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出發日期   

4月 04, 07, 18, 25 

5月  02, 09, ★16, ★23★30 

6月 ★06 ★20,★ 27 

7月 ★04, ★11, ★25 

8月 ★01, ★15, ★22 

9月 05, 12, 19, 26 

10月 03, 10, 17 

團號 
成人團費＋機票 (包燃油費及稅)   

單人房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服務費 
西岸 West Coast 東岸 East Coast 

EVC12 3599 3549 739 ★300 €145 

EVC14 4099 4049 899 ★300 €170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成人計算，小童(2至11嵗)不佔床為成人費用 90%；佔床與成人價相同。        團費含來回機票(包燃油費及稅)，正確數目須於出

票日方能作準。      價格及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此團將以中英雙語講解。 

西岸 出發城市: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 

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東岸 出發城市: 
紐約、紐瓦克、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 、 

亞特蘭大、奧蘭度、邁阿密 

(*其他城市出發費用，歡迎聯絡查詢。) 

 

暢遊：奧地利、匈牙利、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捷克、德國、波蘭 (7國 13城市) 

獨家安排  
奧地利 ~  維也納參觀遜布倫宮御花園  

匈牙利 ~  布達佩斯享用 GOULASH晚餐及欣賞民族表演  

克羅地亞 ~  比域治享用地道烤羊肉午餐  

斯洛文尼亞 ~  盧比安娜享用地道洋葱湯及豬扒晚餐  

 布斯當娜鐘乳洞（包專業導遊）  

 布萊德古堡（進內參觀） 

捷克 ~  古姆洛夫：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布拉格享用地道波希米亞雜錦烤肉晚餐及黑啤酒  

德國 ~  柏林享用德式牛扒晚餐及啤酒 

 安排波茨坦半日遊（包專業導遊） 

 德累斯頓享用薩克森洲特色豬手午餐 

波蘭 ~  華沙安排維蘭諾夫宮半日遊（包專業導遊） 

 享用地道蘋果鴨晚餐及餐酒   

火車 ~ 柏林至華沙 

中式膳食(8 餸 1 湯)  

 奧地利～維也納 及 薩爾斯堡；波蘭～華沙  

美元(每位) 

15 
55 
40 
38 
75 
22 
35 
45 
45 
75 
38 
75 
45 
100 

 

66 

完美配搭 

 增遊扎格勒布、碧湖及德累斯頓 

 七款地道特色餐  

 於扎格勒布、布拉格、柏林及華

沙，各住宿兩晚  

 

團費已包總值 USD 769 (PP) 
 

 

原居地   維也納 

Home City  Vienna 
是日乘豪華客機飛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維也納 

Vienna 
維也納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美譽。羅馬帝

國和奧匈帝國時代的輝煌為維也納留下了不

計其數的雄偉建築。是日抵達後，由專車送

往酒店休息。晚餐於中國餐館 (8餸1湯) 。 

住宿：Ananas Hotel 或同級   (晚餐)                                                                                                                                                                                                        

維也納(市內觀光) - 布達佩斯

Vienna (City Tour) ~ Budapest 
自助式早餐後，於市內觀光。首先前往建於

市郊的遜布倫宮御花園，花園顯示出奧匈帝

國極盛時期的輝煌。稍後前往市政公園內欣

賞華爾茲大王約翰史特勞斯的紀念像，繼而

前往市中心之環城大道，大道兩旁全是壯觀

宏偉的建築，如氣勢雄偉的荷夫堡皇宮、英

雄廣場及瑪麗亞杜麗莎皇后廣場等。午餐自

備。餐後愛好施華洛世奇天鵝牌水晶之團友，

可趁機在維也納購買。遊罷驅車前往匈牙利

首都～布達佩斯。抵達後晚餐享用地道菜式

GOULASH及欣賞匈牙利民族歌舞表演。  

住宿：Aquincum Hotel或同級 (早/晚餐)  

 

自助式早餐後首先遊覽佩斯城內名勝，包括

慶祝建國及紀念馬扎爾族人聯盟之英雄廣場、

國會大廈和聖史提芬大教堂。及後前往伊莉

莎伯大橋及遊覽布達城的漁夫堡，途經皇宮

廣場及皇家獵慶雕像。午餐自備。途經東歐

布達佩斯(市內觀光) - 札格勒布

Budapest (City Tour) ~ Zagreb 



最大的巴力頓湖，欣賞如詩如畫的湖景，進

入克羅地亞國境，直趨其首都札格勒布，該

國於1991年脫離南斯拉夫，境內名勝無數。

晚餐於酒店。 (早/晚餐) 

