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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聖體大會 台中教區 

匈牙利 .斯洛伐克.捷克 朝聖之旅 
 

        阿聯酋航空 出發日期:  2020年 09月 15日 

天    數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第 一 天 阿聯酋航空 EK367 台北 杜拜 23:35 04:15+1 

 第 二 天 阿聯酋航空   EK111     杜拜   布達佩斯     08:50     12:45 

 第十一天 阿聯酋航空   EK140     布拉格    杜拜     15:55      23:50 

 第十二天 阿聯酋航空 EK366 杜拜 台北 03:40 16:15 

  (正確航班起降時間，因卡跨年度及季節調整,以說明會為標準) 

 

 

 

 

 

 

 

 

 

 

 

 

 

 

 

 

 

 

 

 

 

 

 

 

 

 



第一天 09/15 桃園／杜拜  
起飛！前往夢想朝聖地。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杜拜。前往這個富有而

進步的中東國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是由七個酋長邦所組成的

國家。杜拜～這個既現代又傳統、充滿異

國風情的城市，宛如變化無窮的萬花筒，

深深吸引人們到此造訪。這是一座生氣蓬

勃的沙漠城市，豪華的高樓大廈、金碧輝

煌的飯店與規劃完善的人工島，正一座座如雨後春筍般的在這個城市冒出來。 

■【貼心的建議】 

1. 轉機時間剛剛好，減少您旅途的不適，讓您元氣滿滿的展開旅遊。 

2. 第一天班機為午後出發，建議第一天穿著舒適的衣服，以及舒適的鞋子 

晚餐 : 簡單餐盒    ****18:00 由台中出發  預計 20:30 抵達桃園中正機場 

夜宿 : 機上 

第二天  09/16 杜拜－布達佩斯(布達區) 
班機抵達後前往東歐巴黎之稱的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展開市區參觀素有東歐巴黎之稱的匈牙利首

都－布達佩斯，參訪鏈橋及多瑙河右岸的漁人城堡以和英雄廣場，馬加什教堂。 

 
 

 
【布達佩斯】：素有東歐巴黎之稱的匈牙利首都。 

※鏈橋：境內九座橋樑當中最古老的，也是布達佩斯的標誌之ㄧ，橋頭兩

端各有一對獅子雕塑，四根獅爪緊緊抓牢兩岸，象徵布達跟佩斯緊密相連。 

◎漁人城堡：這座新哥德式及新羅曼風格的觀景台，可一覽多瑙河、瑪格

麗特島、以及蓋勒特丘陵全景。 

◎馬加什教堂(Mátyás-templom)： 這座教堂的正式名稱是聖母教堂，但是

通常以國王馬加什一世的名字稱為馬加什教堂。這座教堂有 700年的歷史 

 
晚餐後，好好休息～為明天的聖體大會祈禱 

 

早餐 : 飛機上  午餐 :飛機上簡餐    晚餐 :  西式料理三道式  

住宿 : 佩斯區市區四星級酒店 EUROSTARS DANUBE BUDAPEST HOTEL      

或同等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A%A0%E4%BB%80%E4%B8%80%E4%B8%96


第三天 09/17 布達佩斯聖體大會  (午餐~主辦安排)  

 

8:00 - 8:45報到 

8:45 - 9:30早上禱告 

9:30 - 10:30 Catechesis 

10:30 - 11:00見證 

11:00 - 11:30休息 

11:30 - 13:00聖體聖事 

午餐時間 13:00 - 14:30 

14:30 - 15:30研討會 

17:00 - 20:00 台灣之夜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 大會安排午餐    晚餐 : 台灣之夜      

住宿 : 佩斯區市區四星級酒店 EUROSTARS DANUBE BUDAPEST HOTEL      或同等級  

 

第四天 09/18  布達佩斯聖體大會  (午餐~主辦安排)  
8:00 - 8:45報到 

8:45 - 9:30早上禱告 

9:30 - 10:30 Catechesis 

10:30 - 11:00見證 

11:00 - 11:30休息 

11:30 - 13:00聖體聖事 

午餐時間 13:00 - 14:30 

14:30 - 15:30研討會 

17:00 - 22: 00      在 SportarenaLászlóPapp 的青年之夜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大會安排午餐    晚餐 :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住宿 : 佩斯區市區四星級酒店 EUROSTARS DANUBE BUDAPEST HOTEL      或同等級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一座天主教宗座聖殿~聖伊什特萬聖殿，，以匈牙利的第一位國王伊什特萬

