費： NTD: 142,000 (全含小費) BR 商務艙追加 NTD: 85,000 起
出發日期： 2016 年(毎週 2、4、6) : 9/28、10/06、10/20、11/03、
01. 桃園 維也納 (奧地利) CI 063 TPE/VIE 23:10/ 06:15+1 (13H05M)
今日搭機直飛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夜宿機上。
02. 維也納→225km 萊維采 斯洛伐克
抵達後，前往斯洛伐克南部鄉村小鎮〜萊維采，位於赫龍河左岸。下午，造訪萊維采城堡。
萊維采城堡 Levice Castle：建築獨特且突出於附近鬱鬱蔥蔥的綠地景觀的美麗城堡，充滿地區色彩
的貴族建築風格特色！屬於聖馬丁教堂的教區的村莊之一，曾被鄂圖曼土耳其佔領過二十二年，之後，
受奧匈帝國統治。
早餐：機上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 HOTEL ASTRU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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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萊維采 →260km 斯皮什基古堡→43km 蓋茲馬洛克
斯皮什基古堡【UNESCO, 1993】
：中歐地區最大的一座古堡，這座以防禦功能為主的大城堡，見到
它的第一眼，有君臨天下、唯我獨尊的磅礡氣勢。其歷史可追溯到九世紀，為了抵抗韃靼人攻打入侵，
建於 12 世紀的城堡，曾為匈牙利國土北邊的堡壘，在十四世紀以及十七世紀陸續完工，成為一座雄
偉壯觀的羅馬式城堡，當時更是通往波羅的海貿易必經的重要皇家城堡。曾為一貴族皇宮及騎士會堂，
歷代的增建使它成為在當時東歐地區集軍事、政治和宗教為一體的最大的建築群。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Hotel Hiedoslv 4*
04. 蓋茲馬洛克→3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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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自然芬多精。
▲黃昏與清晨美景〜什特爾巴斯卡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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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另一端有個令人歎為觀止的風景區〜皮耶尼內國家公園，這個地方讓旅客感覺身處
另一個行星。皮耶尼內國家公園位於波蘭南部與斯洛伐克相鄰，在皮耶尼內山脈的中心區域。該國家
公園建立於 1932 年，公園面積為 23.46 平方公里，其中 13.11 平方公裡的區域被森林所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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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冰河作用的冰鬥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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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資訊＞高塔特拉山特有香草酒 Tatra Tea：酒以秘方調入肉桂等 90 種以上的香料，酒精濃度高
達 50%，酒還未喝濃烈的味道已攻入鼻腔，入喉陣陣灼熱，由於純度高帶著香料味還蠻入口。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斯國 Top 10) Hotel High Tatras 5*Lux (頂級城堡酒店)
05. 斯特爾布斯凱湖 (塔特拉國家公園) →107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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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Hotel PARK 4*
06. 下庫賓 →9km 奧拉瓦城堡→110km 欣塞馬尼村→45km 特列伽斯特普利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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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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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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Hotel PANORAMA 4*
07. 特列伽斯特普利采 →60km 波耶尼切城堡→77km 特倫欽
★睡美人的波耶尼切城堡(Bojnice Castle)【UNESCO, 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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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五月起至十月舉辦世界知名的『鬼節』慶典，有一連串的扮鬼活動及慶祝儀式，此城堡就像一個
露天博物館，值得仔細參觀。
★美麗的特倫欽城堡：特倫欽是斯洛伐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修建於中世紀時期的特倫欽城堡，其歷
