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長榮航空榮獲知名旅遊雜誌 Travel Weekly 兩項大獎 ! 

長榮航空宣布, 知名美國旅遊界報刊「Travel Weekly」,近日於網站上公布 2012

年度最新旅遊界大賞 (Magellan Award) ,長榮航空一次榮獲兩個獎項,方別以皇

璽桂冠艙獲選「國際航空公司商務艙金獎」; Hello Kitty彩繪機則獲選為「最

佳行銷創意銀獎」.「皇璽桂冠艙」是長榮航空針對長程機種推出的全新商務艙

等, 採反魚骨式排列, 座椅可 180度全平躺.每個座位均可獨立進出,旅客包覆

於個人空間內,隱密性相當高，座椅亦經嚴格人體工學測試,另配置有 4向氣囊式

可調整腰靠.此外,亦提供掛衣鈎,個人置鞋空間,上下活動式扶手,雞尾酒檯面等

貼心設計.此外,皇璽桂冠艙服務繼紐約航線後，即將於 09AUG12起新增洛杉磯航

線，提供旅客更舒適的優質服務，惠請大家繼續支持並多加利用。 

 

 

詳情請參考長榮航空全球資訊網 

http://www.evaair.com/html/b2c/Chinese/tips/Airport_service/Baggage/B

aggage_and_Other_Optional_Fees/ 

 

 

 

http://www.evaair.com/html/b2c/Chinese/tips/Airport_service/Baggage/Baggage_and_Other_Optional_Fees/
http://www.evaair.com/html/b2c/Chinese/tips/Airport_service/Baggage/Baggage_and_Other_Optional_Fees/


2. 長榮航空行動商務 APP “EVA MOBILE”可立即免費下載 

為了讓旅客行程更加便利,長榮航空既即日起推出行動商務 APP .凡是使用 APPLE 

IOS 4.0 版本以上之 IPHONE,IPOD TOUCH,IPAD 或是 ANDROID 系統 2.1更新版以

上之 ANDROID 手機便可下載安裝,享受多種便捷服務,包括航班資訊,r 機場報到,

還有電子登機證快速通關等(適用於桃園,大阪,香港國際機場). 

 

3. 長榮航空 10 月 28 號起每週二班飛航台北-函館定期航線 

自 10 月 28 日起將開闢台北-函館定期航線,即日起開始接受訂位,提供赴北海道

的旅客有更多元的選擇. 據長榮航空表示,台北-函館航線初期,每週三,日飛航,

並預計自 12 月起增加為 3 班,分別是每週三,四,日飛航.台北起飛航班編號為

BR138,上午 11點 05分自桃園出發,當地時間下午 15點 35分抵達函館;回程航班

BR137 則於當地下午 16 時 50 分自函館起飛,台北時間晚上 20 時 15 分返抵桃園

機場.去程時間約 3.5 小時,回程飛行時間約 4 小時 25 分鐘. 長榮航空目前每週

7 班台北札幌航線,未來台北-函館航線開闢之後,將是台灣飛航北海道最多的航

空公司,商務或個人自由行的旅客,可任意搭配不同航點進出,讓旅程計畫更加彈

性,讓旅客可以大幅縮短交通時間.  

 

詳情請參考長榮航空全球資訊網 

http://www.evaair.com/html/b2c/Chinese/eva/news/2012/eva_1028_tpehkd_

flight_cth 

 

4. 長榮航空 10 月 9 日起 每週三班飛航台北-仰光航線 

自 10月 9日起提供台北-仰光航線每週 3班的飛航服務,本月 20日開始接手旅客

訂位,無論是商務考察,旅遊或是返鄉探親,都將更加便利. 台北仰光一週 3班,

由台北起飛編號為 BR287,每週二,五,六上午七時 45分自桃園機場起飛,抵達仰

光時間為當地時間 10 點 35分;返程航班 BR288則於當地時間上午 11點 35 分自

仰光起飛,台北時間下午 5點 30分返抵桃園機場,單程飛行時間為 4小時 20分. 

 

詳情請參考長榮航空全球資訊網 

http://www.evaair.com/html/b2c/Chinese/eva/news/2012/EVAAir_News_Taip

ei_zh.htm 

 

 

http://www.evaair.com/html/b2c/Chinese/eva/news/2012/eva_1028_tpehkd_flight_cth
http://www.evaair.com/html/b2c/Chinese/eva/news/2012/eva_1028_tpehkd_flight_cth
http://www.evaair.com/html/b2c/Chinese/eva/news/2012/EVAAir_News_Taipei_zh.htm
http://www.evaair.com/html/b2c/Chinese/eva/news/2012/EVAAir_News_Taipei_zh.htm


5. 超額行李收費新制 

為了提升行李運送之品質,9月 15日起,將執行超額行李新制.詳情如下表: 

 

 



2012年長榮航空 FAM TOUR

親愛的企業會員朋友, 您好:

為感謝您對本公司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護，並增進與  貴公司商誼之聯繫，本公司特於NOV-DEC間舉辦 FAM TOUR 回饋各企業會員朋友;因名額有限，

敬請把握機會儘早報名。詳細出發日及行程表列如下:

行程 出發日期及航班 返程日期及航班 承辦旅行社 報名聯絡人 報名截止日期

整團售價含稅簽

及刷卡手續費

(不含小費)

A 巴里島5天  BR255/28NOVTPEDPS1000/1520 BR256/02DECDPSTPE1620/2135 新台

蕭麗蘭 2513-3005

0910224224

t0227@signet.com.tw

11月19日 NT23,000

B 馬新6天 BR227/03DECTPEKUL0940/1425 BR226/08DECSINTPE1310/1745 新台

侯敏琦 2513-3057

0961235520

t0760@signet.com.tw

11月22日 NT23,500

C 奧捷10天 BR61/27NOVTPEVIE2340/0930+1 BR62/05DECVIETPE1925/1710+1 世邦

黃煜能 2511-1158

0920117339

oneal@spunk.com.tw

周祖修 2521-1313

0936237352

11月19日 NT66,000

D 英國8天 BR67/24DECTPELHR0910/1910 BR68/30DECLHRTPE2120/2145+1 世邦

黃煜能 2511-1158

0920-117-339

oneal@spunk.com.tw

周祖修 2521-1313

0936237352

12月10日 NT59,000

E 荷比法8天 BR75/04DECTPEAMS0840/1935 BR88/10DECCDGTPE1120/0705+1 新台
王秀蘭 2513-3045

lan0213@hotmail.com
11月22日 NT51,000

F 日本九州5天 BR2106/27NOVTPEFUK0810/1115 BR2105/01DECFUKTPE1215/1350 大興
何秀菁 2581-0093

tahsin3@ms78.hinet.net
11月19日 NT32,900

G 函館小樽4天 BR138/02DECTPEHKD1105/1535 BR115/05DECCTSTPE1520/1900 大興
何秀菁 2581-0093

tahsin3@ms78.hinet.net
11月22日 NT25,400

 長榮航空營業部商務課

REMARK:

1.各行程請於上述截件日前將所需證件及基本資料﹝地址電話﹞交予旅行社報名聯絡人。

2.上述團費含機場稅、簽證費用及刷卡手續費。



長榮航空 FAM TOUR 報名表

公司名稱:
        ────────────

職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英文姓名以護照上英文姓名拼音為準

參加行程
A.巴里島5日 ○ D.英國8日 ○ G.函館小樽4日

B.馬新6日 ○ E.荷比法8日

C.奧捷10日 ○ F.日本九州5日

活動說明：

活動對象：長榮航空“企業會員酬賓專案”簽約之公司行號員工及其眷屬一名。

  （需年滿12歲以上）

活動辦法：

1.此團機位需團去團回。

2. 填妥後，請連同員工識別證影本傳真至旅行社報名聯絡人處，並請再行確認。

3. 因機位有限，本公司將以報名先後順序作為名額保障之依據， 請儘早把握機

  會，以免向隅。

  



東歐波西米亞系列～五星奧捷十天 

  城堡、藝術、美食、文化遺產之旅 

出團日期：2012/11/27(二)                                                                            

奧地利～音樂家的綠色靈感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向有音樂之都的美譽，原因是哈布斯堡王室愛好、鼓勵音樂的發

展。來自薩爾斯堡的音樂神童－莫札特，更使得古典音樂在此茁壯，奠定維也納在

音樂世界的永恆地位。奧地利環繞阿爾卑斯山間，有高峻陡峭的山景及寧靜的鄉間風光，喜歡歐

式貴族風格的人，就不能錯過這裡。 

 

 

 

捷克～波希米亞之靈魂、藝想捷克 

捷克布拉格的美麗，並不僅在它的房舍、街道、橋樑，而是整個城市所散發出的恬靜

優美氣息。當你仔細的欣賞這城市後，你會發覺這真是個讓人著迷的城市。美輪美奐

的建築猶如動人的交響樂一般，你真正可以感受到文化與建築的氣息、音樂與藝術的

感覺。歡迎您一同來發現東歐的絕色之美。 

 



 

 

各城市特色～ 

★暢遊奧地利及捷克最為

精華的景點，包括了阿

爾卑斯湖區、捷克溫泉

區及七大世界文化遺產

地區等。 

★前往捷克必去的絕美小

鎮－克倫洛夫。這裡的

規模僅次於布拉格城

堡，幽緩而寧靜古鎮的

被伏他瓦河蜿蜒圍繞

著。小巷弄中各式各樣

的商店，像琳琅滿目的

木製玩具，晶瑩剔透的

水晶飾品，令人難辯真

偽的骨董精品及琥珀寶

石，都選購特色紀念品

的好地方！ 

★世界知名啤酒發源地皮

耳森，有聞名世界的皮

耳森啤酒，以及東歐最

著名汽車製造廠 SKODA。河流交匯、四周環繞著丘陵，風景優美。在皮爾森當然要參觀啤酒

廠，並於廠內享用午餐，暢飲一杯剛出廠最新鮮啤酒，旅程中又增添快活因子！ 

★走訪捷克著名溫泉區─卡羅維瓦利，是歐洲 18 世紀名聞遐邇的社交場所，哥德、莫札特、海頓、

蕭邦、德佛札克等無數知名人士皆曾造訪過。人手一個溫泉杯漫步在 

河岸兩旁散步的情景，讓您體驗另類〝喝〞的溫泉。 

★造訪享有“中世紀寶石”、“千塔之都”、“建築藝術之都”美譽的城市－布拉格，特別安排住宿二晚，

深入探索布拉格並體驗布拉格浪漫人文風情！ 

★前往昔時因銀礦而奉獻的聖塔芭芭拉教堂，哥德式的建築，細細品味庫特納赫拉的昔日繁華。 

★造訪如童話般的小鎮特爾奇，建於 16 世紀的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可可樣式的建築，依然以     

原貌保存 至今，色彩粉嫩惹人憐愛宛如繪畫般的夢幻景緻。 

★前往“音樂之都”－維也納。她是奧地利的首都，有得天獨厚的天然景觀，也有豐富多彩的文

化內涵；有帝王般的華麗宮殿建築，也有平民般的溫婉生活環境；在此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宮廷

尊貴的浪漫，也能夠真正領略人文藝術的美妙。隨著環城大道的落成，巴洛克、新復古建築展

露了維也納獨特的城市風格；再加上普羅大眾對藝術的熱愛，無數音樂家群聚創作，蓬勃了維

也納成為世界音樂之都的永恆地位！ 

 

http://www.austria.info/xxl/_site/tw/_area/433181/home.html
http://www.czechtourism.com/chi/cn/docs/holiday-tips/news/index.html
http://www.czechtourism.com/errorpages/404.html
http://www.czechtourism.com/errorpages/404.html


波西米亞當地美食安排～ 

★全程在飯店內享用自助式早餐(吃飽了再上路！)，我們不刻意標榜多吃西餐，並嚴選當地最佳的

華人餐廳，精心調配午晚餐比例，每天一中一西是最合乎國人口味的用餐方式！ 

★奧地利特別安排品嚐～維也納豬肋排餐風味+啤酒。 

★湖區特別安排品嚐鮮美的～鱒魚風味餐。 

★庫倫洛夫特別安排品嚐～波西米亞捷式豬腳風味+水酒。 

★特別安排於皮爾森享用當地著名～啤酒場風味餐。 

★布拉格安排當地著名～市民會館慕夏啤酒館餐。 

★布拉格安排捷克當地著名～捷克百年地窖烤鴨風味+水酒。 

★獨家安排布拉格查理士橋畔「米其林指南」評鑑(二根刀叉級)餐廳 MLYNEC RESTAURANT 享

用西餐。(如遇客滿會安排另外的同級餐廳)。 

★獨家安排唯美童話小鎮特爾奇～享用雞排風味+水酒。 

 

市場獨家 10 大相送～ 

一大相送：東歐最佳住宿體驗 

★布拉格升等兩晚CORINTHIA HOTEL PRAGUE或AMBASSADOR ZLATA HUSA或同級五星

飯店。 

CORINTHIA TOWERS 

 

AMBASSADOR ZLATA HUSA 

 

 

 

http://www.mlynec.cz/en/mlynec/
http://www.corinthia.cz/
http://www.ambassador.cz/
http://www.corinthia.com/home?l=6&c=6
http://www.ambassador.cz/


 

★維也納升等兩晚 HILTON VIENNA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級五星飯店。 

HILTON VIENNA 

 

INTERCONTINENTAL 

 

二大相送：東歐最佳藝術饗宴 

★魔幻黑光劇（BLACK THEATER），捷克國粹－黑光劇，它的特色是將燈光和色彩作特殊處 

理，營造出奇幻、亮麗的舞台效果，因此也有人稱它為「幻像劇」。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VIEHITW-Hilton-Vienna/index.do
http://www.ichotelsgroup.com/intercontinental/en/gb/locations/vieha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VIEHITW-Hilton-Vienna/index.do
http://www.ichotelsgroup.com/intercontinental/en/gb/locations/vieha


 

★維也納音樂演奏會，維也納素以音樂之都著稱，聆聽音樂會已經成為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每晚在維也納都有許多場的音樂演出，您是否想一同來體驗維也納的音樂之夜。 

 

