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RI 世界年會奧地利、捷克、德國 13 天 
出發日期：201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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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特色 1、飛往歐洲最佳首選— 
嚴選搭乘長榮航空飛機機型 787-9，不需中停的直飛維也納，長途飛行時間只需 14 小時，有別於一
般航班中停一站，還需下飛機等候 1 小時，無法完全舒適的休息；此外長榮航空維也納航線，準備
了 787-9 的機隊，全艙備有個人液晶電視，精彩符合國人口味的節目會讓您娛樂性百分百！當然機
艙的客服水準，更讓您講台語馬ㄟ通！  
 
特色 2、奧、捷旅館；我們特別市區旅館為主，讓你有充份感受歐洲夜晚古城之美。 
參考旅館如下： 
✧ 莎 姿 堡：AUSTRIA HOTEL WEST CITY 或 MERCURE 或同級。 

✧ 克魯諾夫：MLYN 或百威城市區四星級旅館為主。 

✧ 瑪麗安斯基：OREA HOTEL 或 VILLA BUTTERFLY 或同級(如遇訂房客滿則改瑪麗安斯基
THERMAL 或 JEAN DECARRO 或同級)。 

✧ 布拉格：2 晚住宿飯店：4 星 HOLIDAY INN 或同級  
✧ 維也納：RAINERS HOTEL 或 ATH 系列或同級。(以上飯店或同級，以行前說明會為標準。) 
特色 3、餐食安排最用心 
一般團體為省時間及成本風味餐皆隨便安排，而且大部份皆安排中式料理，其實歐洲的餐飲著重在
各地餐廳的選擇及配合，用餐本來就是一種享受。為此我們特別安排： 
✧ 全程於旅館享用美式早餐、午晚餐以中、西式混合使用，以西式為主品嚐地方料理，中式部份

安排七菜一湯。 

✧ 特別選擇當地最具特色且道地的風味餐。     
特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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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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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 5、皮爾森啤酒廠體驗之旅 
捷克最出名的就是啤酒的製造了，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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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 6、隨身無線導覽耳機 
讓你不因集合講解而錯失許多拍照時間。 

特色 7、享用百年紅頂商人晚宴+飲料無限暢飲 

建於 1843 年的紅頂商人餐廳是間維也納最具知名的餐廳之一，有著貴族巴洛克式的建築外觀和富
麗堂皇的裝飾，除了一百多年的歷史之外，絡繹不絕來此造訪的達官顯貴，更是突顯了這家餐廳的
價值與地位。穿梭在賓客之間的樂師演奏。賓至如歸的用心，挑逗味蕾的美食，伴隨樂師伴奏的愉
快氣氛，是一場幸福的饗宴。 

參考航班                            (實際搭乘班機與航點需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班號號碼 飛行時間 
第一天 

5/24 
23：30 07：15+1 台北✈維也納 長榮航空 BR065 14 小時 05 分 

第十二天 
6/04 

21：40 20：00+1 
阿姆斯特丹 
✈台北 

長榮航空 BR076 13 小時 50 分 

 
  



每日行程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符號說明：★表入內參觀 (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經過 

 

05/24(五)第 01 天  桃園／維也納(直飛不中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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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5(六)第 02 天  維也納 
抵達後。首先前往參觀由女皇瑪麗亞．泰瑞莎所建成★熊布朗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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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別安排維也納市區著

名的奧地利豬肋排風味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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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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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空閒之餘安排回到

環城區，這裡各式各樣的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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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晚餐我們安排皇室貴族般地享受紅頂商人宴，除了美好的餐食＆紅酒＆音樂

演奏外，餐廳本身就是以前伯爵的宮殿，如同時光回到 18 世紀，連上廁所都是種享受。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紅頂商人宴  

宿：五星級旅館 Hilton Vienna HOTEL 或同級  



05/26(日)第 03 天  維也納─ 湖區～哈斯達特─莎爾姿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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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別前往世界

文化遺產的─哈斯達特小鎮，寧靜優美的哈斯達特依山傍水，群山

環繞，風景如詩如畫，漫步在湖畔欣賞湖中的木造建築倒影、野鴨

與天鵝悠游於湖上浪漫之情不免油然而生。此小鎮位於湖泊與山巒

間，美景渾然天成，令人忘卻塵囂，彷彿置身於人間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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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前往奧地利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鄉─莎爾姿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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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區香煎鱒魚風味+飲料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五星級旅館 Sheraton Grand Salzburg 或同級 

