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88
+ $580稅

專業金牌華人領隊

- 暢遊莫札特故鄉-薩爾斯堡︐及美麗的米拉貝拉花園
- 歐洲最著名的鐘乳洞-布斯當娜鐘乳洞︒乘觀光火車探尋
千姿百態的鐘乳石奇觀︒
- 「歐洲九寨溝」美譽的十六湖國家公園︒
- 暢遊克羅地亞-首都札格勒布︐別具特色的巴洛克式建築
處處散發東歐傳統特色︒
- 漁人堡︐觀賞多瑙河畔點點船隻與長橋影子︒
- 探訪捷克最著名且歷史最悠久的溫泉鄉︐至今已有600
多年歷史︒
- 美饌珍饈-奧地利吉列豬扒︐波希米亞烤鴨晚宴︐匈牙利
牛肉︐捷克特色豬手︐香醇黑啤等︒
- 美饌珍饈 – 奧地利吉列豬扒︐波希米亞烤鴨晚宴︐匈牙
利牛肉︐捷克特色豬手︐香醇黑啤等︒
- 特別贈送匈牙利民族歌舞表演︒

独家
贈送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更被譽為歐洲「阿爾卑
             斯珍珠」的四千年古鎮哈爾斯塔特

出發日期 2018年4月13日/9月14日

行程亮點

後續波蘭3天2晚
深入二戰時期最著名

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观赏壮观盐雕华沙古城
克拉科夫地下盐矿

费用包括 费用不包括
華語專業領隊,  多倫多往返機票,   豪華酒店(雙人
房),  行程列明的景點門票(自費節目除外), 各地風
味美食,  豪華冷氣巴士 (温哥华或其他城市出發需另加附加費）

团费需加税项及燃油附加费:CAD$580 和旅遊及醫
療保險,  領隊導遊和司機服務費 (每人每天10歐元) ,  
行程中的自費項目,  任何簽證費用

價格為指定的機票和具體的出發日期︒價格僅供參考︒優惠價格售完為止︒行程或價格如有更改︐恕聯誼假期不另行通知︒ 客人需請自備有效旅行簽證︐包括護照和各國出入境簽證︒有效期從回程之日起必須不
少於6個月︒如旅途有所延誤不能成行︐聯誼假期概不負責︐所付款項恕不退還︒為保障旅客利益︐請購買相關旅遊保險︒航空公司保留燃油附加費之權利︒如有任何不可預知的因素︐ 航空公司保留更改行程的權
利︒報名︓報名時每位須交訂金CAD600.00︐餘款必須出發前60日付清︒优惠价格仅接受现金︐支票或银行卡付款︒行程如因航空公司時間有所調動︐團友不得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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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原居地 Home -維也納 Vienna
搭豪華客乘機前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二天   維也納 Vienna
住宿：KAVALIER HOTEL或同级
抵達維也納後,專車前往酒店休息。（接機時間7PM）

第三天   維也納 Vienna（早︐午︐晚餐） 
住宿：KAVALIER HOTEL或同级
維也納城素有「音樂之都」的稱號。〸八至〸九世紀期間，多位著名音樂家如莫扎特
、貝多芬及華爾茲大王約翰史特勞斯等，都曾在此名城創作，並作出流傳至今的偉大
樂章。首先前往華爾茲大王約翰史特勞斯在生時演奏過的音樂亭（THE STADTPARK）
，與金光閃閃的紀念像拍照；再沿環城路瀏覽市內名勝，穿過賀夫堡大門後
(HOFBURG PALACE)，就是氣派非凡的英雄廣場，而國會大樓、市政大廳(CITY HALL)
、〸四世紀興建的史提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及著名歌劇院(THE STATE 
OPERA HOUSE)，更是遊人必到之地。之後前往參觀遜布倫宮御花園 (SCHONBRUNN 
PALACE)，此園的花草樹木由名匠用圖案式設計，以宏偉的皇宮為背景，是個理想的
攝影 觀光場地。團友也可藉此機會(自費) 參觀遜布倫宮內的皇宮。晚餐特別安排品
嚐奧地利名菜吉烈豬扒。餐後可自費欣賞馳名的華爾茲音樂會(自費) 。

