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暢遊： 捷克 ~ 布拉格、古姆洛夫‧奧地利 ~ 哈爾施特、

薩爾斯堡、維也納、達斯坦雪山‧斯洛文尼亞 ~ 

碧湖、盧比安娜、布斯當娜鍾乳洞‧克羅地亞 

~ 札格勒布、比域治十六湖‧匈牙利 ~ 布達佩斯

GBPV/GBPVJ 
12 天

行程特點
 名聞遐邇 ~ 布拉格城堡，是昔日的皇宮
 遊覽世界遺產美譽之古姆洛夫
 斯洛文尼亞 ~ 歐洲著名布斯當娜鍾乳洞乘小火車進入
洞內，欣賞天然景觀

 哈爾施特(世界文化遺產) ~ 湖光山色，風光明媚，在指
定日期內，可安排船河觀光

 薩爾斯堡 ~ 莫札特的出生地及電影仙樂飄飄處處聞拍
攝場地米拉貝爾花園及月亮湖教堂

 世界遺產 ~ 克羅地亞十六湖「比域治國家公園」
 奧地利達斯坦雪山(Dachstein)親身體驗高空吊橋、天
空步道及冰洞，與眾不同

精選五星及優質酒店‧

 布拉格住宿1晚五星級酒店：CORINTHIA或同級酒店
 奧帕蒂亞住宿1晚五星級酒店：RIEMENS PREMIUM 

AMBASSADOR或同級酒店

豪華享受‧無與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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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晚上由翠明假期領隊協助下，乘坐歐洲航空公司客機經歐洲

城市轉機後飛往捷克首都 ~ 布拉格。

注意：如乘坐阿聯酋航空公司，將於出發日期第一天晚上集合及於第二天凌

晨航班起飛經杜拜轉機後飛往布拉格。

1
香港 布拉格[捷克]

Hong Kong Prague[Czech Republic]

【布拉格市內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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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斯橋】一座 14 世紀最具藝術價值的石橋，是歷代國王加

冕遊行的必經之路。橋上有 30 尊精美的聖徒雕像，出自捷克 17

世紀巴羅克藝術大師的傑作，被歐洲人稱為「歐洲的露天巴洛克

雕像藝術館」。

【伏爾他船河觀光】乘船暢遊伏爾他河，欣賞河岸風光。

住宿：五星級 CORINTHIA 或同級酒店

早：--- ｜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注意︰布拉格船河觀光項目只安排每年 4月至 10月份，其餘日子不作安排，
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2
布拉格(市內觀光) ~ 舊城區 ~ 查理斯橋 ~ 伏爾他船河觀光

Prague(City Tour) ~ Old Town ~ Charles Bridge ~ 
Vltava River Curise

【古姆洛夫市內觀光】此城分為城堡區、下游谷地及舊城區。抵

達後漫步於舊城區內之聖維塔教堂和市政廣場及清幽的散步路線。

【古姆洛夫城堡】興建於 1240 年的中世紀城堡。1992 年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城堡分為古堡、高塔、博物館等幾

個部分，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設計，牆上畫滿壁畫，色澤豔麗，就

像一幅絕美的圖畫。

住宿：AUSTRIA TREND/TRANS WORLD DONAVWELLE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烤豬手及啤酒或飲品一杯｜晚：酒店/當地餐廳

注意︰參觀古姆洛夫城堡項目只安排於每年 4月至 10月份，其他日子不作
安排。如適逢城堡於 4月至 10月份期間到達當天休息或關門，此節
目將會取消及退回 HK$120，敬請留意。

4
古姆洛夫(市內觀光) ~ 古姆洛夫城堡(入內參觀) ~ 
林茲[奧地利]
Ceske Krumlov(City Tour) ~ Ceske Krumlov Castle ~ 
Linz[Austria]

【哈爾施特】奧地利州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的一個村莊，位於哈

爾施特湖湖畔，湖光山色，盡入眼簾。

【月亮湖】電影「仙樂飄飄處處聞」結婚教堂就位於該處。

【薩爾斯堡】「音樂神童」莫札特故鄉。前往著名米拉貝爾花園

而抵達舊城區，途經仙樂飄飄處處聞電影拍攝場地。繼而途經莫

札特故居，莫札特廣場及大教堂。

住宿：AUSTRIA TREND EUROPA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烤鱒魚餐｜晚：中國餐館(8餸1湯)