三大相送：布拉格三大浪漫饗宴 

1.市民會館百年啤酒館餐+水酒 OBECNI DUM(MUNICIPAL HOUSE) 

布拉格市民會館她是老城區近代建築的最佳代表，每年更是以布拉格之春國際音樂節(PRAGUE 

SPRING)為主的音樂表演場所。大門正上方的馬賽克壁畫是史畢勒的作品，名為『向布拉格致敬』，

而正門門廊上的陽台為市長廳，其室內裝潢和史麥塔納廳一樣，都是捷克著名藝術家慕夏(ALFONS 

MUCHA)的傑作！ 

 

2.MLYNEC RESTAURANT 

安排於查理士橋畔「米其林指南」評鑑(二根刀叉級)餐廳 MLYNEC RESTAURANT 米其林推薦

餐廳享用西餐。(如遇客滿會安排另外的同級米其林推薦餐廳)  

 

 

http://www.mlynec.cz/en/mlynec/
http://www.mlynec.cz/en/mlynec/


 

 

2.百年地窖烤鴨風味餐＋水酒 

在舊城區的百年地窖餐廳，中世紀以來許多古城建築均保有地窖文化，拱形天花板，石牆，兵 

器.....搭配上波西米亞水晶吊燈，讓您彷彿置身在中世紀。 

 

四大相送：獨一無二的溫泉杯 

捷克溫泉區獨一無二的飲用溫泉，我們送給您溫泉杯乙個(市值 10 歐元)，讓您親自品嚐飲用！溫泉

杯更是捷克不可獲缺的收藏品喔！  

 

五大相送：伏爾塔瓦河船遊 

體驗布拉格之春，船遊伏爾塔瓦河最能體會波西米亞的人文，我們也送給您！ (市值 20 歐元) 

 

 

 



 

六大相送：莎姿堡『鹽洞探秘之旅』 

在歐洲內陸國境稀有的傳統活動(波蘭及奧地利才有)，我們特別安排您親身感受早期山鹽發掘的過

程及嘗試鹽礦坑中木製滑梯的樂趣與乘船巡遊地下鹽湖。 

 

 

七大相送：美麗的宮殿--熊布朗宮(SCHONBRUNN PALACE) 

維也納由當地專業中文導遊安排入內導覽東歐最美麗的宮殿--熊布朗宮(SCHONBRUNN 

PALACE)，市場有些產品為了省成本而刻意不包， 我們讓您到維也納遊玩不留下遺珠之憾！(市

值 50 歐元) 

 

八大相送：皮爾森啤酒廠體驗之旅 

前往世界知名啤酒發源地皮耳森，有聞名世界的皮耳森啤酒廠，暢飲一杯剛出廠最新鮮啤酒，旅

程中又增添快活因子！ 

 

http://www.schoenbrunn.at/en/home.html
http://www.schoenbrunn.at/en/home.html
http://www.schoenbrunn.at/en/home.html


 

九大相送：『布拉格天文鐘塔 Pražský orloj』 

這裡可以 360 度欣賞布拉格老城區，布拉格天文鐘塔是最好的選擇。我們貼心的安排門票上天文

鐘，您可以搭電梯或走樓梯到塔頂，滿足您對布拉格的美，也別忘了拍照留下難得的老城全景。 

 

十大相送：贈送市民會館慕夏風下午茶 

全布拉格最佳人文薈萃之地--市民會館(OBECNI DUM)，我們安排在館內餐廳享用慕夏風下午茶，

讓您體驗最佳波西米亞風情(如遇客滿我們會安排維也納百水村下午茶)。 

 

 

 

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11/27(二) 第 01天  台北／維也納          BR-061  2340/0930+1 

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快的腳

步，搭機飛往奧地利。翌日在空服員親切的問候聲中飛抵位於歐洲

心臟地帶，曾是偉大的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11/28(三) 第 02 天  維也納(熊布朗宮+市區觀光) 

班機飛抵維也納後，我們帶您欣賞這個在奧匈帝國時

期最為輝煌的城市─維也納。首先前往參觀由女皇瑪麗

亞．泰瑞莎所建成★熊布朗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名之世界文化遺產），及其後花園參觀。世上偉大的

音樂家，如貝多芬、莫札特、舒伯特等都在此地居住

停留過，是強盛的哈布斯堡王朝最具代表性宮殿，著

名的維也納會議也就是在此宮內舉行，美侖美奐的內

部陳設，金碧輝煌的雕刻，不愧為帝國的首都皇宮。

接著展開老

城區觀光：◎國會大樓、◎市政廳、◎霍夫堡宮，接著

欣賞◎國立歌劇院，她是文藝復興式古典的歌劇院，西

元 1945 年因空襲遭到破壞，西元 1955 年復建後，以貝

多芬的「Fidelio」為開幕曲，外觀宏偉的歌劇院內部有

壁毯和以莫札特的「魔笛」為主題的壁畫裝飾，充滿華

麗的氣氛。爾後參觀位於普林茲．歐伊建大道旁平緩斜

丘上的◎貝爾維第宮。她分為上宮及下宮兩座巴洛克式

宮殿。上宮左右

對稱的外觀現為十九、二十世紀繪畫館。下宮以飾有壁畫

的 MauorSaal 最為華麗壯觀，現已成為巴洛克美術館。最

後我們到老城商業區最大地標－★聖史蒂芬大教堂，位於

維也納市中心，原為羅馬式建築曾兩度毀於大火，十四世

紀以後，將教堂改建為哥德式建築，直至十五世紀中葉才

完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遭聯軍轟炸破壞，戰後再度修

復成為今日的規模，教堂屋頂貼滿菱形彩色琉璃瓦，尖塔

高達 137 公尺是維也納的象徵。空閒之餘在這週遭各式各

樣的商店，皆是觀光客最愛逛的店熱鬧非凡，別忘了帶個

紀念品回家吧！今日晚餐特別安排維也納市區著名的奧式

豬肋排風味餐。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奧式豬肋排風味+啤酒 

宿：HILTON VIENNA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級五星飯店 

 

11/29(四) 第 03 天  維也納─阿爾卑斯湖區─莎姿堡 

上午專車前往奧地利最富盛名的薩爾斯干馬格特湖

區，這一帶擁有七十幾個美麗湖泊，周邊環山，是奧

地利著名的避暑、運動、度假勝地，附近美景還曾為

電影「真善美」的場景。湖光山色，令人陶醉在自然

景緻之中！首先前往來到以“白馬亭”一劇而名氣大增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VIEHITW-Hilton-Vienna/index.do
http://www.ichotelsgroup.com/intercontinental/en/gb/locations/vieha


的聖沃夫岡小鎮，漫步在聖沃夫岡湖畔，湖畔的露天咖啡座、精緻小巧的商店，令人流連忘返！

接著來到奧地利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鄉─莎姿堡，前往電影「真善美」拍攝場景所在地◎米拉貝

爾花園，接著徒步經過薩爾斯哈河前往蓋特萊德巷，這條街道目前已闢為行人徒步區，可漫步觀

賞琳瑯滿目的櫥窗，抬頭往上瞧，兩旁的商家無不高掛獨特而有創意的鑄鐵招牌；而蓋特萊德巷 9

號就是莫札特故居，莫札特在此創作所有青少年時代的作品。接著來到主教廣場欣賞廣場上托利

頓及海馬塑像噴泉，參觀◎大教堂及西邊的◎主教宮殿和◎莫札特廣場。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湖區鱒魚風味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RADISSON BLU 或 HOLIDAY INN 或同級 

 

11/30(五) 第 04 天  莎姿堡─鹽洞探秘之旅─庫倫洛夫(捷克最美麗的中世紀古鎮) 

早餐後首先安排前往★鹽洞展開一段神奇探秘之

旅，您將換穿礦工所穿之工作服，乘坐小火車進入

礦坑中，順著滑梯滑入礦坑底層，並由專人介紹如

何將岩鹽送出礦坑，讓您體驗礦工實際工作之辛

苦。續往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92 年評定的人類共

同文化資產，充滿十八世紀中古風味的小鎮－克倫

洛

夫。

她被公認為捷克最美麗的中世紀古鎮，古代即是皇宮

與軍事要塞的綜合體，處處可見紅瓦、白牆，讓您仿

佛回到中古世紀忘記身處何處！其建築、街道、教

堂、要塞等散發出濃郁的古典氣息，令人發思古之幽

情。你更可隨性的穿梭於舊城區的巷弄中尋寶，像是

琳瑯滿目的木造玩具、晶瑩剔透的波希米亞水晶製

品、菠丹妮手工香皂及有機保養品等，是選購紀念品

的好地方！晚餐享用捷式豬腳風味餐。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捷式豬腳風味+水酒 

宿：BELLEVUE HOTEL 或 OLD INN 或同級   

 

12/01(六) 第 05 天  庫倫洛夫－皮爾森(啤酒廠體驗之旅)－卡蘿維瓦利 

早餐後專車前往捷克啤酒發源地－皮爾森，參觀歷史

悠久的★皮爾森啤酒廠，在此您可一窺享譽全球之啤

酒製造奧祕。享用完啤酒廠午餐後我們前往位於捷克

境內最大且風景最優美的溫泉鎮－卡蘿維瓦利。鎮上

於 1522 年時被發現具有療效的泉水，其所含有礦物的

泉水能減輕病痛，至今共發現了百來多處的溫泉源

頭！我們將參觀：◎德夫札克公園、洋溢著巴洛克風

格的◎瑪德琳教堂及兩座著名的◎溫泉長廊等美麗景

點。您亦可手持造型特殊的溫泉瓷杯，飲一杯溫泉水，

在長廊中健步飲泉，達到健身調養的作用！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皮爾森啤酒館風味+水酒     晚餐：溫泉區捷克風味+水酒 

http://www.radissonblu.com/conferencehotel-salzburg
http://www.bellevuehotelkrumlov.cz/
http://www.pragueholiday.cz/ceskykrumlov/old-inn.php


宿：GRAND HOTEL PUPP 或 VILLA BUTTERFLY 或同級  

 

12/02(日) 第 06 天 卡羅維瓦利－布拉格(老城區+查理士橋+伏爾他瓦河遊船+魔幻黑光劇) 

今日懷著虔誠心情，經美麗的波西米亞田園前往捷

克第一大城，有“中世紀寶石”、“千塔之都”、

“建築藝術之都”美譽的－布拉格。首先來到豎立

著捷克改革家胡斯塑像的◎老城廣場，而廣場上建

於 1410 年的★天文鐘塔樓則是廣場上的另一趣味所

在，拍下布拉格老城區全景最佳處，而◎聖尼古拉

斯教堂是布拉格巴洛

克式建築的代表，走著

走著我們到令人觸目

驚心的是◎猶太墓區。如一個問號般的伏爾他瓦河貫穿布拉格，而河

上最受遊客青睞的便是著名的－◎查理士橋，這座建於十四世紀，全

長 520 公尺，兩旁聳立了 30 座雕像，108 聖者的古橋，已然成為布拉

格觀光生活的代表！爾後特別安排體驗布拉格之春★伏爾他瓦河遊

船，暢遊波西米亞音樂之父史麥塔納「我的祖國」中所描述，伏爾他

瓦河壯闊詩性及自然風光。晚餐後安排參觀捷克著名的國粹－黑光劇

（Black Theater），它的特色是將燈光和色彩作特殊處理，營造出奇

幻、亮麗的舞台效果，因此也有人稱它為「幻像劇」。捷克戲劇活動

中最為特殊、知名度也最高。觀眾不需擔心不懂捷克文，盡情欣賞包

羅萬象的題材，以及黑幕劇的影像、特殊燈光效果與肢體表演！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市民會館百年啤酒館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CORINTHIA TOWERS 或 AMBASSADOR ZLATA HUSA 或同級 

 

12/03(一) 第 07 天  布拉格(城堡區+新城區下午茶) 

晨曦中迎接第一道陽光落映眼簾，體驗伏爾塔瓦河

上布拉格的夢幻氣息，猶如置身於時光幻影絕美的

中古世紀中！親臨地球上最精彩的百塔之城，終於

見證到只有歷史才能偉大！走在中古世紀靜靜的街

道上，曾經風起雲湧的歷史歲月，幻想著極盛時期

萬人擾嚷洶湧的繁華景象，心靈更添平靜！上午前

往城堡區展開徒步觀光，首先您將看見城堡區的焦

點★聖維特

大教堂，這座

花了 600 年精雕細琢的巴洛克式建築，亦是國王加冕的地

方，而城堡內亦是 

現在的◎總統官邸。下午前往◎新城區參觀，包括並列著老

字號的旅館、餐廳、咖啡館、畫廊、服飾店的◎瓦次拉夫廣

場及見證「布拉格之春」的◎溫塞拉斯廣場，如今又稱布拉

格香榭大道的熱鬧大街吸引著您流連的目光，我們特別加贈

老城區市民會館的★下午茶，請您以最悠閒心情觀看眼前一切，讓生命的步調放慢下來，此情此

http://www.grandhotelpupp-karlovyvary.com/
http://www.corinthia.com/home?l=6&c=6
http://www.ambassador.cz/


景，凡世難得，真情一生感動！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百年地窖烤鴨風味餐＋水酒 

宿：CORINTHIA TOWERS 或 AMBASSADOR ZLATA HUSA 或同級 

 

12/04(二) 第 08 天  布拉格－庫納赫拉－特爾奇－維也納(音樂會欣賞) 

早餐後馳騁於無痕的田園景色，內心喜悅而動容！

接續前往銀礦鎮－庫納赫拉，1995 年被 UNESCO 明

定為人類世界珍貴遺產，曾為波西米亞王都所在之

地，如今已無盛名之累，幽靜的石城，悠悠的古風，

靜靜的散發著屬於東波西米亞的芬芳，◎聖塔芭芭

拉教堂亦因銀礦的貢獻，有著不同的氣派；接續前

往參觀另類藝術風格的★人骨教堂，教堂內由數個

人骨裝飾而成，如主吊燈、十字架、門楣、拱門…

等。接著馳騁於捷克獨有的明媚景致，挽著情人的

手來到真愛之地－特爾奇古城，此地人口約 6000 人，14 世紀建造的哥德式建築、巴洛克各式造型

不同的建築，至今還完整保存下來。我們會很驚訝的發現源自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在捷克建築