一世得名，該國王的木乃伊右手安放在此。聖伊什特萬聖殿與匈牙利國會大廈，是布達佩斯最高的兩

座建築，高 96米，寬 55米，長 87.4米。它完成於 1905年，工期長達 54年。教堂的建築風格為新

古典主義式，平面與歐洲多數天主教教堂一樣，以十字為主體，兩側則是兩個大鐘樓。教堂內部以大

理石與馬賽克磚裝潢，細緻的雕刻、典雅的裝飾、繽紛的彩繪窗花玻璃、華麗的穹頂，令人感覺瑰麗、

莊嚴、與肅穆。聖殿的塔樓頂端，是俯瞰整個布達佩斯的最高觀景點，能將所有美景盡收眼底。 

 

**** 聖王斯德望(Shrine of St. Stephen King of Hungary)朝聖地  (佩斯區) 在活動地點附近 

聖王斯德望的聖龕朝聖地，在布達佩斯，非去不可;好好認識這位，既是國王又是聖人，以教友身份

成聖的聖人。 



 

第五天 09/19  布達佩斯－（車程約 1 小時）柏修女入會聖堂 Estergon ~ 17:00 布達佩

斯聖體大會 
今日早餐後前往 柏高理修女於 1925年在 ESTERGON 在伊斯德岡加入仁愛修女會, 這裡是北匈牙利的

一個小城市，大約在布達佩斯的西北五十公里。它位於科馬羅姆-埃斯泰爾戈姆縣，是多瑙河的右岸，

那裡也就是斯洛伐克的邊界。 從 10 世紀直到 13 世紀中，埃斯泰爾戈姆是匈牙利的首都，原本是皇

家的居住地，直到貝洛四世，首都就遷到維塞格拉德，後來再遷到布達~ 

 

感恩柏修女於 1936年展開海外傳教生活，後來接受蔡文興主教邀請來到台灣，最初在彰化羅厝堂區

協助傳教，不久任命至田中鎮傳教，1953年於耶穌聖心堂旁正式成立耶穌聖心修女會（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開始培育台灣首批的修女，柏修女在台灣的貢獻良多，醫療、教育方面，她

不只是傳教士，同時也是教育家、藝術家、音樂家。 

 

埃斯泰爾戈姆聖殿 Esztergomi Bazilika 

聖母升天聖阿達爾貝特聖殿都主教座堂，簡稱埃斯泰爾戈姆聖殿，是

匈牙利艾斯特根的一座羅馬天主教教堂，雖無證據顯示其為宗座聖

殿，但卻被慣稱為聖殿，是天主教艾斯特根-布達佩斯總教區的主教座

堂，匈牙利天主教會的總部，其主保聖人是布拉格的亞德伯。 這是

匈牙利最高的建築物，世界第 18 大教堂。 

 

14:00前返回布達佩斯~於 Holy Eucharist on the Kossuth square  

   聖體大會活動(佩斯區)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 西式鴨肉風味三道式        晚餐 : 中式合菜六菜一湯 

住宿 : 佩斯區市區四星級酒店 EUROSTARS DANUBE BUDAPEST HOTEL      或同等級  

 

第六天 09/20  布達佩斯聖體大會閉幕典禮 13:00 結束 ~ 布達佩斯(佩斯區) 
 
今天聖體大會閉幕典禮在◎英雄廣場：布達佩斯的主要廣場，位於安徳拉什大街的末端，周圍有兩座

重要建築，左側是美術博物館，右側是藝術宮，廣場中心佇立ㄧ千年紀念碑，刻有 9世紀建立匈牙利

的 7個部落領袖及歷史名人的雕像。 

 