注意︰哈爾施特船河觀光項目只安排每年 5月 15日至 10月 15日期間，其
餘日子不作安排，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5
林茲 ~ 哈爾施特(世界文化遺產) ~ 船河觀光 ~ 月亮湖 ~ 
薩爾斯堡 ~ 市內觀光
Linz ~ Hallstatt ~ Lake Curise ~ Mondsee ~ Salzburg ~ 
City Tour

【布拉格城堡】城堡始建於西元 9世紀，以前是波希米亞王宮，

現在是捷克總統府。城堡區內有新、舊皇宮、聖維特大教堂、聖

喬治教堂、黃金巷等。步行於城堡區內，彷彿穿越時空回到中古

世紀。

【聖維特教堂】布拉格的一座天主教堂，也是捷克最大、最重要

的一座教堂。歌德式建築的教堂位於布拉格城堡內，埋葬著多位

波希米亞國王。雖然經歷了許多歲月卻依然矗立。

住宿：BELLEVUE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雜錦烤肉及黑啤酒｜

晚：酒店/當地餐廳

3
布拉格 ~ 布拉格城堡(入內參觀) ~ 聖維特教堂(入內參觀) ~ 

古姆洛夫

Prague ~ Hradcany Castle ~ St. Vitus Cathedral ~ 
Ceske Krumlov

比域治十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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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斯坦雪山】前往達斯坦纜車站，轉乘纜車登上這座位於阿爾

卑斯山脈中 2700 米高的觀景台，然後走過奧地利最高的吊橋，

踏在驚險的橋上，腳下就是數百年的冰河，走在網狀金屬的橋面，

步步驚心，沒法「腳踏實地」。走過吊橋後就是名副其實的空中

步道 (Skywalk)，沿著懸崖峭壁向藍天蜿蜒，那凌空中的玻璃觀景

台，步道忽然向外延伸出 14 級階梯，站在懸在空中的玻璃觀景

台，綿延群山仿佛都被征服，腳底下就是 400 公尺的陡峭石壁。

繼而前往冰洞，鬼斧神工般的 冰雕美景。

住宿：PARK HOTEL BLED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及飲品一杯

注意：

 如是日達斯坦雪山適逢冬天假期 (約於每年 11月下旬至翌年 1月尾 )或
吊車休息，此項目將改為前往帝皇湖及地下鹽礦洞 (入內參觀 )，每位退
回 HK$200，敬請留意。 

 其他月份如適逢達斯坦雪山纜車維修或天氣影響而關閉或休息，將改

為前往五指山觀景台。乘纜車登上達斯坦峰 (Dachstein)，位於奧地利
Salzkammergut湖區的屋脊，從五指山 (5 Fingers)觀景台高處欣賞湖區
山景及參觀當地冰洞代替，敬請留意。

6
薩爾斯堡 ~ 達斯坦雪山(海拔2995米)：高空吊橋、

天空步道、冰洞 ~ 碧湖

Salzburg ~ Dachstein：Suspension Bridge、Skywalk 
& The Treasure of The Dachstein ~ Lake Bled

【碧湖】位於斯洛文尼亞阿爾卑斯山區內，湖的中央有一座古堡。

沿著湖畔漫步，可遠眺城堡和四周的湖光山色。

【盧比安娜】漫步於古城內，橫跨盧比安力卡河的三條小橋就是

城內的焦點，巴洛克式教堂，詩人比莎連的紀念碑，古雅的建築

沿河而建，該國的標誌「青龍」就在青龍橋上。

【布斯當娜鐘乳洞】乘小火車進入歐洲著名的布斯當娜鐘乳洞，

洞內鐘乳石嶙峋處處，配以柔和的燈光，成為一幕天然景觀。

住宿：五星級 RIEMENS PREMIUM AMBASSADOR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鱒魚餐及餐酒｜晚：酒店/當地餐廳

注意：如適逢奧帕蒂亞展覽會期間或住房客滿或其他原因，不能入住五星級

酒店，將改為住宿四星級酒店，並安排於旅行團其他城市入住一晚五

星級酒店以作代替，敬請留意。

7
碧湖[斯洛文尼亞] ~ 盧比安娜 ~ 布斯當娜鐘乳洞 ~ 

奧帕蒂亞[克羅地亞]

Lake Bled[Slovenia] ~ Ljubljana ~ Postojna Caves ~ 
Opatija[Croatia]