第四天   維也納 Vienna - 薩爾斯堡 Salzburg（早︐晚餐）
住宿：AUSTRIA TREND HOTEL SALZBURG WEST或同级
早餐於酒店，之後前往風景如畫的音樂之都 - 薩爾斯堡，此處是音樂神童莫扎特出生
地，也是著名電影「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拍攝地。如看過這套傳世之作的團友 駕臨
此地, 必能勾起當年甜蜜的回憶。到達後，第一站遊覽米拉貝爾花園 （MIRABELL 
GARDEN）, 在這個花園裡團花錦簇，美不勝收。再遊覽莫札特廣場（MOZARTPLATZ
），廣場中央佇立著在1842年完成的莫札特全身銅像。最後，我們來到音樂神童- 莫
札特的出生地薩爾斯堡(THE GETRIEDEGASSE) ，莫札特在此創作所有青少年時代的作
品。 晚餐於市內餐廳。

第五天  薩爾斯堡 Salzburg–哈爾斯塔特 Hallstatt – 布萊德湖 
Lake Bled - 廬比安娜 Ljubljana（早︐晚餐）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或同级 
早餐於酒店，之後驅車前往哈尔施塔特(Hallstatt)，一个群峰環繞的阿爾卑斯湖边平靜
小镇，這裡早在45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一直被評為世上最美的小鎮。有令人肅然的傳統人骨教堂；寧靜、脫俗、獨特的景色
令人感受心靈的洗滌，世外桃源般難以忘懷。下午前往布萊德湖區（冰湖），斯洛文尼
亞最著名的湖泊。大約14000年前, 由於阿爾卑斯山脈的冰川地質移動而形成，湖長2120
米，寬為500 -180米，最深處為30米。布萊德湖是斯洛文尼亞西北部冰川匯聚湖泊，位
於盧比安娜西北，是尤利安山腳避暑、度假和冬季運動勝地。乘坐古老的人工搖擼前往
肅穆的湖心島, 參觀湖心島上聖瑪利亞古教堂 (ST MARIA'S CHURCH)，遙望白雪曦曦的
阿爾卑斯山，襯托著峭壁上的布萊德城堡(BLED CASTLE)。傍晚時分前往盧比安娜。

第六天  廬比安娜 Ljubljana -布斯當娜 Postojna Cave - -札格
勒布 Zagreb （早︐晚餐） 
住宿：HOTEL INTERNATIONAL或同级
斯洛文尼亚首都盧比安娜,此城曾被「時代雜志」推崇為歐洲最美麗首都之一遊
覽盧比安娜古堡(THE CASTLE), 返程乘坐纜車 。接住遊覽讓人流連忘返的三橋
(THE THREE BRIDGES) 。酒店早餐後前往歐洲最大的布斯當娜鐘乳洞(POSTOJ-
NA CAVE), 此洞已有七億年歷史,洞內終年氣溫7至10度（請團友穿保暖衣服）。
到達後，首先乘坐小火車進入洞內，內裡到處可見嶙峋怪石，配以柔和的燈光
，交織成一幕幕天然奇景，令您嘆為觀止。。隨後前往克羅地亞首都扎格勒布市,晚
餐后入住酒店。

第七天  比域治國家公園(十六湖)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
札格勒布 Zagreb（早︐午︐晚餐）
住宿：HOTEL INTERNATIONAL或同级 
酒店早餐後，乘車前往比域治參觀比域治國家公園(PLITVICELAKE NATIONAL PARK)。
乘坐布萊得湖手工搖櫓。品嘗午餐后後乘車前往首都札格拉布。遊覽石門(STONE 
GATE)、聖馬可大教堂(ST MARK’S CHURCH)、國會大廈，以及總督府前照相留影

