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多瑙河河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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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完美時刻
飽覽風格獨特的中古世紀建築，一窺耀眼輝煌的古典風華，
搭乘阿華龍Avalon遊船公司最新落水5★級View河輪品味浪漫的多瑙河，
迷人的音符，自然河川的絢麗風光，就這樣沉浸在
濃濃多瑙河風情的異國情調中！
優遊精粹
► 四天5★級View河輪尊貴服務，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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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酒水無限量食用。

► 匈牙利最美小鎮 - 山丹丹，恬靜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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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Munich

梅爾克
Melk

花開富貴紅艷艷。

► 參觀把夢想傾注到住宅、現今獨一無二自然與人

共存的建築瑰寶 - 維也納百水公寓。

► 美麗的哈爾斯特山川湖景，堪比人間仙境。

薩爾斯堡
Salzburg

維也納
Vienna

布拉迪斯拉法
Bratislava

奧地利
AUSTRIA
百水公寓
哈爾斯特 Bad Blumau
Hallstatt

► 情迷仙樂飄飄處處聞之奧地利薩爾斯堡，聆聽浪漫動人旋律。

別具匠心
► 遊覽風景如畫的小城格德勒，欣賞茜茜公主生前最愛的匈牙利傳統馬術表演，品嚐正宗匈牙利烤肉大餐。
► 全城唯一帶你親臨「世界最美小鎮」- 哈爾斯特，坐船暢遊仙境湖並乘坐纜車登頂天空步道。
► 乘坐長木條狀運輸車進入奧地利鹽礦的地底世界。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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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 HUNGARY
Budapest

第1天 // 原居地 - 布達佩斯 Home City - Budapest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布達佩斯 Budapest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Mercure Budapest City Center 或同級酒店。

早餐：酒店

第3天 // 布達佩斯 - 格德勒 - 山丹丹
Budapest - Godollo - Szentendre
午餐：正宗匈牙利烤肉大餐

晚餐：--

『格德勒』小城風景如畫，奧匈帝國的約瑟夫國王與伊麗莎白皇后(茜茜
公主)的行宮在此而名聲大噪。拉薩爾馬術公園曾經是茜茜公主最喜愛
的樂園，該公園享譽國際馬術界，欣賞到最為純正的匈牙利傳統馬術表演
，並享用正宗匈牙利特色大餐。
『 山 丹 丹 』匈牙利最美小鎮，多瑙河的轉彎，被稱為藝術小鎮，市集、
小商店、工作坊、露天咖啡廳，處處濃濃的藝術氣息，休閒自在。

第4天 // 布達佩斯(登船) Budapest (Embarkation)
午餐：--

晚餐：酒店

『哈爾斯特』奧地利最古老的小鎮，也被譽為世界上最美的小鎮，依山傍
湖的木屋式建築，坐擁湖光山色，乘船在如畫一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
優美景緻，真不愧為世界文化遺產組織所保護。搭乘纜車登上最高峰，
哈爾斯特湖一覽無餘，彷彿闖入人間仙境，令人難忘。
『鹽礦之旅』古老的鹽礦，乘坐長木條狀運輸車開始鹽礦之旅，引領你進
入地底世界，古味十足的木滑梯之特殊設計與新鮮刺激之經驗，構成了
令人難忘的旅遊體驗。
住宿：Novotel 或同級酒店。

早餐：酒店
晚餐：河輪

『View』著名的Avalon遊船公司2021年最新五星級河輪，所有船艙均為河
景房，船上免費無限量供應葡萄酒及飲料，免費Wi-Fi無線上網，高檔洗
浴及護膚用品，酒吧、健身設施、娛樂中心應有盡有。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啤酒豬手餐

『薩爾斯堡音樂之旅』音樂神童莫扎特的故鄉，更是知名電影「 仙樂飄飄
處處聞」
拍攝地。音樂之旅帶您回味經典浪漫。下午乘車前往慕尼黑。
住宿：Munich Airport 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 慕尼黑 - 原居地 Munich - Home City

住宿：View 河輪河景房。

早餐：酒店

第5天 // 布拉迪斯拉法 Bratislava (斯洛伐克)
早餐：河輪

午餐：當地餐廳

第9天 // 薩爾斯堡音樂之旅 - 慕尼黑
Salzburg Sound of Music Tour - Munich

住宿：Mercure Budapest City Center或同級酒店。

早餐：酒店

住宿：Rogner Bad Blumau Spa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8天 // 哈爾斯特 - 鹽礦之旅 - 薩爾斯堡
Hallstatt - Salt Mine Tour - Salzburg

抵達布達佩斯，送至酒店休息，團友可自行前往市中心遊覽。

早餐：酒店

『百水公寓』像是塗抹的水彩畫，大塊大塊鮮豔的顏色拼在一起，讓人目
不暇接，百水公寓最大的特色：鮮麗色彩，拒絕直線和回歸自然，洋溢
著一種激情，說服力和享受生命的樂趣。

午餐：河輪

晚餐：河輪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搭乘航班返回原居地。全程圓滿結束。

『布拉迪斯拉法』舊城區的鵝卵石街道觀光休閒，市政廳、聖馬丁大教堂
的哥特式大廳-匈牙利王國百年曆史的加冕教堂及位於山上的布拉迪斯拉
法城堡，都是遊客所到之處。
住宿：View 河輪河景房。

第6天 // 梅爾克 - 杜恩斯坦 Melk - Durnstein(奧地利)
早餐：河輪

午餐：河輪

晚餐：河輪

『梅爾克』11世紀的本篤會修道院，修道院內的壁畫，雕像美輪美奐，更
有世界最美的圖書館及壯觀的管風琴。
『杜恩施坦』在瓦豪山谷美景中航行時，你可以在甲板上放鬆一下欣賞山
谷景色和杜恩斯坦周圍的葡萄酒產區。團友可自行去酒莊參觀或在山谷
中騎腳踏車。
住宿：View 河輪河景房。

第7天 // 維也納(下船) - 百水公寓
Vienna(Disembarkation) - Bad Blumau
早餐：河輪

午餐：--

晚餐：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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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名勝眾多如國家歌劇院、史提芬大教
堂等。
費用包括：
• 四天5★級河輪河景房
• 河輪行程觀光旅遊節目及服務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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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

升級至Cat.B︑A︑P 露台套房(200 sq.ft) 可補差價每位CAD$580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船上標準房 Cat. E︑D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0天
$4498
$580
$5078
$170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船上標準房 Cat. E︑D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0天
$5098
$580
$5678
$1700

費用不包括：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報名時需付訂金每位CA$500。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全程EUR€100）

三人同房或兒童之費用，請與本公司聯絡。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

繳付餘款日期：202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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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護照需申根簽證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西岸旅遊熱線

旅遊達人會客室

604-270-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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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三藩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本公司保留更改以上資料及調整價錢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