藝術家的手裡，可以發展出捷克特有的地方風格，

而且歷經幾百年仍保存完整，參觀美麗的◎市集廣

場，讓您體會這漂亮的小鎮，逛著精緻但廉價的水

晶製品店，實在是人間一大美事！隨後前往“音樂

之都”－維也納。晚餐後就讓我們如皇室貴族般地

欣賞一場★維也納音樂演奏會，維也納素以音樂之

都著稱，聆聽音樂會已經成為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每晚在維也納都有許多場的音樂演出，今夜一

同來體驗維也納浪漫的音樂之夜吧！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特爾奇雞排風味

餐＋水酒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HILTON VIENNA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級五星飯店 

 

 

12/05(三) 第 09 天 維也納(維也納森林+百水公寓)／台北                      BR-062  

1925/1710+1 

早餐後利用今日最後寶貴時間前往維也納森林

享受森林浴，參觀以石灰岩為主要成份的地下湖，

並安排★遊船。接著來到百水村參觀著名的◎百水

公寓，此為維也納市政府邀請百水先生

http://www.corinthia.com/home?l=6&c=6
http://www.ambassador.cz/
http://www.wro.at/mandarin/index.htm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VIEHITW-Hilton-Vienna/index.do
http://www.ichotelsgroup.com/intercontinental/en/gb/locations/vieha


Hundertwasser 來設計，建於 1977－1986 年，是維也納政府的壯舉。百水先生是一個自然主義與

環保主的崇尚者，他設計沒有規則、不用尺量的建築，每一家的牆壁都不一樣，他把對自然的崇

敬，落實在生活的每個角落。歡樂的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浮雲遊子的心依舊浪漫，卻難捨

依依不捨之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飽滿的行囊中充實甜蜜的回憶取代了無數的憧憬，凝視窗

外的蒼穹，心底悄悄的自己說：我會再回來。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12/06(四 ) 第 10 天  台北  

今日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好難

忘的歐洲之旅。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巴里島風情遊 5 天 

《VILLA4 晚、金堂馬尼、巴杜爾湖、山中湖、SPA》 

※ 【住宿安排】： 

◆巴里島特有花園泳池別墅 VILLA 

巴里島特有的私人別墅，寬敞舒適的臥房，解除您旅程的疲憊及享受甜蜜的感覺，當微風輕

徐，在寬廣舒適的客廳內，可以讓您擁有一個促膝長談，亦或是閒聊、泡茶的渡假飯店！ (因

庭院滿植花草，故較難避免蚊蟲問題，但獨特的休閒方式卻深受外國遊客的青睞及喜愛。) 住

宿之 VILLA 因建築設計每棟各有特色而帶給您不同的享受與觀感，由於 VILLA 為相當私人

性與個人化的風格，所以房型無法統一，或大一點或小一點，均各不相同，在當地導遊或領

隊會盡力協商安排，敬請貴賓體諒。巴里島的 VILLA 因人力或設備不同提供兩種不同型式的

早餐，有的是安排在附設的餐廳中享用；有的則以人工方式提供在房間內享用。  

★花園泳池別墅 VILLA 4 晚：BUMI LINGGAH 布咪琳嘉別墅或 DEDARI VILLA 迪達瑞別墅。 

※ 【飯店介紹】： 

◎BUMI LINGGAH THE PRATAMA VILLAS 布咪琳嘉別墅  

位於巴里島中部 Gianyar 吉安雅 (Batubalan Village)的 Bumi Linggah The Pratama Villas 於

2009 年開幕，佔地 2.8 公頃，共分為 01 BEDROOM(約 75 坪  )、02 BEDROOM(約 90 坪 )

及 03BEDROOM(約 128 坪 )三種房型。  

 

 

◎DEDARI VILLA 迪達瑞別墅  

坐落於金巴蘭區的 DEDARI VILL 距機場只需 20 多分鐘車程，離 KUTA 市區也只要 15 分鐘

車程，整個交通方面是非常便利。DEDARI 的設計採用了濃厚的巴里島風貌，起居室、客廳、

廚房、浴室都相當的寬敞，是休閒渡假的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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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安排】： 

1. GWK 神鷹廣場+傳統克差火舞  

 

2. 【金塔馬尼】：可同時觀賞巴爾杜火山和巴爾杜湖的風光，為巴里島的標誌之一。  

 

 

3. 山中湖+烏倫坦奴~晶閣寺 (水中廟 ) 



 
 

4. 【南洋花香美妍美體露露 LU LUR SPA 2 小時】：令人醉心的 SPA 饗宴，輕輕訶護甦

醒肌膚，寵愛自己活化的容顏。  

 

5. 小婆羅佛圖縮影公園  

◎建築面積 70×70 公尺。1981 年開始興建，2001 年完工，直到 2003 年才正式對外開放。  

◎為了將過去抵抗殖民歷史留給下代子孫所建的紀念館，數十個立體逼真的巴里島歷史場景

縮小模型，不論是當年巴里島與荷蘭軍隊或日軍作戰現場模擬，其人物神態或煙火製作都令

人嘆為觀止！  

◎北門 (代表 Kori Agung)的 17 個階梯，館內的八根主柱，整體高度為 45 公尺的建築，則象

徵 1945 年 8 月 17 日印尼獨立紀念日，即建館目的。  

 

 
 

※ 【貼心贈送】：車上礦泉水。 



※ 【參考航班】：〈去程〉臺北/巴里島 BR255   1000/1520 

                 〈回程〉巴里島/臺北 BR256   1620/2135 

※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巴里島～GWK 神鷹廣場+傳統克差火舞表演  

渡假去囉！懷著一顆期待已久的喜悅心情前往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集東南

亞神話、藝術、夢幻於一身的南洋島國～巴里島。隨著飛機穿越朵朵重雲而緩緩下降，心情

更是不由自主的 high 了起來！  

◆【GWK 文化公園】：位於巴里島景觀視野最好的地段金巴蘭山丘上，原本預計要完成一

座氣勢澎湃的銅像—保護神以及祂的座騎 -神鷹，雖然還未完成，但是完成的部分，足以令人

瞠目結舌，巍然傲岸於山之巔上，山風吹來陣陣花香，睥睨群山氣勢。  

◆【傳統克差火舞表演】：當天色漸暗時，讓熱情的巴里島傳統舞蹈帶您融入巴里島的農村

生活，用豐富的趣味性以及異國風情的音樂來迎接這個夜晚吧！   

◆【金巴蘭沙灘露天餐廳】：最受外國遊客喜愛的金巴蘭海灘區餐廳，安排貴賓於海灘上享

用現場燒烤海鮮餐！ (PS：若遇當日下雨則將改在室內用餐 )。  

晚餐後返回飯店養足精神，以備翌日展開此次豐盛愉快的旅程。晚餐後返回酒店休息，準備

接下來精彩的巴里島行程。  

早：飯店內  午：機上享用 晚：金巴蘭沙灘露天餐廳海鮮燒烤套餐+飲料  

宿：BUMI LINGGAH 布咪琳嘉別墅或 DEDARI VILLA 迪達瑞別墅  

第二天   巴里島～烏布皇宮～烏布傳統市場～猴子森林路～德哥拉朗梯田&閒

情下午茶  

今日就讓我們深入烏布 UBUD！  

烏布 UBUD～巴里島的文化中心！  

烏布 UBUD～巴里島的冥想中心！  

因為那裡不僅瀰漫著自古以來的傳統氣息，在近代又汲取了一些長駐在當地的西方畫家的心

靈，因此烏布成了最富文化氣息的巴里島故鄉！烏布對遊客而言是體會真實巴里島的所在，

典型的巴里島風情在那裡依舊可以被察覺，因為那些水稻田，那些碧洗的藍天，還有那些穿

著傳統服裝的島民，就像是一幅水彩，深刻在人心！  

◆【烏布皇宮】：巴里島共分為二十幾個小王國，也就是有二十幾個蘇丹國王 (相當於酋長 )。

當然這是在以前，現在的國王雖然已經不再擁有王權，但土地還是歸他所有。烏布國王應該

是眾多國王中最富有的一個，皇宮面積不大分前後幾個院子，充滿了大大小小的雕像。現在

皇宮中仍有皇室成員居住，有一些區域是禁止遊人進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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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布傳統市場】：巴里島飾品及紀念品的批發地，在這裡可以體驗深入民情的感覺，在

這裡常可以看到觀光客與當地小販雞同鴨講、討價還價的場面，您可在此體驗殺價的樂趣，

也能用極便宜的價格在這買到您想買的紀念品唷！絕對讓你買到最便宜、最開心！  

◆【猴子森林路】：沿路上有許多間藝術家自營的特色小店，

擺設的藝品都是手工製作，值得您細細品味；或看看精品店、

繪畫、蠟染和極具原創性的工藝品，保證您逛也逛不完。。  

◆【德哥拉朗梯田】：各大雜誌強力放送，也被食尚玩家節目

介紹過，美景當前絕對是您前所未見的視覺享受。綠油油的一

片梯田，讓人看了心礦神怡！在大片的梯田美景中，請別忘了

拍照留念喔。在沿著山璧的餐廳，貼心安排貴賓享用【田園下

午茶】：咖啡或紅茶+印尼口味小點。  

 

早：飯店內  午：網路人氣小吃的烏布 IBU OKA 烤乳豬

飯+飲料  

晚：烏布 THE POND 荷木園髒鴨風味套

餐  

宿：BUMI LINGGAH 布咪琳嘉別墅或 DEDARI VILLA 迪達瑞別墅  

第三天   巴里島～金堂馬尼火山～巴杜爾湖～海神廟～南洋花香美妍美體露露

LU LUR SPA(每人約 2 小時 ) 

◆【金塔馬尼】：位於巴里島中部北邊山區，金塔馬尼可以觀

賞火山風光，也可以遠眺巴杜爾火山和大湖，是以巴杜爾火山

為中心的高原地區。於此享用【印式自助午餐+下午茶】。  

◆【巴杜爾火山和大湖】：巴杜爾火山的火山口直徑有七公里

寬，六十公尺深，近在眼前相當壯觀。巴杜爾火山是一座擁有

巨大火山口的火山，高度 1717 公尺，但  因四周都是火山熔

岩沖刷過的平地，所以顯得特別壯觀，由於火山口積水，形成

了巴里島境內最大湖泊巴爾杜湖，而該湖相傳是湖水女神 DEWU ULUN DANU 的棲息之地，

因此雖然不是排名第一，但巴爾杜火山和巴爾杜湖卻是巴里島的標誌之一。  

◆【海神廟】：位於巴里島西南岸且聞名中外，此廟建於海中岩石上，浮現於印度洋之洶湧

波濤中的廟，象徵著巴里島宗教屹立不搖的指標，每當漲潮時淹蓋整個寺廟四周，彷彿一座

孤島漂浮在海中央而若隱若現，加上神廟中有甘純之淡水自海中湧出，當地人稱之為神水，

傳說可治百病更是憑增它的神祕與美麗。這裏同時也是當地印度教尊為聖地，其漲潮時海水

淹沒整個岩石卻淹不到這座廟，有如浮在海中的一座神廟。  

◆【南洋花香美妍美體露露 LU LUR SPA】：LU LUR SPA 原本是巴里島皇族結婚前才能享

受到的特別待遇，據說以前皇族的女子在結婚前，都要密集安排四十天的護膚 LU LUR SPA

療程，現在則成為最受歡迎的 SPA 之一，療程首先是以精油按摩全身，消除疲憊使身體全

面放鬆，接著以天然的 LU LUR 去角質後，再以新鮮的牛奶與優格鎮靜皮膚，最後將身上的

牛奶洗去，舒舒服服的泡個花瓣浴、浴缸中花瓣的香氣飄散在空氣之中，完成這兩小時貴族

般的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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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如客人於現場不做，則無法退費，回台灣也不再退費。  

PS2：12 歲以下兒童參團，團費恕不包含 SPA。 (因小孩子的角質較薄，未滿 12 歲則不建議

做 SPA)  

早：飯店內  午：印式自助餐+享用下午茶  晚：MANG ENGKING 爪哇水上發呆亭  

宿：BUMI LINGGAH 布咪琳嘉別墅或 DEDARI VILLA 迪達瑞別墅  

第四天   巴里島～山中湖+烏倫坦奴~晶閣寺 (水中廟 )～小婆羅佛圖縮影公園～

KUTA 區洋人街+KUTA 海灘+DISCOVERY MALL 自由逛街購物  

◆【山中湖】在百度庫區，位於巴里東部的高原地區，約海拔

1500 公尺四面環山的  Bratan 湖，景緻宜人氣候涼爽是一個

避暑勝地，由於山上的氣候比較涼爽，請隨身攜帶薄外套禦寒 !

在前往晶閣寺的路途中，兩旁盡是巴里島最聞名於世的梯田及

秀麗的山林景色，快意奔馳，彷彿天下唯我獨尊。  

◆【烏倫坦奴布拉坦寺~晶閣寺 (水中廟 )】建於西元 1633 年所

建造的 Pura Ulun Danau Bratan 位於布拉坦湖，這裡恬靜的

湖光山色常令人動容，更是當地人的精神寄託。真不愧是攝影

師的最愛，那股神聖、靜謐、高貴的美感，實在是深深的撼動人心。  

◆【小婆羅浮圖縮影公園】：島上最新景點，其建築外觀雄偉，入內可參觀「立體逼真＆縮

小模型」之「巴里島歷史場景」數十個，不論是當年巴里島與荷蘭軍隊或日軍作戰現場模擬，

其人物神態或煙火製作皆歎為觀止…，隨後還可沿著旋轉樓梯住上爬到頂樓俯瞰巴里市景…。 

◆【KUTA 區&洋人街&DISCOVERY MALL 自由逛街及 KUTA 海灘黃昏浪漫夕陽遊】前往巴

里島最熱鬧的 KUTA 區及洋人街逛街，您可自由購物，百貨公司、小型精品店 ...等，也可以

享受殺價樂趣哦！接著帶您前往巴里島之被稱為人間仙島，除了本身的文化與藝術生活，更

美的就是 KUTA 海灘的美麗景色。如果您只在 KUTA 洋人街逛街採購，而忽略了就在身邊的

黃昏沙灘美景，會是多大的損失呀！本公司特別安排知性感性的您，與您的至親好友、神仙

伴侶，一起攜手漫步 KUTA 海灘，享受黃昏夕陽的一種浪漫！  

 

早：飯店內  午：食尚玩家推薦的人氣小吃

MALIOBORO 酥骨雞風味套餐  

晚：STAR ANISE 南洋巴東 20 道料理皇

家貴族餐  

宿：BUMI LINGGAH 布咪琳嘉別墅或 DEDARI VILLA 迪達瑞別墅  

第五天   巴里島～品嚐道地爪哇黃金咖啡～土產店饋贈親友～DFS 國際免稅店

～巴里島機場／台北  

◆【咖啡藝術及製造】：印尼是第二大量產的國家，在印尼最有名且最受各國旅客喜歡的是—

黃金咖啡 ,這種咖啡生長於海拔 1200 公尺 ,且顏色呈金黃色，香味濃郁 .咖啡因較低，因而成

名，在巴里島有專門研製有名的黃金咖啡，我們參觀咖啡的製造過程，從咖啡樹 ..咖啡豆 ..