後續安排觀光 (佩斯區) 或是  布達佩斯特有文化~温泉浴場     二擇一   

全世界最美的十大咖啡廳之一 NEW YORK CAFÉ  

●紐約宮殿咖啡廳，有著全世界最美麗的咖啡店之稱號！咖啡廳的內部挑高，裝潢極度奢華精緻，有

如一座中世紀宮殿。光是一踏進入店內，便能立刻被其金碧輝煌又典雅的裝潢設計所震撼，令人讚嘆

不已！ ※紐約咖啡廳入內需消費至少一杯飲品或點心、鹹食，需自費與現場候位。  

瓦茨街步行區 

●瓦采街禮品店、百貨公司林立，許多露天攤販以及街頭藝人表演，在此漫步欣賞街景以及輕鬆購物。

一路延伸至中央市場，聚集了販售各種讓人愛不釋手的民俗藝品的攤販，像是傳統服飾盛裝的匈牙利

娃娃、手工刺繡品、附有可愛木匙的匈牙利香料、製作精細的陶瓷玻璃製品、粗獷風味的披風背心，

等。每家商店都各有特色。各種紀念品都可以在此尋獲。 

****************************************************************************** 

 

 

 



或是  

下午特別安排在★歐洲最大百年露天宮廷溫泉泡湯！在溫泉浴場泡湯是布達佩斯的特有文化，該城市

的國土底下，有 2/3含有溫泉，是這世界擁有最多溫泉的城市，因此被譽為「溫泉之都」！ 

塞切尼溫泉浴場，是布達佩斯最受歡迎的溫泉浴場，也是歐洲最大的露天溫泉浴場。該浴場已有超過

100年以上的歷史，其水源來自於兩口溫泉，水的成分具有療效作用。水溫分別為 23 °C 和 25 °C，

屬於溫暖的水溫而非台灣人熟悉的滾熱溫泉。浴場主要區分為戶外與室內兩區，室內有無數個溫泉池

與 SPA。與台灣人熟悉的日本溫泉泡湯文化不同，這裡的溫泉浴場更像一座遊樂園。總能在浴場裡看

見當地人一邊泡在溫泉池裡，還一邊下著西洋棋的閒適光景，十分有趣！ 

 
早餐：酒店內    

午餐：西式雞肉風味三道式(閉幕典禮為 11:00-13:00  因此會比較晚才安排午餐~適情況而安排) 

晚餐：蘋果鵝肝料理 

住宿：佩斯區市區四星級酒店 EUROSTARS DANUBE BUDAPEST HOTEL      或同等級  

 

 

第七天 09/21 布達佩斯~(40 分鐘)聖坦德 Szentendre-(車程 3:10)布拉提斯拉瓦(斯洛伐克) 
途經具有希臘風格的小鎮－聖坦德鎮，此小鎮是匈牙利多瑙河邊的古老城鎮之一，是多瑙河右岸最饒

富趣味的美麗古鎮，自石器時代起便有人居住，現在鎮上房屋都還保留著中世紀的原狀，古色古香而

且藝術氣息濃厚。 

前往下一個國家～前往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市。 

斯洛伐克境內各城市，都保持有完整的古蹟、共約百座城堡要塞，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捷克與斯洛伐克對於德國納粹軍隊的入侵，並未予以抵抗，所以大部分建築物並未遭受破壞，保護的

相當完整，有數處以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而斯洛伐克境內第一個被侵略成為帝國正經大城的都市，

正是布拉提斯拉瓦。著名的洛可可式地標- 總統府 ，前方廣場有著球型噴水池的襯托，氣勢磅礡，

瑪麗亞‧泰瑞莎女王曾造訪此宮。沿著石板小路前進，來到 舊城廣場 ，四周環繞著各國駐斯大使館

及其他古色古香建築，仔細瞧瞧轉角邊上的舊市政廳黃色外牆上有個突丌的黑點，是拿破崙軍隊進攻

斯洛伐克留下的證據，這一發砲彈就這樣卡在牆上成為歷史見證。穿梭巷道，來到 國家劇院 ，站在

劇院向舊城廣場的方向望去，前方的林蔭大道一路延伸到多瑙河畔，地上的石磚排列成城堡標誌，是

許多人喜愛駐足休憩的地方。位於老城旁小山上的 布拉提斯拉瓦城堡 ，羅馬帝國時期曾是軍事要

寨，遠遠看去好像一張翻面倒立的桌子，四肢腳朝天，是斯拉夫民族最重要的政治，軍事，行政和教

會中心。 

 