住宿：International Hotel或同級    

 

比域治國家公園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自助式早餐後，由專業導遊陪同前往以湖光

山色而聞名於世的比域治國家公園，它另一

個別名就是十六湖公園，它建於1949年，山、

水、森、林融入一體，美若仙境，其美麗景

色已盛全歐，小橋流水，倒影美境，壯麗山

林，青綠草地。聯合國已經將它列入保護的

『世界文物遺產』。整個國家公園基本上分

為上湖及下湖兩部份，遊人可沿木造的行人

道觀賞，人間仙境，妙不可言。午餐於當地

餐廳，品嚐烤羊肉。遊畢後，驅車返回札格

勒布，是日晚餐自備。   (早/午餐) 

住宿：International Hotel或同級 

 

札格勒布(市內觀光) - 盧比安娜

(市內觀光)   Zagreb (City Tour) ~ 

Ljubljana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為紀念第一位克羅地亞

皇～杜密斯拉夫而建的建的廣場，威風凜凜

的騎馬像是該處的焦點。再往鐵托廣場，該

處附近就是札格勒布大學所在地，登上古城

山崗，國會大樓旁就是別具特色的聖馬可教

堂。稍後穿過建於中古時期的石門，並參觀

以歌德式建成的大教堂。午餐自備。下午驅

車前往斯洛文尼亞首都～盧比安娜。抵達後

漫步於古城內。晚餐於當地餐廳，品嚐洋蔥

湯、地道猪扒餐及精美甜品。  (早/晚餐) 

住宿：Trend Hotel或同級 

 
 
 
 
 
 
 
 
 
 
 
 
 
 
 

盧比安娜 - 布斯當娜鐘乳洞 - 碧湖 

- 薩爾斯堡    Ljubljana ~ Postojna 

Caves ~ Lake Bled ~ Salzburg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歐洲最著名的布斯當娜

鐘乳洞。安排乘小火車進入，再沿泛燈照明

的小徑參觀，但見鐘乳石嶙峋處處，配以柔

和的燈光，誠為一幕天然奇景。午餐自備。

稍後驅車前往斯洛文尼亞以湖光山色見稱的

碧湖。它是阿爾卑斯山區的一個冰蝕湖，湖

水清澈秀麗，景緻優美。登上湖畔山崗上超

過一千年的布萊德古堡，俯瞰這人間仙境。

遊畢，前往薩爾斯堡市。晚餐於中國餐廳(8

餸1湯)。  (早/晚餐) 

住宿：Trend Hotel或同級  

薩爾斯堡 (市內觀光) - 古姆洛夫 

 (市內觀光) ~ 布拉格 

Salzburg (City Tour) ~ Cesky Krumlov 
(City Tour) ~ Prague 

自助式早餐後開始市內觀光，遊覽仙樂飄飄

處處聞電影拍攝背景地之米拉貝爾花園及參

觀舊城區。午餐自備。餐後驅車前往享有世

界遺產美譽之捷克～古姆洛夫。古姆洛夫位

於伏爾他河倒Ｓ型的河灣，將古城分為城堡

區、下游谷地及舊城區。舊城區內之聖維塔

教堂和市政廣場及清幽的散步路線，充滿中

世紀的古典情懷。繼後，乘車到捷克首都～

布拉格。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晚餐) 

住宿：Clarion Hotel或同級    

 

布拉格(市內觀光) - 自由活動 

Prague (City Tour) – At leisure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布拉格城堡，昔日的皇宮、

花園，現今已變成總統官邸，而城內的聖維

特教堂雖然經歷了許多歲月，卻依然矗立。

繼而前往古皇宮廣場及於城堡山俯瞰布拉格

美景。遊罷前往布拉格查理斯大橋上拍照，

繼而前往舊城區中心，抵達後於舊城區觀看

有數百年歷史的天文古鐘仍然在舊市政廳的

城樓上準確地顯示出天文子曆的轉變。午餐

自備。午後自由活動，方便選購紀念品及當

地飾物。晚餐於地道餐廳，品嚐波希米亞雜

錦烤肉及黑啤酒。  (早/晚餐) 