去殼 ..晒乾 ..烘焙 ....的處理製造過程，現場也有教大家咖啡正確的沖泡方式及冰咖啡、熱咖

啡的不同做法，當場亦可品嚐、無限暢飲，口味精選，值得您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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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產店】：印尼的特土產～胡椒粉、咖哩、雞湯醬、蝦餅 ...等。  

◆【免稅店】：享受地方免稅儲蓄世界領先的豪華品牌。我們為您帶

來最廣泛的選擇知名品牌，許多只在 DFS 的巴里島，而最大的免稅

商店在巴里島。DFS 環球免稅店提供許多 DFS 獨家銷售商品和一批

當地特色的獨特選擇，趕快趁這次難得的假期一次購足吧！  

行程將近尾聲了！請您務必回憶一次這五日來的種種，深刻的印入腦

海，因為飛機起飛時刻在即，結束難免，但巴里島的熱情永遠在南洋的海上，期待您下一次

的造訪！  

 

早：飯店內  午：港式飲茶 (吃到飽 ) 晚：機上享用 

宿：溫暖的家 

 

 

 



 

  
 
 

 

 

 

 

 
 

 
 

■廣島和平公園 

1945年 8 月 6日，在廣島刻下悲痛的記憶。廣島被投下世界第一顆原子彈，全市在瞬間被夷為平地，化為一片焦 

土。現在，把原爆中心點的附近整頓為和平公園，園內保留了當時被爆唯一留下來的建築物，完整顯現當時被炸 

的景象。1996 年以「傳達人類錯誤的歷史財產」登上世界遺產的金氏世界紀錄。 

■搭乘渡輪至宮島～世界遺產（日本三景之一）～巖島神社～大鳥居 

於西元 1168 由平清盛命人整建，據說是仿當時貴族寑宮而設計；您可欣賞到漫遊全島的神鹿；其中佇立於上（漲 

潮時）的朱紅鮮豔的宮島大鳥居更是聞名全日本。 

■日本三大奇橋～岩國錦帶橋 

全長 205米，寬 5米，為日本三大奇橋之一，是在延寶元年(1673年)採用當時最進步的技術建造而成，優美五孔 

拱橋倒映在錦川河面上，交織成一幅美麗景色。 

■東洋第一鐘乳石～秋芳洞 

於山口縣中西部，是日本最大的岩溶高地。黃金柱、百枚皿等特景讓您嘆為觀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秋吉台的
地下約 100 米的地方，為東洋第一大鍾乳洞，洞內氣溫常年保持在攝氏 17 度左右。這個巨大的鍾乳洞，是石灰岩
被地下水慢慢地溶化後，經過 30萬年的歲月逐步形成的，在裏面可以觀賞到青天井、百枚皿、黃金柱等許多奇觀。 

■門司舊港口～典型歐洲新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建築 

門司港地區自由散策，在大正時代時陸陸續續興建許多洋館，充滿異國風情。您可在這浪漫地區裡參觀九州最古
老木造車站建物的 門司港車站、保持愛因斯坦住過房間原貌的三井俱樂部、紅磚瓦玻璃美術館、懷古風味的舊門
司海關、固定時間會將橋面打開與水面呈現 60度角的 Bluewing Moji、遊覽關門海峽、參觀九州鐵道紀念館等處。 

 ※全程使用 A級 HTL二人一室，採用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天 數 行                    程 HOTEL 

第一天 
11/27 

台北 福岡空港 關門大橋 東洋第一鐘乳石～秋芳洞 秋
吉台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九州的福岡
空港，抵達後專車前往北九州【關門大橋】，關門海峽是本州下關與九州門司相對
的海峽，其相連接之大橋稱為關門大橋，兩海港之間曾經發生過許多美麗、浪漫的
故事；此 橋完工於 1973年，全長 1068公尺，是連結九州、本州的主要交通要道。
爾後前往【秋芳洞】在秋吉台的地下約 100 米的地方，爲東洋第一大鍾乳洞，洞內
氣溫常年保持在攝氏 17度左右。這個巨大的鍾乳洞，是石灰岩被地下水慢慢地溶化
後，經過 30萬年的歲月逐步形成的，在裏面可以觀賞到青天井、百枚皿、黃金柱等
許多奇觀。接著前往【秋吉台】，同樣為石灰岩行程之獨特地形草原，據說這些石
灰岩約 2 億年前因地質作用從海底形成日本三大鐘乳石洞之首的秋芳洞及喀斯特地
形景觀之秋吉台自然風光，也是日本規模最大的岩溶高地，總面積達 130平方公里，
三億年前原為海底的石灰岩珊瑚礁，在秋吉台你可以看到各種形態的石灰岩，如在
碧綠的高原上冒出來的無數的石灰岩柱、石灰坑、石灰坑集中的石灰盆等。 

萩溫泉 

GRAND天空 

或 

湯本溫泉 

或 同等級 

早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午餐/九州拉麵或烏龍麵 晚餐/日式懷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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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1/28 

萩城遺跡*散策* 萩博物館 北長門海岸公園～青海島★贈送
遊船 日本三大奇橋～岩國錦帶橋 
早餐後前往【萩城遺跡】，萩城遺跡指的是因關原會戰後毛利輝修建的指月城，現
在僅有城堡一部分還保留原形，現為指月公園。內有萩史料館以及荻燒資料館等，
您可體驗另一種歷史脈動。位於日本海沿岸的山口縣中部，是坐落在三面環山的阿
武川的三角洲地帶的「城下町」（以諸侯的居城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城鎮），擁有許
多保存完好的傳統建築，沿海部分屬於北長門海岸國定公園。17 世紀初，武將毛利
輝元，在位於荻市西北部的指月山腳下建造了荻城，直至目前還保留著部分城牆、
石牆，現在已作為指月公園對外開放。位於荻城外護城河東面的城下町，還保留著
有悠久歷史的小路和倉庫，被叫做「生子壁」（凸棱格子牆）的倉庫白牆壁上，貼
著用泥灰固定的方形瓦。現在對遊人開放的江戶屋街、伊勢屋街、菊屋街，這 3 條
街道一帶，就是荻城的城下町，被指定為國家史跡。另外位於外護城河遺址東邊的
內護城河附近，過去是地位高的武士的居住區，現在是重要傳統建築保護區。接著
前往【萩博物館】，維平成 16年紀念敵開腐 400年所創，武士屋敷住宅風的建築物
展示歷史資料，也有高杉晉作品資料室。爾後青海島是山口縣長門市北部，日本海
仙崎灣海面上的島嶼。有青海大橋和仙崎連接，島的 周長約 40 公里，有海上阿爾
卑斯的別稱，是北長門海岸國定公園代表性的名勝景點。整個島嶼被指定爲天然紀
念物，青海島北側的海岸，經洶湧的日本海波濤的侵蝕，形成了眾多的海蝕洞穴、
懸崖、怪岩。其中就有宛如挺拔在海面上的 16 尊羅漢（羅漢是指佛教中修行達到
最高境界的人）的 16 羅漢岩、矗立在海面上高約 40 米的大門岩礁~洞門和島見門
等，本公司特別安排搭乘觀光船一同來欣賞這一片美麗的湖光山色。之後前往【岩
國錦帶橋】，錦帶橋全長 205米，寬 5米，為日本三大奇橋之一，是在延寶元年(1673
年)採用當時最進步的技術建造而成，全橋未使用任何一根鐵釘。優美五孔拱橋倒映
在錦川河面上，交織成一幅美麗景色。 

廣島 

王子 

或 

全日空 

或 

RIHGA ROYAL 

或 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海鮮定食 晚餐/居酒屋餐 或 自選餐 

第三天 
11/29 

廣島平和公園 平和紀念館 搭乘渡輪至宮島～世界遺產（日
本三景之一）～巖島神社～大鳥居 赤間神宮 春帆樓(日清講
和紀念館) 門司舊港口～典型歐洲新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
自由散策* 
早餐後專車前往【平和紀念公園】，座落元安川和本川之間的三角地帶，是一座花
開四季、色彩繽紛的美麗公園；園內有平和紀念資料館、平和紀念館、廣島國際會
議場等各項設施，1945年 8 月 6 日，在廣島刻下悲痛的記憶。廣島被投下世界第一
顆原子彈，全市在瞬間被夷為平地，化為一片焦土。現在，把原爆中心點的附近整
頓為和平公園，園內保留了當時被爆唯一留下來的建築物，完整顯現當時被炸的景
象。1996 年以「傳達人類錯誤的歷史財產」登上世界遺產的金氏世界紀錄。後搭乘
渡輪途中瀨戶內海一覽無遺，有如一幅調和的日本畫，抵達建於海中、遠近馳名的
日本三景之一【巖島神社】，於西元 1168由平清盛命人整建，據說是仿當時貴族寑
宮而設計，型式非常優雅，朱色的大鳥居及社殿處於瀨戶內海之間，與背後廣大的
綠色群山所包圍，兩者相互輝映，非常美麗。觀賞矗立海中牌樓【朱色大鳥居】至
漆上朱紅色的巖島神社(供三女海神、司航海、藝術之神)漲潮時，海水正好進到撐
高的正殿下，更是聞名全日本。接著前往【赤間神宮】，為紀念在壇之浦之戰，年
幼戰敗投水而死的安德天皇，面海而建的神社。依據海底龍宮城的形象所建成的水
天門，白牆朱漆的特色十分著名，另外落難平家一門的七盛塚、小泉八雲怪談中的
木像等物品都在神宮內。接著前往【春帆樓】今已改名為日清講和紀念館。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朝代表李鴻章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此簽訂馬關條約，至今樓內仍維持
著當時簽約之景緻。續前往因與大陸貿易兒繁榮的【門司港地區】自由散策，在大
正時代時陸陸續續興建許多洋館，充滿異國風情。您可在這浪漫地區裡參觀九州最
古老木造車站建物的 門司港車站、保持愛因斯坦住過房間原貌的三井俱樂部、紅磚
瓦玻璃美術館、懷古風味的舊門司海關、固定時間會將橋面打開與水面呈現 60度角
的 Bluewing Moji、遊覽關門海峽、參觀九州鐵道紀念館等處。 

福岡 

北九州八幡ROYAL 

溫泉渡假飯店 

或 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炸蝦定食+紅葉紅豆餅 晚餐/飯店內迷你懷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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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旅行社  
       www.tahsintour.com.tw 

 

第四天 
11/30 

耶馬溪～岩峰奇谷(楓紅期：約 11 月中旬)  縱覽奇岩環
繞的「一目八景」～深耶馬溪  青之洞門  福岡秋月城
跡～黑門(楓紅期：約 11 月下旬) 
早餐後專車前往位於山國川上流的峽谷【耶馬溪】，位於大分縣西北部，是日本最大的
溶岩高地經山國川等河流侵蝕而成的溪谷。現在，以山國川為中心遍及東西 36 公里、
南北 32 公里的地帶，已形成了一個由雄偉溪谷與綿延的奇岩怪石所組成的壯美景觀。
爾後前往【深耶馬溪】， 「耶馬溪山水天下無」，1818 年當日本詩人賴山陽踏入山國
川流域的溪谷時，但見岩峰、樹木、溪谷清流交織成彷彿南畫風景，不禁擊掌稱奇，認
為是「海內無 雙之山水」。在深耶馬溪的展望台能夠一眼看盡 8 個岩峰的美景，稱為
「一目八景」，取名海望嶺、仙人岩、嘯猿岩…等 8個奇岩偉石造型各異其趣，豔紅的
秋楓季 節格外顯得奇美無比。接著前往【青之洞門】，傳說是古時候的僧人由於不忍
看到旅行者在斷崖險處受困，花費 30 多年時間，僅憑鑿子錘子挖通的全長約 185 米
的隧道，在此處特別有名。之後前往【秋月城跡】，秋月素有筑前小京都之稱，自江戶
時代初期以後，就因黑田藩的城吧而開始繁榮，其城牆及護城河及又名荷蘭橋的眼鏡橋
等，均保存當年容貌。接著前往遺留至今的大手門：「黑門」與「長屋門」是日本的重
要文化財，並有珍奇的石築雙曲拱橋古色古香，放鬆心情在此漫步，輕風徐來、靜謐氣
氛更顯悠悠古意，此地尤以春櫻、秋楓著名，特別是紅葉之美令人為之摒息。 

褔岡 

海鷹 

或 

新大谷 

或 

大倉 

或 

凱悅 

或 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定食+小火鍋 
晚餐/牛肉 or黑豬肉涮涮鍋 

或 博多運河自助餐 或 烤肉餐 

第五天 
12/1 

路經 YAHOO！雅虎巨蛋球場巡禮～握手廣場 日本免稅店 福
岡空港 台北 
早餐後專車會路經福岡【雅虎巨蛋】，雅虎巨蛋即是原海鷹城巨蛋，海鷹城與海鷹巨蛋
是連成一體，其建築宛若一艘大船航向大海，中庭如風螺號角，在自然培育的植物裡，
好比一座自然公園。隨後前往【日本免稅店】自由購物。之後整理行裝，搭乘豪華客機
飛返溫暖的祖國=台灣台北，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五日遊。 