第八天  札格勒布 Zagreb - 布達佩斯 Budapest（早︐午︐晚餐）
住宿：NOVOTEL BUDAPEST CITY或同级
餐後前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布達佩斯位於匈牙利中北部，此地因多瑙河流域分隔東
西兩岸，原為兩個城市「布達」及「佩斯」，及後合併為現今的布達佩斯，有「多瑙河
上的明珠」美譽。團友也可藉此機會(自費)乘遊船漫遊多瑙河景色最優美之部分，穿梭
市中橋樑，兩旁美景定能盡收眼底。晚餐品嚐匈牙利名菜Goulash，享用地道佳餚美食
之餘，還可欣賞傳統民族歌舞表演。晚餐後，前往 Citadella for luminate 欣賞夜景。

第九天 布達佩斯 Budapest -布拉提斯娜 Bratislava（早︐晚餐）
住宿：FALKENSTEINER HOTEL BRATISLAVA或同级
早餐於酒店，餐後前往布達區參觀羅馬式建築的漁夫堡(THE FISHERMAN'SBASTION)
。該處是俯瞰布達佩斯市及多瑙河的最佳地點。之後外觀布達皇宮(MONUMENTS ON 
CASTLE HILL)，該皇宮曾是奧匈帝國統治時的皇宮，雄偉而壯觀。繼而前往佩斯區，
一覽市內為匈牙利建國一千年而建造的英雄廣場（HERO'S SQUARE）。午餐後前往斯
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娜。到達後國王加冕之聖馬丁教堂（DOM ST MARTINA），揉合 
羅馬式和歌德式建築風格。

第十天 布拉提斯娜 Bratislava - 古姆洛夫 Ceske Krumlov - 布傑
維彩 Budejovice（早︐晚餐）
住宿：GRAND ZVON或同级
酒店早餐後,繼而前往捷克進發,已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古姆洛夫〞。漫游這個歐
洲最迷人的中世紀古城。舊城區內之聖維塔教堂(ST VITUS CHURCH) 和城市花園 
(THE CASTLE GARDEN)， 充滿中世紀古典優雅的情調美得令人心醉。之後前往〝波
希米亞玫瑰〞-布傑維彩。

第十一天 布傑維彩 Budejovice - 卡羅維溫泉 Karoly Vary -布拉
格 Prague （早︐晚餐） 
住宿：NH PRAGUE CITY或同级
酒店早餐後,前往捷克著名的卡羅維溫泉區。捷克的溫泉區有五〸多處，但以卡羅維溫
泉最為有名。午餐後，遊覽磨坊溫泉迴廊 ( MLYNSKA COLONNADE) 和 符杰迪洛温泉迴
廊(VRIDELNI) 。團友可品嚐不同飲泉的泉水，更可購買獨特的紀念品。午餐後前往捷
克首都布拉格，該城素有「中世紀寶石」及「金色布拉格」等美譽。全市仍保持著中
世紀的風貌，無數電影都以此為外景場地。晚上嘗用特色晚餐和品嘗當地黑啤晚餐。

第十二天 布拉格 Prague（早︐午︐晚餐）
住宿：NH PRAGUE CITY或同级 
早餐於酒店，首先前往布拉格古堡(THE CASTLE AREA) 建於公元九世紀，被健力士世界
紀錄大全列為「最大的古堡」。該堡為歷代皇朝之皇宮，現部分為總統官邸；堡內之聖
維特教堂(ST.VITUS CATHEDRAL)，正是波希米爾皇朝之御用教堂，中世紀的大禮堂見證
了宗教戰爭的開始。而著名的黃金小徑佈滿小商店，售賣精美紀念品，堡上是俯瞰全市
最佳地點。之後通過下山小徑，前往著名的查理大橋，讓團友飽覽伏泰河兩岸絕美風光
。通過查理大橋後抵達布拉格古城區(THE OLD TOWN SQUARE)，城內有五百年歷史的
天文鐘、胡斯紀念碑；各種民族風情小商鋪琳瑯滿目，有著名的波希米亞水晶、銀器以
其他價廉物美的小飾品等，團友可自由選購。再遊覽布拉格的主要廣場之一瓦次拉夫廣
場(WENCESLAS SQUARE) 。晚上品尝风味烤鸭欢送晚宴。

第13天 布拉格 Prague -原居地 Home （早餐）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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