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受 ♥ 完 美 時 刻
歐羅巴大陸上的多瑙河流經東歐多國，沿途有自然湖川的秀麗風光，

中古世紀的風情村莊，浪漫風華的帝國豪都，也見證了歷代王朝的

興衰成敗，東歐異國散發著出非一般的迷人魅力。

   優 遊 精 粹
► 連續2晚住宿 - 布達佩斯及克拉科夫，休閒舒適。

► 暢遊明珠風彩之城 - 藍色多瑙河之布達佩斯、金色布拉格。

► 時光倒流回到冷戰時期的標誌分界線 - 柏林圍牆。

  異 國 滋 味
經典美食：德國啤酒豬手餐、捷克波希米亞燒鴨、

奧地利照燒豬排骨、吉烈豬扒餐、匈牙利Goulash牛肉濃湯連歌舞表演、

波蘭四絕(酸湯、香腸、鱒魚、教宗蛋糕)。

   別 具 匠 心
► 遊覽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易北河上的佛羅倫斯」- 德累斯頓，見證德國普魯士王朝的繁華昌盛。

► 住宿波希米亞皇朝之童話世界渡假酒店 - 卡洛維溫泉Grand Pupp Hotel，

 靜謐中透露著高貴氣質；更安排於酒店晚宴，留住溫馨浪漫瞬間。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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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 金色經典之旅8/11天
德國 • 捷克 • 奧地利 • 匈牙利 • 斯洛伐克 • 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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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adetours.com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出發前60天需繳清團費。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須以原價繳付。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第1天 // 原居地 - 柏林  Home City - Berlin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德國首都柏林，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柏林 – 市內觀光  Berlin - City Tour
早餐：-- 午餐：-- 晚餐：啤酒豬手餐

『柏林』德國首都和最大城市。和德國其他的名城相比，柏林顯得有些另類。
感受最強烈的並不是大都市的摩登喧囂，也不是動輒上千年的古蹟，而是一
段剛剛逝去不久的歷史。

『柏林圍牆』在60年代初期，因東、西方冷戰，柏林圍牆於一夜之間內建成，

結果德國被迫一分為二，至今仍保存濃厚的東歐氣息。牆上的「兄弟之吻」
成為標誌性畫面。

『百靈頓堡拱門』象徴東西德統一的標誌性建築，也稱德國凱旋門。

『國會大廈』1933年毀於火焚，二戰後被廢棄，現為德意志帝國的議會大廈。
住宿：NH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柏林 - 德累斯頓 - 卡羅維溫泉區
  Berlin - Dresden - Karlovy Vary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德累斯頓』歷史上薩克森王國的首都城市，擁有數百年繁榮史、燦爛的文化

藝術，被稱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又被稱為「易北河上的佛羅倫斯」。
『茨溫格宮御花園』典型的巴洛克風格建築之一，華麗壯觀的花園美輪美奐。

『諸候出行圖』世界上最大的牆上陶瓷畫，使用23000塊瓷磚拼成諸候出行時
的面貌。住宿：Grand Pupp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卡羅維溫泉區 - 布拉格 - 市內觀光
  Karlovy Vary - Prague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波希米亞燒鴨

『卡羅維溫泉區』有多處泉眼，溫泉水對治病如消化系統、調理神經、腸胃等
有療效，不少名人如沙皇彼得大帝、泰利亞瑪麗莎女皇、貝多芬、莫札特、
柴可夫斯基、哥德等曾到此療養。

『布拉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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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四世大橋』距今已有650年曆史，是連接布拉格老城、小城和布拉格城
堡的交通要道，也是歷代國王加冕遊行的必經之路。

『舊城區』有五百年歷史的天文鐘、泰恩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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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NH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布拉格 - 城堡觀光 - 維也納
  Prague - Castle Tour - Vienn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奧地利照燒豬排骨

『布拉格城堡』建於公元九世紀，被列為世界最大的古堡群。為歷代皇朝之皇
宮，現部分為捷克總統官邸；堡內之建築風格眾多，哥特式、巴洛克、洛可
可等應有盡有。

『聖維特教堂』波希米亞皇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中冕之御用教堂，見證了宗
教戰爭的開始。

『黃金小徑』早年為皇家貴族打造金飾的煉金術士居住之處而得名，小徑宛如
童話故事的小巧房舍，兩旁佈滿小商店，售賣精美紀念品。

『維也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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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名勝：國家歌劇院、史提芬大教堂、國會大樓、
市政廳、賀夫堡大門、英雄廣場、女王廣場。可自費欣賞精彩音樂會表演。
住宿：Trend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維也納 - 遜布倫宮御花園 - 布達佩斯
  Vienna - Schonbrunn Garden - Budapest 
早餐：酒店 午餐：奧地利吉烈豬扒 晚餐：匈牙利Goulash歌舞晚宴