【札格勒布市內觀光】該國於 1991 年脫離南斯拉夫， 境內名勝

無數。安排前往杜密斯拉夫廣場，威風凜凜的騎馬像是該處的焦

點。及後前往國立劇院所在地的鐵托廣場，該處附近就是札格勒布

大學。

【比域治國家公園十六湖】以湖光山色聞名於世的比域治國家公

園，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整個國家公園分為上湖

及下湖，由十六個翠綠色的湖泊組成，亦有瀑布及清泉，配以蒼林

及山丘，遊人可沿木製的行人道觀賞風景。

住宿：DOUBLETREE BY HILTON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羊肉餐及紅酒｜晚：當地餐廳

注意：

 比域治國家公園為季節性開放觀光路線節目，故由每年12月至翌年3月，
因冬季經常降雪或受天氣影響，有可能改變或縮減觀光路線。另外，團

友請自備行山杖及行山防滑鞋，敬請留意。

8
奧帕蒂亞 ~ 市內觀光 ~ 比域治 ~
「世界遺產」比域治國家公園十六湖 ~ 札格勒布
Opatija ~ City Tour ~ Plitvice ~ 
Plitvice Lake National Park(UNESCO) ~ Zagreb

【布達佩斯市內觀光】遊覽布達城的漁夫城堡和馬提亞教堂，旁

邊建有白色尖塔和彩色馬賽克磁磚屋頂，於門外拍照後，途經皇宮

廣場，從高處俯瞰布達佩斯全景。

住宿：ZARA CONTINENTAL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民族歌舞晚宴及餐酒

9
札格勒布 ~ 巴力頓湖區[匈牙利] ~ 布達佩斯 ~ 英雄廣場 ~ 
漁夫堡 ~ 馬提亞教堂 ~ 民族歌舞晚宴
Zagreb ~ Balaton Area[Hungary] ~ Budapest ~ 
Hero Square ~ Fisherman Bastion ~ Matyas Templom ~ 
Goulash Folklore Party

達斯坦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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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
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
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
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
改動，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如航空公司航班有所調動，首站城市先到達奧地利城市維也納，尾
站為捷克城市布拉格。此等調動之更改行程，請查閱本公司網站。

【維也納市內觀光】奧地利首都， 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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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其數的雄偉建

築。而作為「音樂之都」也吸引了貝多芬和莫扎特等眾多音樂家，

使得維也納成為一座遠近聞名和深受歡迎的旅遊城市。前往市政

公園及驅車途經市中心之環城大道，大道兩旁是荷夫堡皇宮、英

雄廣場及瑪麗亞杜麗莎皇后廣場等。

【遜布倫宮御花園】御花園於夏季開滿色彩繽紛的花卉，還有兩

邊修剪整齊的綠樹牆，園內還有一座海神像的噴泉，凱旋門觀景

亭及雕像等，顯示出奧匈帝國極盛時期的輝煌。

【音樂家貝多芬故居：帕斯克瓦拉提房屋】貝多芬於 1804-1815

年所住之地，他的第 5及第 6交響曲、歌劇 Fidelio( 菲德裏奧 )、

鋼琴曲“致愛麗絲”等作品都是在這裡創作完成的。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

   AUSTRIA TREND PARK ROYAL PALACE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烤豬肋骨｜晚：中國餐館(8餸1湯)

10
布達佩斯 ~ 維也納[奧地利] ~ 市內觀光 ~ 遜布倫宮御花園 ~ 

音樂家貝多芬故居：帕斯克瓦提房屋(入內參觀)

Budapest ~ Vienna[Austria] ~ City Tour ~ 
Schonbrunn Garden ~ Beethoven Pasqualatihaus

【市中心步行購物街】歌劇院至聖史提芬教堂之步行購物街，客

人可隨意自由購物。

【百水公寓-門外拍照】著名設計師百水(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最重

要的作品，這排公寓被維也納人暱稱為「古怪屋」或「保齡球木瓶房

子」，它以不規則的線條區分，卻又奇異地整齊排列，而每一層樓都

漆上不同的顏色，還有不規則大小的窗戶，最古怪的是公寓頂樓還有

一個阿拉伯式的圓頂，讓您眼界大開！

稍後於指定時間專車送往機場，乘坐歐洲航空公司客機經歐洲城市

轉機或乘坐阿聯酋航空公司客機經杜拜轉機後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2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吉列豬扒｜晚：---

11/12
維也納 ~ 市中心步行購物街 ~ 百水公寓 香港

Vienna ~ City Centre Shopping ~ 
Hundertwasser Haus Hong Kong

荷夫堡皇宮

遜布倫宮及御花園 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