 

05/27(一) 第 04 天  莎爾姿堡─庫倫洛夫(捷克最美麗的中世紀古鎮) 
─皮爾森(啤酒廠體驗之旅)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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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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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完啤酒廠晚餐後入住當地準五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舊城風味料理    晚餐：皮爾森啤酒廠 

宿：準 5 星 Courtyard by Marriott 萬怡酒店或同級 

 



05/28(二) 第 05 天 皮爾森－布拉格(城堡區、查理士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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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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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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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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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伏爾他瓦河遊船餐    晚餐：中式七

菜一湯+水果 

宿：五星級旅館 Corinthia Hotel Prague 或同級 

 

05/29(三) 第 06 天  布拉格(老城區、新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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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到豎立著捷克改革家胡斯塑像

的◎老城廣場，舊市政廳最受遊客歡迎的是牆上的◎天文鐘，每到

整點天文鐘上方的窗戶開啟，一旁的死神開始鳴鐘，耶穌的十二門

徒在聖保羅的帶領下一一移動現身，最後以雞啼和鐘響結束，另外

還有分別代表慾望、貪婪和虛榮的象徵木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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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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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市民會館百年啤酒館餐   晚餐：捷克當地豬腳+啤酒料理 

宿：五星級旅館 Corinthia Hotel Prague 或同級 

 

05/30(四) 第 07 天 布拉格－捷克溫泉區(瑪麗安斯基) －德勒斯登
（德國） 
早餐後午餐後我們前往瑪麗安斯基溫泉區，此處優美的景色是詩

人、音樂家的最愛，在這迷人的小鎮可見◎巴洛克式溫泉長廊，精

緻的庭園景觀，廊外音樂噴泉更增姿色。◎十字泉亭、◎定時音樂

噴泉，德國大詩人哥德便是於此地與女伯爵 Baronne 於 1820 年時定

情的，其他如蕭邦、華格那、馬克吐溫等名人皆曾到此渡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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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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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德國易北河上的佛羅倫斯-德勒斯登，參觀建於 17 世紀

末的◎茨溫格宮，此宮殿由腓特烈‧奧古斯特一世命令建造，此位國王也將 薩克遜王國帶到鼎盛時期。 

德國最大的新教教堂-◎聖母教堂和薩克森邦最大的教堂建築-◎宮廷教堂，隨後步行參觀由薩克森王約 翰要

求建設的◎衫普歌劇院，音樂大師韋伯和華格納都曾經有其作品在此演出。  

德勒斯登王宮: 興建於 1200 年前後，1471 年至 1474 年間加以擴建，16 世紀中葉加入了文藝復興風 格，1701 年

大火之後將大部分王宮重建為巴洛克風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皇宮嚴重受到破壞， 在 1960 年代後才開

始了規模驚人的重建工作。現在在德勒斯宮東北側中庭，重現中古世紀歐洲最古 老的武藝競技場，外牆上有

由 25000 片瓷磚所拼畫出約 100 公尺的巨大壁畫，都是歷代薩克森國王的騎馬像，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旅館內晚餐  

宿：五星級旅館 Hyperion Hotel Dresden Am Schloss 或同級 

 

 

 

 



05/31(五) 第 08 天 德勒斯登—波茨坦—柏林 
波茨坦是 18 世紀歐洲城市和藝術時尚的結合，城堡和庭園提供了一種新的模式，它們大大地影響了
奧德河東部的建築藝術的發展和空間的拓展。是建築創新和園林藝術的典範，同時也是歐洲內部的
君權觀念的體現。現存的宮殿有聖斯西宮、古裡尼凱宮、沙爾勞騰霍夫宮、巴貝貝爾克宮及采茨利
霍夫宮。庭院有魯斯特庭院、孔雀島等。 
柏林市區觀光:德國總理府、國會大廈、勃蘭登堡門、6 月 17 日大街、菩提樹下大街、查理檢查站、
柏林電視塔、波茨坦廣場、聖赫德韋格大教堂、柏林大教堂、選帝侯大街、柏林圍牆、東柏林、西
柏林、市政廳、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等。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柏林電視塔夜景晚餐  

宿：五星級旅館 Intercontinental Berlin 或同級 

 