『遜布倫宮御花園』也稱「美泉宮花園」。此園的花草樹木由名匠用圖案式設計，
雄偉壯觀，園內花草樹木錯落有致，是個理想的攝影觀光場地。

『布達佩斯』濃烈的匈牙利色彩，浪漫、唯美兼備的城市。有「多瑙河上的明
珠」美譽。住宿：Novotel 或同級酒店。

第7天 // 布達佩斯 - 市內觀光  Budapest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漁夫堡』羅馬式建築，是俯瞰布達佩斯市區、國會大廈及多瑙河的最佳地點。

『馬爾泰大教堂』歷代匈牙利國王的加冕儀式在此舉行，有「加冕教堂」稱號。

『英雄廣場』匈牙利建國一千年而建造，整個廣場氣派非凡。

『聖史提芬大教堂』藏有聖史提芬的「不滅之手」右手木乃伊，被稱為「聖右

Holy right」。
『瓦西路』知名步行休閒街，商店、咖啡店林立，定能增添不少購物遊逛樂趣。

晚上團友更可藉此機會自費漫遊多瑙河船河晚宴，體驗藍色多瑙河夜之魅力，
遊船穿梭於市中橋梁，兩旁金光閃閃的建築美景盡收眼簾，配上一杯美酒感
覺特別浪漫幸福。住宿：Novotel或同級酒店。

第8天 // 布達佩斯 - 原居地  Budapest - Home City 
早餐：酒店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11天團
第8天 // 布達佩斯 - 斯洛伐克 - 克拉科夫
  Budapest - Slovakia - Krakow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斯洛伐克』國家雖小，但是城堡的數量反而卻非常眾多。沿途風光明媚，景
致媲美瑞士山區，偶爾看到純樸農村點綴其中，美不勝收。

『克拉科夫』波蘭舊首都蘊含著無數的文物古蹟和民族象徵，憑藉自身魅力被

列為世界遺產。團友可自費到市郊的「維雅立斯加」礦物鹽洞，深入442呎深的
洞穴探索。地底別有洞天，鹽雕無數，令遊客嘆為觀止，定使團友增廣見聞。
住宿：Novotel或同級酒店。

第9天 // 克拉科夫 - 奧思維茲集中營 - 克拉科夫 - 市內觀光
  Krakow-Auschwitz - Krakow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波蘭香腸餐、教宗蛋糕 晚餐：波蘭酸湯餐

『奧思維茲集中營』二戰期間，德國在歐洲各地建造了20幾座集中營，這裡是最
規模最大且最為人所知的。遊客可了解二次大戰的悲哀，更珍惜和平之可貴。

『克拉科夫市內觀光』著名的古城堡內有波蘭王的舊皇宮，旁邊的主教堂亦是
已故教宗約翰保祿二世當樞機主教之地。教堂建築奇特，其金箔圓頂，莊嚴
奪目。老城區的瑪利亞教堂及歐洲最美麗之一的市政廣場。廣場內的市集走
廊商店林立，是選購紀念品的最佳地方。住宿：Novotel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 克拉科夫 - 華莎 - 市內觀光 
  Krakow - Warsaw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波蘭鱒魚

『華莎』波蘭首都和第一大城市，是歐洲著名的古城，有“世界綠華沙都”之美稱
。

『納斯基公園』蕭邦紀念碑位於公園內；蕭邦受人景仰，每年夏天在紀念碑下
都會舉行鋼琴演奏會。公園也是皇家花園，環境清靜優雅，非常休閒自在。

『古城區』市中心新世界街、聖十字教堂、總統官邸、華莎大學、皇宮城堡、
美人魚像、居禮夫人出生地等美輪美奐。住宿：Westin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 華莎 - 原居地  Warsaw - Home City
早餐：酒店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8天 $3098 $580 $3678 $550
11天 $3398 $580 $3978 $85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8天 $3698 $580 $4278 $550
11天 $3998 $580 $4578 $850

晨鳥優惠︓每位$1000起︐限前10名︐先到得到

費用包括：
• 全程4★級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領隊
• 全程豪華舒適巴士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CA$580

費用不包括：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EUR€10）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

 中國護照需申根簽證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東岸旅遊熱線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905-882-2288

西岸旅遊熱線西岸旅遊熱線

604-270-3288604-270-3288

旅遊達人會客室旅遊達人會客室
時間/日期/方式由您定

1.最新潮安全『零』接觸視像會面
2.保持安全距離私人面對面介紹
旅遊預約熱線：905-787-8010

本公司分行遍布北美東西岸及中國：
美國三潘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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