住宿：Clarion Hotel或同級    

 

布拉格 - 德累斯頓(市內觀光) -  

柏林   Prague ~ Dresden (City Tour) 

~ Berlin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德國～德累斯頓。

德累斯頓的美，聞名世界及獨一無二，更贏

得“易北河畔的佛羅倫斯”之美譽。抵達後

瀏覽市內名勝，如聖比歌劇院和長達120 公

尺的陶瓷壁畫～君王出巡圖。午餐於當地餐

廳，品嚐薩克森洲特色猪手美食。餐後驅車

前往柏林。抵達後觀看曾受戰火摧殘而屹立

不倒的威廉大帝紀念教堂。晚餐自備。 

住宿：Estrel Hotel或同級  (早/午餐) 

 

柏林 (市內觀光) - 波茨坦 

Berlin(City Tour) ~ Potsdom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歷史名鎮～波茨坦。途

經萬湖之昔日納粹黨處理猶太人送往集中營

的會議之地。繼而前往少女湖畔之采齊莉茵

霍夫宮及花園，由專業導遊講解下，見證當

年波茨坦協議之蘇聯史太林、美國羅斯福及

英國邱吉爾歷史會議之所在地。及參觀素有

「忘憂宮」美譽之桑索希公園，隨之前往昔

日交換間諜俘虜的橋樑。遊罷驅車前往柏林

市。午餐自備。餐後前往東柏林歷史遺蹟柏

林圍牆，觀看圍牆上被無數塗鴉所繪畫自由、

民主和和平畫像。繼而前往馬克思廣場、柏

林大教堂、新國會和勃蘭登堡門。及後前往

昔日東西柏林重要檢查站～查理Check-Point。

今天的柏林，如新國會大廈、眾議院和波茨

坦廣場，已反映柏林在不斷地蛻變。晚餐特

別安排德國牛扒餐及啤酒。 (早/晚餐) 

住宿：Estrel Hotel或同級    

12天典雅之旅     (EVC12) 

參加 12天之團友，於第 12天享用自助式

早餐後，於指定時間送往機場，乘航機

飛返原居地。   (早餐) 

 

柏林 - (特快火車) - 華沙 

Berlin ~ (Express Train) ~ Warsaw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火車站，乘特快火車前

往波蘭首都∼華沙。節省長達10小時旅遊車

舟車勞動之苦及省卻邊境輪候過關之時間，

快捷舒適。晚餐於中國餐館 (8餸1湯)。 

住宿：Novotel Hotel或同級  (早/晚餐) 

 
 
 
 
 
 
 
 
 
 
 
 
 

華沙 (市內觀光) ~ 維蘭諾夫宮

Warsaw (City Tour) ~ Wilanow Palace 

自助式早餐後參觀華沙市，首先前往參觀聖

十字教堂，它因收藏著名“鋼琴大師”蕭邦的
心臟而聞名於世，而在附近的街道上，著名

的波蘭科學家哥白尼雕像，因其在15世紀的

科學發現「地球繞太陽運行」而影響深遠。

遊畢後，前往無名英雄墓，紀念在二次世界

大戰中為國捐軀的戰士。繼而前往古城區、

聖約翰大教堂和美人魚像，及後可自由在古

城內閒逛。現今古城佈滿售賣價廉物美的紀

念品，遊客一定不能錯過。而歷史老城門

(Barbakan)鄰近之居禮夫人出生地，瑪麗．居

禮的一生中，曾獲兩次諾貝爾獎，深受世人

推崇。午餐自備。稍後驅車前往納斯基公園，

觀看蕭邦紀念碑，繼而前往並入內參觀維蘭

諾夫宮，此宮殿建於十七世紀，曾為國王約

翰三世索別斯基宮殿，仿照法國巴洛克式建

築，被稱為「波蘭的凡爾賽宮」。晚餐於地

道餐廳，品嚐正宗波蘭菜∼蘋果鴨及餐酒。 

住宿：Novotel Hotel或同級 (早/晚餐) 

 

華沙   原居地 

Warsaw   Home City 
早餐後於指定時間乘車往機場飛返原居地。 

  (早餐) 

 

特約旅行社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翠明假期」歐洲旅行團章

程。我們保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January 11,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