早餐：酒店內    

午餐：西式豬肉風味三道式 

晚餐：中式合菜六菜一湯 

住宿：BRATISLAVA HOTEL & CONRESS CENTRE  或 同等級酒店 

 

第八天 09/22 布拉提斯拉瓦－(3:10 車程) 庫塔拉赫 Kutna hora –(1:20 車程)布拉格 
由斯洛伐克離開前往布拉格途中，按時間上的考量～安排 

Marianka__最古老朝聖地 (比較近 20 分鐘車程)   

Bazilika Narodenia Panny Má rie 

 

*** 另看時間狀況安排 Straze(Sastin)的聖殿(再一小時車

程)  ;在往庫塔拉赫路上. 還不到布爾諾 BRNO 

Bazilika Panny Má rie Sedembolestnej 



 

在庫塔拉赫知名的～ 

聖塔芭芭拉教堂亦因銀礦的貢獻，有著不同的氣派，還有莊嚴動人的-人骨教堂，目的是提醒人們「生

命是短暫的，死亡是必然的」。  

 
前往有『中世紀寶石』美譽的捷克首都－布拉格 

 
早餐：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六菜一湯 

晚餐： 烤豬肋排三道式 

住宿：四星級 DUO HOTEL 或同等級  http://www.hotelduo.cz/default-en.html 

 

第九天 09/23 布拉格 (全日漫遊) 

 

今日行程安排，首先漫步到舊城區，首先前往生氣蓬勃又饒富古意的舊城廣場，廣場上充斥著街頭藝

人、販售演奏會入場券的人，還有絡繹不絕的觀光客，以哥德式雙塔建築著稱的提恩教堂，是廣場上

最醒目的建築；廣場正中央矗立著為紀念宗教革命家胡斯逝世五百周年而建的胡斯雕像；而舊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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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來到東歐最古老的石橋－查理大橋，橋兩旁矗立了頗富哲思的聖者雕像，橋

上盡是街頭藝術家，從繪畫到雕塑、手工飾品到現場演奏，包羅萬象，難怪人潮絡繹不絕。如你體力

夠登上城中的任何一個高塔，眺望全市，您將可以體會到有「百塔之城」封號的布拉格全景。  

位於舊城區東南方的新城區，自十四世紀被開發後，至今仍洋溢生氣與活力，聚集許多高級商店和餐

廳及咖啡廳等；新城區的中心瓦次拉夫廣場又稱為「英雄廣場」，1989年著名的絲絨革命曾在此發生；

氣勢磅礡的國家博物館，新文藝復興風格的外觀代表國家文藝復興之美。位於伏爾他瓦河岸的國家劇

院為布拉格的精神象徵。  

【舊城區下車參觀】舊城廣場、查理大橋、胡斯雕像、提恩教堂、天文鐘。  

【新城區下車參觀】瓦次拉夫廣場、國家博物館、國家劇院。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西式風味三道式 

住宿：四星級 DUO HOTEL 或同等級  http://www.hotelduo.cz/default-en.html 

 

第十天 9/24 布拉格 
 

 

 

 

 

 

 

 

http://www.hotelduo.cz/default-en.html
http://www.hotelduo.cz/default-en.html


到布拉格一遊，彷彿時光倒轉至中世紀，抬頭所及皆是悠久歷史的教堂和建築，耳中聽到的是悠揚的

樂聲，有如一套完整的文學、藝術、音樂和建築之旅。首先來到古堡區，歷代國王加冕的聖維特大教

堂，是布拉格城堡最重要的地標，而教堂內的彩繪玻璃是藝術家慕夏的作品，為這個千年歷史的教堂

增添不少現代感；接著前往以往波希米亞國王的住所－舊皇宮，現今捷克總統選舉皆在此舉行；隨後

來到卡夫卡筆觸下的黃金小巷，鋪石的狹窄巷道兩側，色彩繽紛的房舍比鄰而立，目前房舍多已成為

各式紀念品的個性小店，而門牌 22號水藍色的房舍，是昔日作家卡夫卡寫作的場所。 

【入內參觀】舊皇宮、聖維特大教堂、黃金小巷。 

伏爾塔瓦河遊船 (船上自助餐) 