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晚餐/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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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2)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3)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4)〝因各類因素或不可抗拒之原因，得不經預告以不同班機載送，如有變動將以實際飛航機型為準。〞敬請見諒。 

 

大興                                   (02)2537-6666 
團費:32,900(含稅金) 

**團費小費另計:導遊司機小費一天 NT250(五天共計 NT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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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使用 A級飯店二人一室(含露天溫泉旅館)；採用日本政府合法營業綠牌車，安全舒適有保障。 

 

天數 行                     程 HOTEL 

第一天 
12/2 

台北 函館空港 金森倉庫群 函館山(世界三大夜景之
一)～贈送搭乘纜車欣賞函館『千萬夜景』 
                                        BR138 11:05~15:35(暫定)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抵達北海道【函館機場】，抵
達後專車前往【金森倉庫群】這裡是由以前港區倉庫改建而成，一連五棟有餐廳、購
物街、小型音樂堂等。金森洋物館是金森倉庫群佔地最廣的，聚集超過 20家精品店，
多半為世界各國進口雜貨。續前往登上函館山頂，觀賞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函館山
千萬夜景】。 

函館 

平成館 

或 

啄木亭 

或 

湯之川 觀光 

(溫泉旅館) 

或 同等級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晚餐/日式御膳料理 

或 自助式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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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2/3 

函館朝市 女子修道院(法國歐風城堡庭園) 五稜廓城跡～
歐洲五星城堡式的西洋軍用基地 日本新三景～大、小沼國立
公園 北海道最古老的商港都市～江差 日本歌謠的代表之
一～江差追分會館～台灣「素蘭要出嫁」民謠旋律出處所在 
開陽丸～幕府末年在荷蘭建造日本最強的軍艦 江差橫山家 
洞爺湖溫泉 
早餐後專車前往【函館朝市】提供了各種新鮮的海產及
漁貨，喜歡吃海鮮的人，可不要錯過了哦，也有販售一
般日用品與新鮮蔬果及日本人最擅長的醬菜，更有北海
道當地的民藝品等等，感受朝市人們的蓬勃朝氣。之後
前往參觀清修聖地【女子修道院】參觀，是日本第一家，
也是最古老的女子修道院，位於函館市的外圍，靠近湯
川溫泉，當初創建這家修道院的是 1898 年時，法國派
遺八名修女來此傳道時所創建而成，至今仍有數十位修
女過著修道生活，在此您可自行選購修女們的手工藝
品。續前往百餘年前明治時代箱館戰爭的西洋城【五陵廓城跡】，宛如星星五陵狀，故而
得名。接著前往【大沼、小沼國立公園】是由 126個小大島 32湖灣組成。爾後前往面向日
本海的江差地區，在江戶時代以鯡魚業繁榮，是北海道最古老的商港都市，現今仍原貌保
存了江戶、明治時代的商家。【江戶追分會館】江差追分為日本歌謠的代表之一，。町內
甚至有好幾個「道場」，可見當地人對它的愛護與重視。館裡展示著讓您能了解正宗江差
追分歌民謠歷史的資料有機會還能欣賞道一天 3 次的追分歌民謠現場演奏。再前往【開陽
丸】開陽丸是幕府末年在荷蘭建造，號稱日本最強的軍艦。在戊辰戰爭中遭遇暴風雨而沉
沒江差海中。後來以留下來的圖面重建。內部展示著打撈自開陽丸內的 1800件遺物。續前
往【江差橫山家】，是江差地方的指標，天明 6年(1786 年)以來，經營漁業、商業、迴船
問屋生意的橫山家住宅。約 160 年前所見的總檜造建物是道南唯一現存的網元建築，飄蕩
著與北前船有交易往來的京都氣氛。內部陳設有鰊漁業全盛時期的豪華生活用品，可以了
解當時生活。另外幾個各自獨立卻又以通道連結成一個建築物的耐火建築物也是非常的珍
貴。 

洞爺湖 

SUN PALACE 

露天溫泉旅館 

+ 

溫水游泳池 
PS:有大浴場 

及 游泳池 

※請攜帶泳裝※ 

或 

留壽都 RESORT 

豪華渡假村 

或 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海鮮生魚片定食 

或 日式海鮮火鍋+炸蝦+飲料 
晚餐/北海道風味自助海鮮晚餐 

第三天 
12/4 

日本國家特別天然紀念物～昭和新山 洞爺熊牧場～生態觀
察Nikka威士忌北海道工廠見學 小樽運河*散策* 天狗山
纜車～北海道三大夜景之小樽天狗山夜景浪漫遊 特別安排
前往夜訪貍小路商店街購物 
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不斷冒煙的的赤色標高 403 公尺的活火山
【昭和新山】於昭和 18年間地殼變動從麥田隆起，山頂上是融岩
突出的珍貴融岩塔火山，因此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續前往【洞
爺湖熊牧場】可以近距離觀察熊的生態，還可在餵食中，觀賞熊
為了討食做令人討喜的動作。【Nikka 威士忌工廠見學】日本威
士忌創業者竹鶴政孝在蘇格蘭留學後，回到北海道後，便在余市
打造跟蘇格蘭一模一樣的蒸餾廠，全世界仍保留木炭加熱技術的
工廠，曾經在 2008年，由余市出品的單一純麥威士忌，在威士忌
雜誌（Whisky Magazine）國際評比中，打敗了蘇格蘭威士忌，請
務必來品嘗這香醇。續前往日本唯一僅存古色古香，並富有歐洲
風情之【小樽運河】，在此可與情人漫步於羅曼蒂克之古老街道，
周圍並排著明治、大正時代由紅色磚瓦所建造的倉庫群，寧靜中
漂流著鄉愁的氣息。續前往搭乘【小樽天狗山纜車】這裡是小樽
有名的地標之一，白天夜晚皆能體驗不同風情，白天搭乘費時四分鐘的纜車抵達山頂，眼
前開闊的小樽市區、小樽港及石狩灣，天氣好的話還看到遠方的暑寒別連峰及積丹半島，
是個絕佳眺望遠景的好所在。隨後特別安排前往夜訪【貍小路】商店街購物。 

札幌 

ROYTON 

或 

BEST WESTERN 

或 

葡萄城 

溫泉飯店 

或 文藝復興 

或 京王 

或 

KIRORO RESORT 

或 

小樽 君樂HOTEL 

或 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香烤花魚定餐 

或 燒烤餐 

晚餐/日式烤肉餐 或 涮涮鍋+啤
酒飲料無限暢飲 並★特別贈送～

長腳蟹、帝王蟹吃到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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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旅行社  
       www.tahsintour.com.tw 

 

第四天 
12/5 

札幌大通公園、路過時計台、舊道廳 羊之丘展望台 札幌
巨蛋 千歲空港 台北                             
                                BR115 15:20~19:00(暫定) 
早餐後專車前往【大通公園】參觀，它不僅是市民
及遊客遊憩的好場所，亦是一年四季各種祭祀活動
的主要場地。再路過明治 11年所遺留的【計時台】
(為以前舊札幌農學校，之後成為現北海道大學的
前身)與建築於明治 21年日本第一座美國風味的政
府所在地北海道舊道廳。續前往【羊之丘展望台】
平緩的丘陵上，以寬闊的札幌市區和石狩平原為背
景，休閑地吃草的羊群。牧歌般田園風光和城市的
對比度使得羊之丘展望台成爲札幌屈指可數的風
景勝地之一。續前往【札幌巨蛋】札幌巨蛋是一個
棒球與足球兩用的有蓋運動場，屬日本全國第 6 
位，及日本最北的有蓋球場。札幌圓頂球場在 2001 年 3 月落成啟用，可容納 42,122 名
觀眾。其建築面積有 53,800 平方米，總樓面面積為 97,503 平方米。札幌圓頂球場的
最大特色，是它為棒球及足球設置兩組不同的競賽場地。棒球賽使用人造草地，而足球
賽則使用在比賽時才移進室內的天然草地。 其他採用類似設計的球場包括荷蘭的 
Gelredome 及德國的維爾廷斯球場（ Veltins-Arena ）。爾後專車前往千歲空港，搭乘
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祖國☆台灣☆。結束此次的北海道豪華五日遊，預祝旅途愉快!! 

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定食 或 烤肉餐 

或 自選餐 
晚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交觀綜 2074號           2012/11/7  121016 北海道函館夜景‧江差‧小樽天狗山展望台‧帝王蟹四日(BR函千)AGT TOUR特別版 3-3 
PS.(1)以上行程僅供參考，航班時間及住宿飯店，以最後通知的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2)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3)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大興                                                         (02)2537-6666 
團費:25,400(含稅金) 

**團費小費另計:導遊司機小費一天 NT250(四天共計 NT1,000)** 

 



 

 愛在倫敦、英格蘭風情 8天 
        （華納影城哈利波特之旅） 

 

英國~輝煌的大不列顛；永遠的日不落國帝國 
倫敦的霧，聞名世界，霧都之名不逕而走，建都九百多年的倫敦，歷代王室留下了無數的名勝古

跡，而牛津大學更是為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幾許的文化氣息，倫敦文明的美感就表現於內在含

蓄的底蘊，在這裏，你會永遠覺得時間的不夠。 

 
 

景點特色： 

★全程飯店內享用英式早餐(比美式豐富)，午晚餐中西並用，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牛津：最著名的大學城，也是英國最古老之大學，城中洋溢著濃厚的學術氣息。 

★造訪英格蘭中部最壯觀的中世紀堡壘－渥維克古堡，保存完整的城牆、雄偉的城堡，充滿濃厚的貴 

  族氣息。 

★史特拉福：是英國偉大劇作家莎士比亞的故鄉，古色古香的建築，及一望無際的田園風光、靜謐山 

  谷，充分表現出英國鄉村典型的優美、恬靜氣息。 

★造訪美得如風景名信片般的水畔之城－水上伯頓。 

★巴斯：古老的溫泉城市中，緬懷羅馬帝國統治時期之繁華情景。 

★探索神秘的史前巨石群，據說每到夏至，太陽會從中間那顆石頭升起來，然後照射整個祭壇，據以 

  推斷這是用來觀測天象。 

★倫敦特別安排入內參觀"不愛江山，愛美人"－溫莎古堡。 

 

 

『全台灣飛往歐洲最佳的航班』：   
長榮航空每天早班機飛往英國首都—倫敦，當天即抵達倫敦,免除機上過夜疲勞(多一天住宿)，回程是

晚回班機，返回台灣當天還可以安排行程，足足等於九天之行程。 

 

 

 

 

 

 

 
 

 

 

http://www.bourtoninfo.com/
http://www.stonehenge.co.uk/index.php


『英國全新玩法』英國全面新玩法，帶給您新的吃、喝、玩、樂！ 

 

第一大玩法：不每天換飯店   
倫敦嚴選飯店連續住 3 晚，讓您出門玩的輕鬆回飯店住的方便，英格蘭中部挑選了純英格蘭風的莊園

旅館或英國當地知名連鎖飯店。HILTON HOTEL 或 COPTHORN HOTEL SLOUGH WINDSOR 或同級 

COPTHORNE HOTEL SLOUGH WINDSOR 

 

HILTON HOTEL 

 

 

 

 

 

 

 

 

 

 

第二大玩法：只走英格蘭  
只走英格蘭~英格蘭是不列顛最大的國家(還有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 我們在一週左右的行程只

深入的安排英格蘭及倫敦市，不刻意安排到蘇格蘭是不讓您有走馬看花的遺憾及忍受 7 天內坐車 1600

公里之苦！ 

  
 

第三大玩法：英國不得不去的景點 
牛津：英國第一所大學，同時也是愛麗絲夢遊記故事背景地及哈利波特電影拍攝地。 

史特拉福： 【莎士比亞】文學之旅 ～ 

莎士比亞故居：一代文豪莎士比亞出生地，完整重現莎士比亞時期生活場景。 

 

http://www.stratford-upon-avon.co.uk/soabpt.htm


 

巴斯 BATH 

巴斯是倫敦西方的古老城鎮，英國最有名的溫泉城，保留了西元一世紀時羅馬人留下的礦泉浴池，因

傳說有一王子因患痲瘋病被放逐至此，看到豬在熱泥中打滾治病，效法嘗試後居然將病治好，後來興

建此城。成為流行溫泉渡假勝地。進入羅馬浴池喝一口據說可以治百病。 

 

 

史前巨石陣 STONE HANGE 

一般估計史前巨石群大約於 4000 多年前出現，這些石圈形成的目的到現在至今仍是謎，

考古學家曾提出的說法包含天文觀測工具及宗教祭祀場所，而最近的研究推論可能是一

處墓地。據說每到夏至太陽會從中間那顆石頭升起來，然後照射整個祭壇，據以推斷這

是用來觀測天象；現為了保護這群史前巨石，以繩索加以隔離，只能在外圍觀看。  

 

 

『英國時尚趴趴購』 

 英國中部最著名的購物中心－碧思特折扣城 BICESTER VILLAGE  

.倫敦最大也最負盛名的百貨公司－哈洛斯百貨 HARRODS 

 



 

新開幕哈利波特影城 

轟動全球造成一股魔法旋風的哈利波特系列電影，許多室內的場景、道具、特效都是在位於倫敦近郊

的攝影棚拍攝，長達十年的拍攝期間，留下許多令哈利波特迷印象深刻的場景，包括鄧不利多的辦公

室、斜角巷、霍格華玆學校大廳…等。為了一圓影迷的魔法夢，攝影棚於今年三月底起開放參觀，讓

遊客可以置身電影場景中，親眼目睹電影中重要的道具，包括分類帽、葛萊芬多之劍、飛天掃帚、飛

天車、騎士公車、大蜘蛛…等。2012 年 3 月開幕以來已成為倫敦最熱門的景點之一。本行程領先市場

獨家規劃參觀【哈利波特影城】，讓您的英國之旅更加精彩。 

 

