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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受 ♥ 完 美 時 刻
山清水秀的自然風光，古典浪漫的童話村莊，

豪氣風華的帝國郡縣，都在訴說歷代王朝的興衰成敗，

山水如畫的東南歐，你就是畫中最點睛的那一筆！

   優 遊 精 粹
► 捷克童話世界古城 - 古姆洛夫，讓時光倒回中古世紀，浪漫極致。

► 相會歐洲最大的內陸湖泊 - 巴拉頓湖，與翩翩起舞的白天鵝
 來場約會，如夢如幻。

► 山水碧連天 - 比域治十六湖國家公園、布萊德碧湖。

► 暢遊明珠風彩之城 - 藍色多瑙河之布達佩斯、金色布拉格。

  異 國 滋 味
地道美食：巴爾幹半島燒烤餐、捷克皮爾森啤酒餐、波希米亞燒鴨、

匈牙利天鵝湖美酒風情餐、Goulash牛肉濃湯連歌舞表演、奧地利照燒豬排骨、吉烈豬扒餐 。

   別 具 匠 心
► 獨家安排匈牙利布達佩斯美食烹飪課程並享用午膳，新奇有趣又好玩。

► 不惜重本安排於布拉格米芝蓮餐廳用餐，一邊享用特色美食，一邊欣賞絕美風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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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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 原居地 - 威尼斯  Home City - Venice 
乘搭豪華客機飛往意大利威尼斯。

第2天 // 威尼斯 - 布斯當娜鍾乳洞 - 布萊德湖區
  Venice - Postojnska Cave - Lake Bled 
早餐：-- 午餐：-- 晚餐：當地餐廳

抵達水上城市威尼斯後，專車接送前往乘車前往斯洛文尼亞，沿途
欣賞意大利田園風光。

『布斯當娜鐘乳洞』世界第二大鍾乳洞，有七億年歷史，乘小火車
入內，洞內嶙峋怪石，配以柔和燈光，交織成一幕幕天然奇景，令
人嘆為觀止。住宿：Park 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布萊德湖區 - 盧比安娜  Lake Bled - Ljubljan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布萊德湖』斯洛文尼亞最著名的湖泊。湖島上聖瑪利亞古教堂橘红
色的建築與周邊大自然的色彩對比鮮明，湖岸峭壁上布萊德城堡與
碧綠的湖水和連綿的群山讓你無法忘懷。

『盧比安娜』被「時代雜誌」推崇為歐洲最美麗首都之一。著名的老城
區座落多座巴洛克式建築，如市政廳、羅馬噴泉、三橋、尼古拉斯
大教堂、大廣場及聖芳濟教堂等。住宿：Plaza 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盧比安娜 - 札格勒布  Ljubljana - Zagreb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札格勒布』一座值得資深旅者細細品味的古老而神秘的城市，被評
為「歐洲旅行最佳城市」。卡普脫和果涅格拉德區，105米高雙塔聖瑪
麗亞大教堂、耶拉齊洽廣場，著名的石門、聖馬可大教堂、國會
大廈、總督府都是遊客影相留戀之處。住宿：Sheraton 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札格勒布 - 比域治國家公園 - 札格勒布
  Zagreb - Plitvice National Park - Zagreb 
早餐：酒店 午餐：燒烤餐 晚餐：當地餐廳

『比域治國家公園』以湖光山色聞名於世，1979年就被列為世界自然
遺產，大小不一的自然湖泊，湖水清澈見底，隨著季節的轉換，變
化莫測，時而清綠，時而艷紅，展現不同的風情，令人稱奇。而大
大小小，無以數計的瀑布在喀斯特地質上，沖刷出特殊的景觀，奇
美無比，令人疑為仙境。住宿：Sheraton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札格勒布 - 巴拉頓湖區 - 布達佩斯
  Zagreb - Lake Balaton - Budapest 
早餐：酒店 午餐：美酒風情餐 晚餐：Goulash牛肉濃湯連歌舞表演

『巴拉頓湖區』歐洲大陸最大的內陸湖，眾多天鵝休息於湖中，也
稱「天鵝湖」。湖邊酒莊眾多，兩岸風景更是倚翠絢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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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課程及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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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維也納  Budapest - Vienn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吉列豬扒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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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同級酒店

第9天 // 維也納 - 古姆洛夫 - 布傑約維采
  Vienna - Cesky Krumlov - Ceske Budejovice 
早餐：酒店 午餐：照燒豬排骨 晚餐：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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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姆洛夫』於1992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舊城區內之聖維特大教
堂、小橋流水、山巒、廣場等，感覺時光仿佛停在了中古世紀，
仿如童話世界，古典優雅的復古情懷令人迷醉。
住宿：Clarion 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 布傑約維采 - 皮爾森 - 卡羅維溫泉
  Ceske Budejovice - Pilsen - Karlovy Vary 
早餐：酒店 午餐：啤酒餐 晚餐：當地餐廳

『皮爾森』以出產啤酒而聞名世界。它的啤酒已然席卷了全球啤酒
市場，市面上幾乎所有大型品牌啤酒都是在它的基礎上改版而來。
由於此地水質超軟，釀造的啤酒清亮透明、泡沫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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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Grand Pupp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 卡羅維溫泉 - 布拉格  Karlovy Vary - Prague
早餐：酒店 午餐：米芝蓮餐廳 晚餐：波希米亞燒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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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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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旁布滿小商店，售賣精美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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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 // 布拉格 - 原居地  Prague - Home city 
早餐：酒店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搭乘航班返回原居地。全程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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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天 $3698 $580 $4278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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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天 $4298 $580 $4878 $900

晨鳥優惠︓每位$1000起︐限前10名︐先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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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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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CHAT
微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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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