06/01(六) 第 09 天 柏林—漢堡—倉庫城—世界年會會場 
上午驅車前往倉庫城位於德國漢堡港，長 1.5 公里，是世界最大的樁基

礎倉庫區，興建於 1883 年到 1927 年。 2005 年，倉庫城處理世界三分之

一的地毯，可可，咖啡，茶葉，香料，海事設備，電子產品等貨物。 倉

庫城的建築為哥特復興式多層紅磚建築，帶有小塔樓，從水路和陸路都

有入口。 

午餐後前往 2019 RI世界年會會場報到，下午參加世界年會各項活動或準

備台灣館開幕事宜。 

晚上舉辦世界年會歡樂之夜。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世界年會歡樂之夜 

宿：RI 總社預訂之旅館如: Ameron Hotel Speicherstadt 或 Novotel Suites Hamburg City 或同級 
 

06/02(日) 第 10 天 漢堡（2019RI 世界年會） 
上午前往 2017RI 世界年會會場，首先我們先前往報到櫃台，依註冊報名時所編排之註冊編號而領取參加証，

而後進入會場，會場中您可免費領取 P、IPP、PP、AG、DVS 等不同的職務彩帶黏貼在參加証上，會場中有來

自全世界不同地區所設立的攤位，當然”台灣館”是必到的攤位，而且 2018 年是 RI3490 地區輪值當館長。我

們預計參加 10:30 第一場開幕式(第二場開幕式為 15:30)，在此您可前往友誼之家跟來自不同國家之扶輪人交換

社旗或胸章。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Ｘ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宿：RI 總社預訂之旅館如: Ameron 

Hotel Speicherstadt 或 Novotel Suites 

Hamburg City 或同級 

 
 
 
 
 

http://baike.haosou.com/doc/5355410.html


06/03(一) 第 11 天  漢堡++ICE++阿姆斯特丹 
早餐後搭乘德國高鐵—ICE 前往阿姆斯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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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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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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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住宿在

機場旁的 Sheraton AMS Airport。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德國當地風味餐           晚餐：中式惜別晚餐 

宿：五星級旅館 Sheraton AMS Airport 或同級 

06/04(二) 第 12 天  北海漁村～風車村～沃倫丹→阿姆斯特丹 / 桃園
國際機場(直飛不中停) 
風車村：桑斯安斯，這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但對於

17~18 世紀的荷蘭人而言，卻是生活與工作的場所，在▲風車村

除了可以看到荷蘭人如何利用風車產生動力，裡頭還有▲木鞋工

坊、▲起司工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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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式漁村：沃倫丹，在▲沃倫丹小漁村您除了可以買到各式各樣

的紀念品外，何不試著穿上沃倫丹傳統的服裝照個像留念呢？這

裡的照相館提供有這樣的服務喔。別忘了嚐嚐這裡的海鮮美食傳

統荷蘭家庭式的海鮮料理，可不輸大餐廳的美味喔！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荷蘭鯡魚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宿：飛機上  

 

06/05(三) 第 13 天 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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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漢堡國際扶輪世界年會之旅。 

宿：溫暖的家 

 

主辦旅行社 海邦旅行社有限公司 

承辦人: 五股金鐘 PP Tiger 0925-526-258 及百合社 Rtn Ginner 0933-818-361 

助理: 陳筱晴 李怡萱   

 

 

 

 

 

 

 

 

 

 

 



報價單： 
1. 團費(經濟艙團體機票) NT155,000 /名。 

2. 2019/01/08  前報名並付訂金 NT 50,000/名者，團費可減

NT5,000/名， 並請提供護照影本。 

3. 如需求單人房者，需追加 NT 35,000/名。 

4. 團體票-豪華經濟艙 ：NT 167,000 (只限回程阿姆斯特丹/

台北航段)， 2019/01/08 前報名並付訂金 NT 50,000 者，團

費可減 NT5,000，並請提供護照影本。(機位有限，以實際

上報名機位狀況為主) 

5. 商務艙： NT 236,000 (屬於個人訂位)，確定後請先付訂金

NT10 萬元整。 
 

團費包含費用： 

機票：台北/維也納+阿姆斯特丹/台北 團體機票+機場燃油稅 

住宿： 全程安排兩人一室 單人房請追加 NT35,000/名 

行李：每人一件 30 公斤托運行李 +手提 行李 7 公斤。 

保險：500 萬意外險+醫療險 20 萬 

護照：護照效期需於出發時保有六個月以上效期 

小費：含全程司機及導遊小費 

 

不包含費用： 

個人消費、床頭小費、飲料費、洗衣費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