第四大玩法：您沒吃過的美食…』 
1. 獨家安排於水上伯頓享用米其林推薦餐廳 DIAL HOUSE HOTEL& RESTAURANT，讓您吃出英國品

味！ 

 

2.倫敦特別安排享用當地傳統特色的英式酒館餐廳 THE FREEMASONS ARMS，讓您用餐不再單調！ 

英國小常識~『BAR&RESTAURANT』 

英國的酒館文化起源於羅馬時代，昔日是來往的旅人們休息飲酒的地方，現在則已成為英國人日常生活重要

的一環，過去這些小酒館被稱為 Public House，也就是現在 Pub 的由來。英國人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後，總習慣和

三五好友到酒館小酌一番，酒館裏溫馨、歡樂的氣氛也成了英國獨特的文化之一。而「酒館餐」也可稱作是英

國傳統料理的一種，古時是在午餐時提供給過路的旅客或農夫享用的菜餚，因為又稱為「農夫餐」，菜色以炸魚

薯條、烤牛肉、肉派、蔬菜餡餅…等為主。本行程特別安排於英式酒館享用別具風味的酒館晚餐讓您更深入感

受英國迷人的酒館風情。 

 

 

 

 

http://www.biosmonthly.com/contactd.php?id=1733
http://www.dialhousehotel.com/flash/index.html
http://www.freemasonsarms.co.uk/


 

符號說明      ★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第 01 天 台北／倫敦(英國)           BR-067 0910/1910    

今早集合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班機飛往英國，於當晚飛

抵哈利波特的故鄉：霧都—倫敦，在通過海關證照查驗後，專車接往旅

館休息，以調整時差，貯藏次日的精力。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 HILTON HOTEL 或 COPTHRON SLOUGH WINDSOR 或同級 

 

第 02 天 倫敦－牛津大學城－渥維克古堡－英格蘭莊園旅館 

早餐後，專車前往英國著名的◎牛津大學城。牛津大學是

英國最古老之大學，既是嚴肅的學術殿堂，也是戲謔人生

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的起源處，處處洋溢著濃厚的

學術氣息。牛津的◎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是

牛津最大、建築最壯觀的學院，當然也因哈利波特的關係，

是牛津人潮

最洶湧的觀

光勝地。而

且這學院最

引以為傲之處，就是在近代 200 年內產生了 16 位英國首

相！真是人才濟濟。此城處處洋溢著濃厚的學術氣息，

如◎萬靈學院、◎大學學院，以及著名參觀景點◎瑞德

克利夫拱頂、◎波德里安圖書館等都值得您細細品味。

下午參觀英格蘭中部最壯觀的中世紀堡壘－★渥維克

古堡，保存完整的城牆、雄偉的城堡，充滿濃厚的貴族

氣息。城堡內各廳堂展示著由杜莎夫人公司所製作栩栩如生的人物蠟像，唯妙唯肖地重現昔日貴族生

活情景，讓人大開眼界。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飯店內英式料理 

宿:BARCELO WALTON HOTEL 或 CROWN PLAZA HEYTHROP PARK 或同級莊園飯店 

 

第 03 天 英格蘭莊園旅館－史特拉福－水上伯頓－碧思特折扣城－英格蘭莊園旅館 

今日前往位於四面垂柳、天鵝悠遊的雅文河畔之大文

豪莎士比亞的故鄉－史特拉福，將參觀其★莎翁故

居。接著到◎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前之廣場景緻極佳，

如能沿亞旺河漫步至◎聖三一教堂，則心神將更為舒

暢，大文豪莎士比亞便是安息於此一教堂。接著行於

科滋窩丘陵區，科滋窩伸展於一片美麗、悠遊的大自

然之中，處處散佈古老房舍的小鎮和村莊，這裡是泰

晤士河的發源地，出產有名的蜜糖色建築石材，沿岸

多有豐富的歷史古蹟及英格蘭最漂亮的鄉間景色，美

得如風景名信片般的水畔之城，◎水上伯頓便是其中

著名的小鎮之一。下午特別安排英國中部著名的購物

中心－★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這裡有您想要的英式時尚款式的各種衣服、精品等，而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LHRAPTW-Hilton-London-Heathrow-Airport/ind
http://www.expedia.co.uk/Berkshire-Hotels-Copthorne-Hotel-Slough-Windsor.h888835.Hotel-Information
http://www.barcelo-hotels.co.uk/hotels/central-england/barcelo-walton-hotel-warw
http://www.cpheythroppark.co.uk/


且價格都不貴，小心您不要荷包大失血ㄡ！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BARCELO WALTON HOTEL 或 CROWN PLAZA HEYTHROP PARK 或同級莊園飯店 

第 04 天 英格蘭中部莊園旅館－巴斯－史前巨石陣－溫莎古堡－倫敦 

今日前往遊覽英國南部最熱門之城市－巴斯。保留了西元一世紀時羅馬人留下的礦泉浴池。因傳說有

一王子因患痲瘋病被放逐至此，看到豬在熱泥中打滾治

病，效法嘗試後居然將病治好，後來興建此城。成為流

行溫泉渡假勝地。現今巴斯建築物多為西元 18、19 世紀

所建，唯一存留的羅馬遺跡位於地面下 6 公尺，我們特

別安排參觀★羅馬浴池博物館，讓您懷想古帝國繁華情

景。◎普特尼橋、◎皇家新月樓廣場也是不可錯過的景

點。午後接著前往探索神秘的★史前巨石群。據說每到

夏至太陽

會從中間

那顆石頭升起來，然後照射整個祭壇，據以推斷這是用來

觀測天象；現為了保護這群史前巨石，以繩索加以隔離，

只能在外圍觀看。午餐後前往『征服者威廉』所建的一座

木製防衛要塞－★溫莎古堡，經多位國王的先後擴建，變

成現今所見宏偉壯觀的華麗宮殿；現在的溫莎古堡收藏著

英國王室的珍寶，如瑪麗皇后娃娃屋，欣賞琳瑯滿目的中

世紀娃娃，其中更不乏有達文西、魯斯本等大師的作品，

還有留傳自中世紀的家具和裝飾品，因而這裏每一個房間如同一座小型的藝術展室。而此古堡亦為英

國女皇最喜愛的皇宮，每年的 4 月及 6 月，英國女王仍會到溫莎古堡定期居住，其他的週末假日也常

到此消磨時光。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 HILTON HOTEL 或 COPTHRON SLOUGH WINDSOR 或同級 

 

第 05 天 倫敦－華納兄弟影城(哈利波特魔法之旅)－倫敦 
今天安排參觀★哈利波特影城。英國知名作家 J·K·羅琳所著的的文學小說－哈利波特，描

寫故事主人翁哈利波特在霍格華茲學習與魔法的故事，分七集的系列小說大受歡迎，

已被翻譯成各種語言並吸引全球至少四億人購買。美國華納兄弟電影公司在 2001 年

時正式把小說改拍成電影，讓電影哈利波特成為史上最賣座的電影之一。進入昔日拍

攝電影的攝影棚，漫步於電影中的場景；鄧布利多的辦公室、格蘭芬多的共同的房間

和海格的小屋，以及電影中演員的服裝道具與解悉電影中的科技特效動畫技術，邀請

您體驗充滿創意的魔法世界 !  留下難忘的回憶。午後前往位於泰晤士河畔，曾是英國王室的居

所、寶庫、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倫敦塔，可見到塔上長久以來居住於此的一群烏鴉，尖厲的叫聲，增

添倫敦塔的神秘淒冷，令您回想起當年許多當權得勢的王侯后妃一旦失寵，便會淪為倫敦塔的階下囚。

◎倫敦塔橋是倫敦最經典的地標之一，哥德式外觀的建築於 1894 年完工。想看塔橋升起的景像嗎？您

可得碰碰運氣ㄡ！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園區內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餐：英式 FISH AND CHIPS 風味餐 

宿: HILTON HOTEL 或 COPTHRON SLOUGH WINDSOR 或同級 

 

 

 

http://www.barcelo-hotels.co.uk/hotels/central-england/barcelo-walton-hotel-warw
http://www.cpheythroppark.co.uk/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LHRAPTW-Hilton-London-Heathrow-Airport/ind
http://www.expedia.co.uk/Berkshire-Hotels-Copthorne-Hotel-Slough-Windsor.h888835.Hotel-Information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LHRAPTW-Hilton-London-Heathrow-Airport/ind
http://www.expedia.co.uk/Berkshire-Hotels-Copthorne-Hotel-Slough-Windsor.h888835.Hotel-Information


 

第 06 天 倫敦 (市區觀光) 
今天我們帶您參觀世界議會制度起源地的◎英國國

會，及國會右側的一座石造鐘塔◎大鵬鐘，國會開

會期間會放出閃耀的光芒景象壯觀，鐘塔每小時報

時一次，倫敦市區每個角落的居民都能聽見！之後

再前往歷代英王登基之處－◎西敏寺，美麗的歌德

式外觀，是英國皇室貴族舉行結婚典禮的聖地。參

觀完後再前往英國皇室居所－◎白金漢宮，若運氣

好的話更可見到神氣糾糾，造型可愛的御林軍進行

交接儀式，感受一下英國王室的驕傲與光榮！ 

。下午愉悅的時光我們來到肯辛頓區&蘇活區。來

英國沒到◎柯芬園廣場您就落伍了，她是分為北中

南三區， 除了有多種英國商品包括像小古玩、衣

服、手工藝品、小禮品，還有兩個古物市集 APPLE 

MARKET 和 JUBILEE MARKET，廣場中央則是街

頭藝人大顯身手的舞台！◎國王十字車站

(KING’S CROSS STATION)，她是倫敦五大火車站

之一，在車站內您會看到許多魔法迷，努力尋找 9 3/4 月台。站方為了滿足麻瓜們的幻想，非常 KUSO

的在第 9 月台裝了半個鑲入的牆壁中的推車！接著前往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巴黎羅浮宮並稱世界三

大博物館的★大英博物館參觀，館內蒐集之文物珍品縱橫東西，包羅萬象令您大開眼界，尤其是二樓

的木乃伊室，珍藏著遠自埃及運來的數十具木乃伊更是您不可錯過之重點！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英式酒吧風味餐 

宿: HILTON HOTEL 或 COPTHRON SLOUGH WINDSOR 或同級 

 

第 07 天 倫敦／台北                                      BR-068 2120/2145+1 

今天要繼續帶給您更多的感動在倫敦！早餐後先帶您

參觀★自然史博物館，她原屬大英博物館的一部分，館

內分成四

大區，以

藍、橘、

綠、紅劃

分四主

題，當然

中庭的那

具高大的梁龍骨骼，是整館吸睛的焦點！接著我們來到倫

敦市區最大的公園－◎海德公園(HYDE PARK)，1851 年的

萬國博覽會在此地舉辦，現在凡遇皇式重大慶祝活動，表

示尊榮的 41 槍響就是在這裡開砲。午後來到著名的◎哈洛斯百貨(HARRODS)，或許您會想起 

高貴典雅的黛安娜王妃，但您也會被這高檔的百貨商品吸引著目不轉睛，玩家們小心荷包失血喔！當

然您也可以利用這休閒的下午，喝上一口純正的英式下午茶囉！歡樂的美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

今日整理行囊後，前往機場帶回意外的喜悅，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LHRAPTW-Hilton-London-Heathrow-Airport/ind
http://www.expedia.co.uk/Berkshire-Hotels-Copthorne-Hotel-Slough-Windsor.h888835.Hotel-Information


豐富精彩的英國旅程。夜宿機上。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港式點心        晚餐：發餐費 5 鎊 

宿：豪華客機 

 

第 08 天 台北 

今日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充滿知性與

感性的歐洲之旅。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深情荷比法 8 天 
 ~~風車．古城．時尚．藝術之饗宴 

 

荷蘭～五彩繽紛的鬱金香王國 
荷蘭人藉由海洋稱霸世界，脫穎而出成為叱吒海洋的強國。而海洋也是荷

蘭最大的敵人。荷蘭人說「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荷蘭人堅毅的精神

與鬱金香、風車、木鞋一樣聞名於世。愛花的荷蘭人不僅種花，也是全世

界最大的花卉出口國，全球 2/3的花卉由荷蘭輸出。花卉不但妝點了荷蘭

的美麗，為荷蘭賺進大筆的外匯 

 

比利時～以巧克力聞名天下，熱愛美食及慶典的歐洲小國 
有“歐洲首都”之稱，是歐洲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多個國際組織的

總部所在地。首都布魯塞爾被譽為「世界十字路口」，在這裡可以吃到世

界各地的名菜。比利時人最愛的則是一杯啤酒、一大包洋芋片就可以度過

歡樂時光，溫和的比利時人並不太喜歡英雄主義。比利時人的生活態度，

就是將生活當作細緻的藝術來經營，最熱衷的活動就是慶典 

 

法國～集時尚浪漫於一身；左岸咖啡、葡萄美酒薰人醉 
法國時裝、香水等流行時尚居世界龍頭地位，香奈兒、聖羅蘭等時裝工業

名聞遐邇，蜿蜒流過的塞納河則彷彿正訴說著法國曾經締造的光榮璀璨。

法國也是世界藝術文化中弖，古今中外著名藝術家幾乎都曾到此朝聖，羅

浮宮的「蒙納麗莎微笑」可能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一幅畫作了。而《國

家地理》雜誌評選“巴黎”為五十個一生人必須踏足的地方之一 

 

【特色景點】 

★造訪荷蘭北海漁村-佛倫丹，體驗當地民俗風情  

★搭乘玻璃船遊覽阿姆斯特丹運河風光   

★遊覽評選為歐洲最美麗城市的比利時中古世紀名城－－布魯日  

★拜訪歐洲最美麗廣場之一的布魯賽爾、黃金大廣場並拜訪聞名的尿尿小童  

★前往滑鐵盧古戰場，憑弔英雄豪傑壯烈犧牲的景況  

★ 造訪法國閒情小鎮也是印象派畫家的故鄉，充滿藝術家氣息的－奧薇小鎮 

★太陽王路易十四所建－凡爾賽宮  

★細細品味花都風情，參觀世界知名的藝術殿堂－－羅浮宮  

★安排塞納河遊船，欣賞兩岸美麗的風光，以及古樸典雅的建築物 

 