史可以追溯至羅馬帝國時期。周圍鄉村的風景非常美，亦是全國最浪漫的城市。特倫欽是特倫欽州的
首府所在地，是斯洛伐克第 9 大城市。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Hotel Trenčín 4*
08. 特倫欽→125km 布拉提斯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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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a radnica)，▲麥可城門，曾經是護衛城堡及舊城的要塞，現僅存的舊城門，▲
巴羅克式建築的總統府，細細品味著布拉提斯拉瓦在中古世紀的絕代風華。▲布拉提斯拉瓦城堡：歐
洲奧匈帝國輝煌時代首都(西元 1541 年到 1784 年)，保留著奧匈帝國哈布斯堡家族在此的豐功偉業，
曾是奧匈帝國女王瑪莉亞‧泰瑞莎，最鍾情的城堡之一。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全夜景饗宴 UFO
住宿：Hotel Devín 4* (多瑙河旁、近舊城區)
09. 布拉提斯拉瓦→172km 梅爾克→ 30km 杜倫施坦
早餐後，前往多瑙河瓦豪地區【UNESCO, 2000】，此段指的是梅爾克到克雷姆斯，有 35 公里的多瑙
河流域，兩岸盡是充滿神奇色彩的古堡和廢墟，俯視著古老小鎮和村莊，一片片鬱鬱蒼蒼連綿起伏的
葡萄園，襯托出一段段令人心醉的傳說。
★富麗堂皇梅爾克修道院：世界上最漂亮的圖書館之一，是座本篤會修道院，位於奧地利下奧地利州
梅爾克鎮的山岩上，俯瞰多瑙河，鄰瓦豪河谷。成立於 1089 年，巴洛克建築修建於 1702 年到 1736
年，有精美的壁畫，圖書館藏有無數的中世紀手稿。在 1780 年到 1790 年約瑟夫二世大量解散奧地利
的修道院時，梅爾克修道院得以倖免，並逃過了拿破崙戰爭的破壞。1938 年德奧合併，學校和修道
院的大部分被納粹收歸國有。於 2000 年連同整個瓦豪河谷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多瑙河畔小鎮杜倫施坦：有瓦豪河谷最羅曼蒂克小鎮美譽。是奧地利下奧地利州克雷姆斯蘭縣的一
個小鎮，總面積 16.81 平方公里，海拔 209 公尺，人口近一千多人。建於 1019 年。小城由古老的城
牆與大片的葡萄園包圍著，山頂上的城堡廢墟更添神秘的色彩。杜倫斯坦修道院，地佇立在多瑙河畔
的一片紅色的屋瓦中，是瓦豪河谷的代表性畫面。小鎮保留古典雅緻的建築，讓人彷彿漫步中古世紀
街道上，原為民宅的古老建築，大多改成紀念品店、餐廳與藝品店。
小鎮上名產都以杏桃與葡萄為主要產品。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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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Gartenhotel Dürnstein 4*
10. 杜倫施坦 Durnstein→95km 維也納市區
上午返回維也納觀光，下午，慢步於舊街並購物。
★奧地利美景宮美術館：專訪藝術家古斯塔夫·克林姆「吻」畫作。館內收藏的藝術品，包括從中世
紀和巴洛克直到 21 世紀的傑作，重點是 19 世紀末和新藝術運動期間的奧地利畫家。展出的最有名的
藝術家古斯塔夫·克林姆和埃貢·席勒。古斯塔夫·克林姆（德語：Gustav Klimt，1862 年 7 月 14 日－
1918 年 2 月 6 日，又譯古斯塔夫·克林姆）生於維也納，是一位奧地利知名象徵主義畫家。他創辦了
維也納分離派，也是所謂維也納文化圈代表人物。古斯塔夫·克林姆畫作特色在於特殊的象徵式裝飾
花紋，並在畫作中大量使用性愛主題。喜歡他畫作的人稱讚有其「沉悶美感」與大膽象徵寓意，但是
卻也招致不少保守派畫家的負面評價。克林姆畫作另一特色為畫中主角大部分都是女人，主題則為
「愛」、「性」、「生」與「死」的輪迴宿命。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世界上最美的 25 個圖書館)：擁有 1000 萬本藏書與展品的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屬於霍夫堡皇宮的一部份，是奧地利最大的圖書館。當初是由奧地利史上著名的泰瑞莎女皇在 1723
年將皇宮的三分之一擴建成國家圖書館，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中央是一個橢圓型的大廳，兩側
則是長型的展廳。挑高的拱頂以及其上的壁畫、金碧輝煌的柱頭與壁飾，幾乎與書櫃融為一色的古書
籍都提供了無數的拍攝重點。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歐式料理
住宿：Hotel NH Vienna Airport
11. 維也納 桃園 航班：CI 064 VIE/TPE 11:35/ 05:45+1 (12H10M)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家園。
12. 桃園

班機於今天抵達台灣，回到溫暖的家。

***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2.
3.
4.
5.

兩吋相片 16 張。(白底彩色近照)
身份証影本。
訂金：NTD 80,000。
截止報名日期：出發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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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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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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