再次進入古城區，走上著名的◎查理古橋，此為伏爾塔瓦河上唯一的石橋，自 14世紀竣工以來，即

是連接兩岸的主要橋樑。橋上人來人往，熱鬧非凡；時至今日，盛況仍不減當年。您可悠閒地在老橋

上散步，欣賞著石橋上 30尊聖人和歷史名人雕像。再來到貫穿整個城市、賦予布拉格生命的伏爾塔

瓦河，貼心為您安排★伏爾塔瓦河遊船(船上自助餐)，悠閒遊覽整個城市，從不同的角度遠眺查理橋

和布拉格城堡。 

晚上安排黑光劇 
布拉格是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城市。來這裡, 除了看古蹟, 看建築, 更多人不會錯過的是這裡的藝文活

動。  

黑光劇(Black Theater) 黑光劇是捷克戲劇活動中最特殊、知名度也最高的一種。舞台的佈景和演員

的服裝都是全黑的，正式演出時，是以彩色的燈光束投射，搭配演員手中的螢光道具，再加上音樂，

所呈現出來的奇妙視覺影像。 

早餐：飯店內 

午餐：伏爾塔瓦河遊船 自助式吃到飽 

晚餐： 西式三道式料理 

住宿：四星級 DUO HOTEL 或同等級  http://www.hotelduo.cz/default-en.html 

 

第十一天 09/25 布拉格- (1小時車程) Our Lady of Svata Hora 朝聖–(1:40車程)搭機/杜拜 
捷克朝聖地: Our Lady of Svata Hora，位於捷克西部，離布拉格聖嬰朝聖地約 30公里的波希米亞

Bohemia。 

 
早餐後驅車前往安曼機場轉機回台北。 

早餐：飯店內 

午餐：路程較長,休息站自行安排 

晚餐：因班機時間敬請自理 

住宿：豪華客機 

第十二天 9/26 杜拜/(台北) 
返回台北，結束此次國際聖體大會 東歐三國之旅，

昇華了這令人難忘的朝聖之旅。 

 

富丞旅行社有限公司   CHEERS TOUR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540號14樓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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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2nd
 International Eucharistic Congress 

        國際聖體大會 台中教區 

匈牙利 .斯洛伐克.捷克 朝聖十二日  報價單 
  

 報名並繳交作業金者每人  團費 12,0000 元 

 於 2019/10/31 前完成匯款者 優惠價 11,8000 元 

【32 人成團報價 內容包含】  

1. 台北/布達佩斯 X  布拉格/台北 經濟艙來回機票及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附加費。 

2. 9/17 至 9/20 國際聖體大會報名費 USD 80。(早鳥優惠) 

   3. 行程內各風景點門票、交通及食宿費用。(安排布達佩斯市區四星級酒店) 

   4. 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5. 全程領隊+中文導遊隨行。 

   6. 500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醫療險。 

   7. A.培訓講義 

      B.台灣聖體團(團體標誌)        

   C.小面國旗 (手持)             

   D.講師車馬費培訓場地租借費用  

      E.提供出團大會手冊中文資料 

      F.雜支(教區出團旗幟、點心、回台紀念相片製作……) 

   8. 滿 32人可免費 1位神師 

   9. 台中定點至機場來回接送 
 

【報價內容不含】 
1. 護照費 NT$1,400元。 

2. 床頭及其它服務小費。 

3. 純屬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4. 個人參加行程外之自費項目活動及行程表中未列之行程及活動。 

5. 以上報價如遇機票或匯率調整，則團費隨之調整  

 

◎ 新辦護照 （護照有效期未超過 2021年 6月 27日者，請辦新護照） 

1. 身分證正本     2吋彩色相片 2張（半年內近照，須白色背景） 

2. 第一次申請護照者，請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人別認證。 

3. 未除役男性需附上退伍令正本     4.舊護照須繳回 

 

【報名應備文件】 

1. 護照正本並簽名〈護照效期需在 2021年 6月 27日以後〉 

2. 相片 2吋 1 張﹝做朝聖手冊用﹞ 

3. 預繳作業金每人 30000元(匯款帳號:合作金庫 006 朝馬分行 1900-765-166181 戶名:劉秀秀) 

4. 報名截止日：201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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