【風味餐食】  

★全程飯店內享用美式早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荷蘭北海魚排餐 

★比利時牛排+淡菜海鮮料理 

★城堡午宴 

★法式田螺風味餐佐以葡萄酒 

★巴黎百年地窖餐 

【交通航班】  

★搭乘長榮航空豪華客機，早早到～當天抵達阿姆斯特丹，免除機上過夜疲勞(多一天住宿)、阿

姆斯特丹進巴黎出、免除拉車之苦  

 

 

http://www.holland.idv.tw/city_am_d3.asp
http://www.beltrade.org.tw/chinese/index.php
http://www.brugge.be/internet/nl/home.htm
http://www.bruxelles.irisnet.be/
http://www.manneken-pis.com/intro.html
http://www.chateauversailles.fr/
http://www.louvre.fr/llv/commun/home.jsp


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 (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適用日期: 2012 年 12 月 04 日 

第一天 台北/（飛行 3 時 35 分）曼谷/（飛行 11 時 55 分）阿姆斯特丹(荷蘭)  

                                                  BR075   08:40/19:35                        
今日齊集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舒適安全的長榮航空，在空服人員細弖的照料之下，飛往荷蘭首
都－阿姆斯特丹，在通過海關證照查驗後，專車接往旅館休息，以調整時差，貯藏次日的精力。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PARK PLAZA 或 CROWNE PLAZA 或同級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北海小漁村~佛倫丹+市區觀光) 
今日展開浪漫的風車、運河之旅。首先前往擁有狹窄運河與

巷道的北海傳統小漁村～佛倫丹（Volendam），此地儘管在築
完 Afsluitdjik 北海大堤壩後，但如珍珠項鍊般環繞湖畔的

漁村並未因此而沒落，許多的漁村仍舊保有其傳統的風貌，
而吸引無數的觀光客；在此您可以看到荷蘭人傳統的漁村及

富有浪漫情調的漁人碼頭；您可能看見穿著傳統荷蘭服飾的
居民就會從您身邊走過，讓你會以為你身處在數百年前。中

午特別安排嚐嚐這裡的海鮮美食傳統荷蘭家庭式的※北海魚
排餐，餐後前往★木鞋工廠參觀由白楊木挖空製成的荷蘭木

靴，大小尺寸齊全您不但可買回去給孩子穿或送人外更可以當
成花器使用，保證令您愛不釋手。接著前往★風車村（Zaanse 

Schans）的風車於 1574年後陸續建立。而目前的風車村新建
於 1960年代，當地人將商店、歷史建築、農舍、風車及房子

都遷移到此地，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村。
隨即返回市區觀光：◎皇宮、◎水壩廣場及聞名遐爾的★鑽石

切割工廠，鑽石切割－鑽石交易早在１６世紀時已引進荷蘭，至今阿姆斯特丹仍是全世界最重要
的鑽石中弖之一。今天，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觀光客和買主，爭相目睹鑽石的光彩。

爾後搭乘※玻璃船遊覽運河－被綠蔭籠罩的水上街道，輝映著５個世紀以來的壯麗獨特的建築式
樣，和美麗的歐式水上人家。阿姆斯特丹獨一無二的運河總是對來訪者施以無窮的魅力。不分晝

夜，一年四季，阿姆斯特丹的運河都隨時歡迎您來領略她的風采！傍晚前往全歐最負盛名的◎紅
燈區，一覽著名的櫥窗女郎。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北海魚排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PARK PLAZA 或 CROWNE PLAZA 或同級 
 

第三天  阿姆斯特丹－242KM－布魯日－96KM－布魯塞爾 
今日前往全比利時保存最完整的中古世紀小城，比利時的古
都，素有「小威尼斯」之稱的布魯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名之世界文化遺產），它是今日歐洲遊覽勝地也是近來浪漫的
觀光客趨之若騖的地方，BRUGGE 荷語是「橋」的意思，今日

布魯日有５０座以上的橋是標準的水上都市，其建築以哥德式
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式樣為主體。之後前往參觀布魯日的中弖廣

場－◎MARKT 廣場，映入眼簾的是充滿哥德式建築風格的市政
府以及象徵布魯日浪漫情調的◎鐘樓，在廣場東側的◎聖血禮

拜堂是布魯日最著名的教堂，堂內供奉著耶路撒冷聖地取回的
基督聖血和遺物。餐後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首先前往

當今比利時國王居住所在地－－拉根公園，公園北邊是１９５
８年萬國博覽會的會場，公園內除了有▲國王的宮殿外，還有

建國百年紀念公園中最有看頭的◎原子模型，它是一個將鐵分
子模型放大２０００億倍的建築物，另外在公園內還有收藏中

國、日本陶、瓷器的▲中國館以及古色古香的▲日本亭……。
之後前往布魯塞爾最精華的部份，也是作家雨果稱它為歐洲最



美麗的廣場之一的◎黃金大廣場，廣場中央可見熙熙攘攘的花市，蔬果市場，廣場兩側最引人注
目的是９０公尺高的◎市政府高塔和展示著來自世界各地捐贈的尿尿小童衣裳的◎國王之家。隨

後領隊將會帶領您共同去尋找◎尿尿小童的蹤跡，一償您多年夢想未完成的弖願。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牛排+淡菜海鮮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RAMADA BRUSSLES WOLUWE 或同級 
 

第四天  布魯塞爾－18KM－滑鐵盧－298KM－奧薇小鎮－18KM－巴黎 
早餐後專車前往比利時著名的◎滑鐵盧小鎮，觀光客眼中的焦點即拿破崙慘遭失敗命運的◎滑鐵

盧古戰場，此地是當年英、法兩軍對峙時，英國威靈頓將軍率領的軍隊之据點。而獅子像山丘是
１８２４年後紀念滑鐵盧戰役

時陣亡的比利時荷蘭軍隊將士
所建造的人工塚。隨即前往位

在巴黎北方近郊的奧薇小鎮，
在這印象派畫家的故鄉，沉浸

於『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
坡』的美麗與感動；並造訪◎

梵谷故居、◎梵谷公園。梵谷
居住在這裡的時間總共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但卻完成了七十幾幅

的作品，可見這裡風景的幽美的確能激發藝術家的創作。奧薇小
鎮的面積不大，但隨處都可以發現迷人的風情,從梵谷的著名畫

作「奧薇教室」、「麥田群鴉」、「杜比尼的花園」...等作品中，
就不難發現這裡有多吸引人，就在離巴黎不遠之處，卻有濃郁的

純樸之情，唾手可得的創作靈感，也是梵谷為何選擇這裡做為他
最終養病安身之所。奧薇城堡(Château d'Auvers)後方的樹林，梵谷經常在此作畫，你可親身體

會此廣闊的視野，大片草地和樹木，陽光灑下穿過樹枝形成美麗光影，桂冠旅遊特別安排在此享
用城堡午宴。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城堡午宴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RADISSON BLU CDG或 BEST WESTERN CDG APT或同級  

 

第五天  巴黎 (羅浮宮、市區觀光、塞納河遊船) 

今日前往位於杜維麗花園東邊的★羅浮宮，原是１２世紀時為鞏固塞納

河的險要位置而建成的要塞，現已是蒐集世界名畫，雕塑古物之藝術寶

庫。並入內參觀鎮館三寶－－蒙娜麗莎的微笑、米羅的維納斯和勝利女

神像，讓您一窺藝術殿堂之奧妙。

下午展開市區觀光：為紀念拿破崙

的勝利與光榮所建的 ◎凱旋門，及

以１２條國道呈放射狀為主的◎星

辰廣場，您可在此體驗拿破崙的豐

功偉業，全長約２公里的▲香榭麗

舍大道，兩側有著名的大劇場、餐

廳、咖啡廳，是一條最能表現巴黎

風格的街道，您可在此悠閒的散步逛街體驗巴黎浪漫的風情。之後再上

車途經法王路易１６及皇后瑪麗安東尼被送上斷頭台的▲協和廣場，及為了紀念西元１８８９年

萬國博覽會而設計的地標◎巴黎鐵塔。特別贈送※塞納河遊船，看看巴黎兩岸美麗的風光，以及

古樸典雅的建築物，隨著香頌音樂，當遊船行經塞納河上每一座橋時，別有一番悠閒浪漫的情趣。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百年地窖餐廳  

住宿：RADISSON BLU CDG或 BEST WESTERN CDG APT或同級  

 

 

 



第六天  巴黎－凡爾賽宮－巴黎（聖弖堂＋蒙馬特畫家村） 
今日沿著小丘石階來到◎蒙馬特山丘參觀羅馬拜占庭式的★聖弖堂，
並可到◎畫家村參觀，喜歡的話給自己畫一幅自畫像，或買幅風景畫，
讓浪漫的法國行留下難以忘懷的回憶。下午前往前往呈現路易十四輝
煌成就，世界著名的★凡爾賽宮，古色古香的陳設擺飾，名家手筆的
繪畫及後宮的御花園。凡爾賽宮原為法王的獵庄，1661年路易十四進

行擴建，到路易十五時期才完成，王
宮包括宮殿、花園與放射形大道三部
分。宮殿南北總長約 400米，建筑風
格屬古典主義。立面為縱，橫三段處理，上面點綴有許多裝飾與
雕像，內部裝修極盡奢侈豪華的能事。居中的國王接待廳，即著
名的鏡廊，長 73米，寬 10米，上面的角形拱頂高 13米，是富有
創造性的大廳。廳內側牆上鑲有 17面大鏡子，與對面的法國式落
地窗和從窗戶引入的花園景色相映成輝。凡爾賽宮反映了當時法
王意欲以此象徵法國的中央集權與絕對君權的意圖。而它們宏大

氣派在一段時期中很為歐洲王公所羨慕競相模仿。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法國田螺餐佐以葡萄酒   
宿：RADISSON BLU CDG 或 BEST WESTERN CDG APT或同級  

 

第七天  巴黎/（飛行 12時 45 分）台北      BR088   11:20/07:05+1                               
歡樂的美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整理行囊，前往戴高樂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懷著依

依不捨的弖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夜宿機上。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第八天 台北 
今日飛抵桃園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帄帄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好、難忘

的歐洲之旅。 
 



超完美新馬吉六天  

 
行 程 特 色 

1. 濱海灣花園  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全新開放的濱海灣花園將於新加坡河的河口，由三座

醒目的海濱花園所組成，規模最大的濱海南花園將位於濱海灣金沙的旁邊，並以各種熱帶
花卉和不同色彩的植物展現出精湛的熱帶園藝和園林藝術。.  

2. ONE FULLERTON 新加坡『魚尾獅像』新家，見證星洲獅城的繁華榮耀。 

3.世界文化遺產巡禮紅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芳濟教堂、三輪車、大馬摩天塔、雞場街、

有故事咖啡館、搭船遊麻六甲河 

4. 吉隆坡高塔: 吉隆坡高塔佔地 9.37 公頃高度 421 米為全世界排名第四的通訊摩天塔，搭乘

快速電梯來到距離地面 276 米的高空瞭望台，鳥瞰整個吉隆坡市景 

5. 大馬摩天塔:安排搭乘 一百一十米高 的旋轉瞭望台這座狀似 馬來武士劍 的瞭望台 從台

上人們可以一覽老城區的全貌以及關係全球命運的麻六甲海峽 

6. 享受五星級的優質 JOJOBA SPA 絕對讓您物超所值，極致奢華享受。 

 

住 宿 飯 店 

 【五星水上皇宮普爾曼湖畔酒店】PULLMAN PUTRAJAYA LAKESIDE 

五星級的水上皇宮普爾曼飯店，位於未來城市太子城內，普爾曼酒店將獨特的休閒品味與精

緻的商旅服務,完整而細膩的呈現在您面前。共有 283 間高級客房，客房內的設備齊全，客房

以傳統婆羅原木風、水晶閃閃印度風 、皇族貴氣的馬來風以及中國風等四種不同主題設計，

各有不同風格品味。http://www.kl-hotels.com/pullman-putrajaya/index.htm 

麻六甲英雄時代廣場酒店 Hatten Square Malaka Hotel (http://hattengrp.com/) 

英雄時代廣場座落於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地標-麻六甲古城中心， 

耗資 1 億 5 千萬馬幣建造，媲美東京銀座，界時 22 樓高的 Hatten Square 將是麻六甲最高的建築物， 

也是唯一擁有可同時俯瞰遺產區及海景的大樓。它結合了旁邊的英雄廣場， 

也將成為洲內最大的購物廣場，遊客可在這逛上一整天。另外， 

為確保顧客享受和體驗及不受喧擾的購物環境，惠騰集團建兩座 17 公尺寬的冷氣雙層人行天橋， 

銜街惠騰廣場及英雄廣場，另一座橋則銜接皇冠百利，讓顧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第一天  台北／吉隆坡未來城市太子城→水上粉紅清真寺市區觀光( 國家皇宮、清真寺

獨立廣場、國會大廈) BR227 0940/1410 

【太子城 PUTRAJAYA】參觀未來環保無煙城市 在 此您可感受到馬來西亞政府如何不花一

毛錢而能夠在森林開發區建出一座面積 264 平 方公哩的未來馬國行政電子中心．在這兒所

http://www.pullmanputrajaya.com/accomodation.html
http://www.kl-hotels.com/pullman-putrajaya/index.htm
http://hattengrp.com/


有建築物各具特色環繞錫礦湖映畫出的湖 光美麗非凡。 

【未來城市太子城-粉紅清真寺】未來城市太子城，此地是馬

國政府不花一毛錢所建造的行政中心，佔地 264 平方公哩，

更難得的是此地是全馬第一個使用再生水概念系統的城市，

周邊建築有皇宮、首相府、行政中心、財政部等等重要的機

構以及植物園。除此之外還有座落於湖上的水上粉紅清真寺，

您可在這拍照留念。 

【市區觀光】吉隆坡市區著名的景點：國家皇宮 lstana 

Negara：這是國家元首的官殿，為一座金黃圓頂的阿拉伯式

皇宮，位於皇宮路的一座小山丘上，被碧綠青蔥的草坪圍繞著，皇宮上旗幟飄揚時，表示國

王沒有外出。不對外開放，只能在外欣賞攝影留念，若遇上國家慶典時，皇宮便會在夜晚披

上五彩的燈飾，璀璨耀眼煞是好看！國家清真寺 Natlonal Mosque：位於夏穆迪蘇丹路上，在

火車站附近的是一幢相當特殊的當代回教風格建築，最引人注目的是如同大傘般的摺疊狀星

型屋頂及高 73 公尺的尖塔。屋頂的星型共有十八個角，代表馬來西亞的十三個州和回教五大

戒律，大殿可容納二萬名信徒，是亞洲最大的清真寺，旁邊則是宣禮塔。參觀者需脫鞋，如

果你穿著不合宜的服裝（例如短裙、短褲）寺內可提供特殊的長袍讓人更換。高等法院 曾經

是殖民者的總部，成龍所拍攝的警察故事也曾在此取景，獨立廣場 Dataran Merdeka：位於吉

隆坡車水馬龍的拉者路，是馬來西亞宣佈獨立、脫離殖民地統治的儀式舉行地，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 00：01，英國國旗在這裡降下，起而代之的是馬來西亞國旗就在此地冉冉上升，具

有神聖的特殊歷史意義。一支高一百公尺的旗桿，被列為世界最高旗桿之一，是馬來西亞歷

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早餐：×××                 午餐：機上              晚餐：肉骨茶南洋風味養生餐 

宿：五星級 Pullman/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二天 吉隆坡高塔→土產店→巧克力批發工廠→咖啡專賣店→雙子星花園廣場 豪華飯

店享受 JOJOBA SPA 60 分鐘全身草本精油深層護理 SPA 按摩療程 

吉隆坡高塔為吉隆坡市的精神標誌，吉隆坡高塔佔地 9.37 公頃高度 421 米為全世界排名第四

的通訊摩天塔，搭乘快速電梯來到距離地面 276 米的高空瞭望台，鳥瞰整個吉隆坡市景；巴

比倫購物城 Pavillion Shopping Mall 擁有 450 間商店，東南亞及歐美等一流品牌皆齊聚在此購

物城；千禧星光大道上林立著購物商場，是吉隆坡黃金地段，百貨商場、各國美食：好萊塢

星球餐廳、星巴克咖啡廳等 

【土產巡禮、咖啡、巧克力】您可購買到香醇濃郁、口味特殊的咖哩與榴槤水果巧克力及聞

名世界的白咖啡及土產中心您可自由選購：如豆蔻膏、花生糖及名聞中外之肉骨茶、東革阿

里等各種土產回國餽贈親友。 

【雙子星花園廣場】前往世界第一高雙子星塔的花園廣場，雙子星

塔目前全世界最高的兩座相連建築物，共有 88 層樓高，距離城市

地平線 452 米 (四樓以上因直屬馬國政府的油塔，所以無法入內參

觀)，兩座相連充滿現代感的獨特菱形高塔造型建築物，巍峨坐落在

市區內如今成為明顯地標；廣場內有超大型購物中心和百貨公司及

聚集了大量的名牌專門店，除了讓你於購物城內盡享購物樂趣。 

【JOJOBA SPA (-JOJOBA SPA 60MIN) 】 馬來西亞最奢華的

JOJOBA SPA，擁有熱帶雨林的設計，讓您感覺置身於大自然的環

境享受分多精的薰陶，按摩師以純孰體貼的手勢抒解您身心的壓力

與緊張，在放鬆的情境中得到身心靈最完全的抒解，享受放鬆之餘，

健康又美麗。更棒的是它有許多特殊的療程，雖然位於馬來西亞的

http://www.jojobaspa.com.my/


豪華飯店中，價格卻是台灣飯店的半價，就能享受五星級的優質 JOJOBA SPA 絕對讓您物超

所值，極致奢華享受。JOJOBA SPA 佔地八千多平方英呎，裝璜兩仟萬台幣，擁有供顧客舔

息之戶外花園涼亭及多間尊爵 VIP 雙人療程套房，套房內附設個人專屬淋浴設備，獨立的蒸

汽室及豪華水療按摩浴，特別維護個人的私隱及衛生，做一系列的悠活美療 。(未滿 12 歲小

孩無法做 SPA 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 家嫂私房菜(魚肉米粉)  晚餐： 城市椰林餐廳(漁村黃金蝦) 

宿：五星級 Pullman/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三天  黑風洞(招待燕窩.拉茶.拉餅)錫器工廠→搭車前往麻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紅

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芳濟教堂三輪車搭船遊麻六甲河 

【黑風洞】印度教聖地黑風洞，洞深十哩，蜿蜒崎嶇，驚險刺激，

感受一下異國神秘宗教的洗禮。它是一個巨大的鐘乳石岩洞，自百

年前被西方探險家發現後，就一直是吉隆坡郊區最吸引遊客的觀光

點。欲登上黑風洞，得先攀登 272 層階梯才可抵達，洞內有一印度

神殿，是印度教大寶森節慶祝活動的重鎮，洞內成群的猴子及蝙蝠，

也有一個四面雕著印度神話壁畫的小型博物館，洞內還有一個高達

100 公尺的寺廟透天洞，偶有陽光斜線而入，呈現出奇詭莊嚴的氣氛，

保證令您目瞪口呆。下山後我們特別為您提供養顏美容盛品【燕窩

一碗】。 

【錫器工廠】參觀馬來西亞國寶『錫器展覽』由專人簡報錫的開採

及加工過程，您可在此看到世界最頂級的錫器製成品，還可品嚐到

一杯用錫打造，盛滿冰涼的果汁止渴。 

【麻六甲深度探險】歷史聞名古城「麻六甲」，十五世紀歷來王朝之

建立地。首先參觀馬來西亞最古老的華人廟宇同時也是當地華人的

信仰中心【三寶廟】；隨後前往【漢麗寶井】，這口井是由下嫁給麻

六甲蘇丹的中國公主漢麗寶的隨從所挖掘，它在古時不曾乾枯，因

此成為大旱災時地唯一水源。三寶廟左邊有座抗日紀念碑，上面留

有蔣介石題的碑文「忠貞足式」四字。隨後前往【古城門】聖地牙

哥碉堡是葡萄牙人於 1511 年所造城堡之一，後來荷蘭人攻陷這座城

堡，將城堡毀掉，之後又重新修建。1808 年，統治麻六甲的英國人

有意將城堡摧毀，後由萊佛士插手干預，古城門得以保存至今。 

【葡萄牙廣場】此廣場建於 1980 年代後期，是仿造葡萄牙同類型建築的樣式而建； 

【聖芳濟教堂】這座由法國傳教士在 1849 年建立的哥德塔式教堂，是在於

紀念被譽為東方之使徒的《聖芳濟》，在 16 世紀為天主教傳入東南亞做出

重大貢獻。還有荷蘭統治時代遺留下來的大鐘樓及古老建築物及葡籍後裔

居住地觀。 

【人力三輪車遊古城】徐徐微風中遊走穿梭於古意盎然的街道上，兩旁古

色古香的建築物，彷彿回到時光隧道之中。 

【麻六甲遊河】沿途欣賞河岸兩旁古色古香的風光及中國古建築，讓你在

徐徐微風中一邊看著麻六甲古城，一邊欣賞著麻六甲河畔風光。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皇龍港式瓦煲風味餐 

晚餐：Seroni 古城雞粒飯+榴槤珍多冰 

宿：惠勝精品酒店 HATTEN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大馬摩天塔雞場街有故事咖啡館新山 

http://www.hattenhotel.com/


 

【大馬摩天塔】安排搭乘 一百一十米高 的旋轉瞭望台這座狀似 馬來武士劍 的瞭望台 從台

上人們可以一覽老城區的全貌以及關係全球命運的馬六甲海峽 

【雞場街文化街】最古老的古董街走在窄窄的街道上，欣賞兩旁百年歷史的古屋民房已經是

享受，如果你喜歡收集古物，這裡簡直是個寶藏。遊客喜歡到這裡搜尋李小龍的紀念品，後

來又大舉到來尋找南國電影的海報，現在這些東西都被搜購一空，但是還可以從舊物堆中找

到可樂精品、舊汽水瓶，找尋罕有的舊紙幣，包括英治時代、日治時代馬來西亞的鈔票，印

度、葡萄牙、荷蘭，其至中國的舊錢幣、鈔票。 

【有故事的咖啡館】 逛累了安排到有故事的咖啡館休息並贈送有故事的咖啡或茶一杯。這裡

曾經是《夏日的麼麼茶》其中一個拍攝地點。喝著道地的白咖啡，假想著鄭秀文與任賢齊在

電影中的情節。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奶油螃蟹風味餐        晚餐：海龍王餐廳 

宿：HE ZON 或 PULAI SPRING 或同級    

  

第五天  新山 2012年6月29日全新開幕最新景點～濱海灣花園(冷卻溫室館+文化遺產花園

+超級樹)～濱海灣金沙綜合娛樂城半日遊(螺旋橋.賭場.頂級購物廣場.)～金沙天際雷射火焰

水舞秀 –新山 

【濱海灣花園】即將於 2012年 6月 29日全新開放的濱海灣花園將於新加坡河的河口，由三

座醒目的海濱花園所組成，規模最大的濱海南花園將位於濱海灣金沙的旁邊，並以各種熱帶

花卉和不同色彩的植物展現出精湛的熱帶園藝和園林藝術。 

【冷卻溫室館】巨型的冷卻溫室館，容納著個別不同主題的冷卻溫室——花穹（冷乾生物群

落）和霧林（冷濕生物群落）。這個全天候的溫室館內將會提供寓教於樂的場地，將教育與

娛樂融入在這鬱綠叢中。它的室內氣溫將會效仿地中海和半乾旱地區的春季氣候，從而展現

不同區域的生態和植物，花壇將會根據季節、節日和主題的改變來展出不同的花。"霧林"溫

室內則會模擬類似南美洲高海拔地區的濕冷氣候。 

【文化遺產花園】這裡有四座不同主題的園藝花園.從而反映出新加坡四大種族的歷史、文化

以及國家的殖民遺產。例如，馬來花園展示的是傳統甘榜的生活，而中華花園會讓您明白歷

代作家、詩人和畫家如何在充滿安寧和靜翳的中式庭園內找到創作的靈感。 

【超級樹】在濱海南的金、銀兩花園內看到 18 棵"超級樹"中的其中 6棵。它們都是特別設計

的人造樹，棵棵高達 25 到 50米之間，相當於 9到 16層樓的高度。而每一棵的上面都會種滿

種類繁多的各種熱帶攀爬類植物，每一棵"超級樹"上也會裝設電和水的環保技術，讓這棵棵

擎天大樹在白天的時候可以起遮蔽作用，到了晚上也能為您照明和營造氣氛。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螺旋橋】全新完工的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由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在

新加坡投資建造的世界頂尖奢華級的大型賭場酒店！建在 55層大廈頂端的空中花園、蓮花狀

的科技藝術博物館等超豪華的設施，空中花園高於地平面 200公尺、擁有 3個游泳池的空中

花園，設有全世界最大戶外游泳池。55層樓高的空中花園是建在 3棟酒店大樓的天台，長達

340公尺，比巴黎艾菲爾鐵塔還長。濱海灣金沙將擁有最大的 LV漂浮水晶宮殿旗艦店以及 320

間的頂級國際知名品牌商店，購物商場遍佈 3 個層樓，60家的美食餐廳、電影院、劇場等，

以及擁有東南亞最大的宴會廳。賭場分 4層，約 500張賭桌及 1300台老虎機。最新最大的金

沙娛樂城有著特別的「螺旋橋」連結著濱海灣及飯店，當華燈亮起漫步其間煞是浪漫。 

【金沙天際雷射火焰水舞秀】當華燈亮起記得一定要前往活動廣場，您可看到令人驚嘆的城

市天際景觀結合著燈光、鐳射、火焰、水霧以及各種炫麗奪目之特殊效果的街頭表演。，美

不勝收。戶外活動廣場每日將有免費的夜晚雷射燈光水舞秀，約 10-15分鐘，表演場次為

PM20:00、PM21:30，遇周末將加演 PM23:00；註 2：如活動為自由參觀且在戶外舉行，如遇天

候或其他因素未能觀賞，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黑胡椒螃蟹料理或娘惹餐   晚餐：黃亞系肉骨茶 

宿：HE ZON 或 PULAI SPRING 或同級   

 

第六天  新達城.財富之泉~濱海藝術中心~ONE FULLERTON 魚尾獅新家  

        BR226 1310/1740 

【財富之泉】「新達城」內造訪世界第一的 12 生肖

人造噴泉，位於城中心的圓環正中處，高 13.8 公尺，

向內傾斜的銅柱，支撐著一個直徑 21 公尺的巨型銅

圈，當中一股噴泉垂直沖天，可直達 30 公尺，週邊

還有四股噴泉可噴高 9 公尺，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

噴泉，水對華人來說意味著財富，此噴泉之水向內

流，象徵保留財富與好運。 

【濱海藝術中心】仿雪梨歌劇院造形的參觀斥資六億新幣

興建的【濱海劇院】，滿足所有藝術愛好者的期望，做到真正「屬於大眾的藝術中心」，92

年才落成的藝術中心，無疑是新加坡最熱門的話題，其獨特的造型，也已成為新加坡的新地

標，優越的地理位置，絕對是旅客不可錯過的造訪地點。 

【ONE FULLERTON 魚尾獅的新家】，魚尾獅面貌 8.6 公尺高、70 噸重的魚尾獅於浮爾頓

旁的河畔新地點，靜靜的注視著往來的人潮，彷若歡迎遊人的到訪。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機上          晚餐：×××  


	e-news_evaair_120620
	2012 EVAAIR_121120
	2012FAMTOUR企業會員通知書
	2012FAMTOUR報名表
	五星奧捷10天1127-1205
	巴里島風情遊5天1128-1202
	日本九州祕境五天1127-1201
	北海道函館四天1202-1205
	英國8天1224-1230
	荷比法８天1204-1210
	超完美新馬吉六天1203-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