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東歐全覽＋16湖國家公園12日精選
$2,800 • 2020年： 5/6, 6/10, 7/15, 9/8,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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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畔的明珠，阿爾卑斯山的倒影，

莫扎特的故鄉，歐洲九寨溝，各個都是

您前往東歐的理由。請來加入我們的旅

程，與您遇見美麗的茜茜公主。

精選行程：（全程無自費項目，讓您在旅途中沒有煩

惱，盡情遊覽每個必遊之處。）

a.	 造訪五處UNESCO世界遺產

b.	新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 – 夢幻騎士

的城堡

c.	 熊布倫皇宮Schönbrunn Palace – 美麗的茜茜

公主的家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4+星級或當地最優質豪華的旅館，保

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特別安排入住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內唯一旅館

 1.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2. 布達佩斯

 3. 維也納

	 4. 布拉格

	 5. 克倫諾天

特色安排

	� 德國豬腳加啤酒
	� 德國香腸大匯總
	� 匈牙利紅燴牛肉
	� 特色肋排

	� 烤全鱒魚
	� 經典烤鴨
	� 布萊德獨有的	

Kremna蛋糕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精選餐食:	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特優待遇:(全程巴士上設有Wi-Fi服務，讓您隨時隨地更	 	
				新您的旅途行程）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美國USA 慕尼黑Munich, 德國Germany
今日搭機飛往德國慕尼黑，夜宿飛機上。

第2天 慕尼黑Munich
扺達慕尼黑，專人接機後前往酒店休息，享受休

閒時光。

【早餐】機上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Sheraton Westpark Munich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慕尼黑Munich  新天鵝堡Schloss Neus-
chwanstein  薩爾斯堡Salzburg, 奧地利
Austria

	�威斯教堂The Pilgrimage Church of Wies:有『牧

場奇蹟』美譽，名列UNESCO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的哥德式教堂。

	�新天鵝堡Schloss Neuschwanstein:夢幻騎士的城

堡，浮現於深山叢林，若隱若現的優雅身姿，令

造訪的人們無不驚艷。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Wyndham Grand或同等級酒店
Munich –(128 km)– Schloss Neuschwanstein –(214 km)– Salzburg

第4天 薩爾斯堡Salzburg  布來德Bled， 斯格維尼亞  
Slovenia  盧比安娜Ljubljana

薩爾斯堡老城區參觀：

	p米拉貝爾花園Mirabell Gardens

	p莫札特故居Mozart’s birthplace

	p薩爾茨堡主教堂the Salzburg Cathedral

	�薩爾茨堡要塞Hohensalzburg Palace，在此可以

俯瞰整個薩爾斯堡，觀賞壯麗的城市景色和環

繞的叢山。

	�布萊得城堡Bled Castle，其原本只是一座羅馬

式塔樓，於中世紀時不斷加建才成為今天的面

貌。

	�搭乘Pletna Boat去參觀布萊德湖心島Bled Is-
land.	

	�品嘗布萊德獨有的Kremna蛋糕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Austria Trend Hotel Ljubljana或同等級酒店
Salzburg –(243 km)– Bled –(56 km)– Ljubljana

第5天 盧比安娜Ljubljana  波斯托尼那Postojna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Plitvice Lake National Park, 
克羅埃西亞Croatia

	�波斯托尼亞山洞Postojnska cave:由洞內搭乘小鐵

道火車入內，洞內怪石林立，甚至還有一個高45
公尺的天然音樂廳，音響效果奇佳，每年夏季、

聖誕節都會在此舉辦音樂會。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Jezero或同等級酒店
Ljubljana –(55 km)– Postojna –(257 km)–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第6天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Plitvice Lake National Park 
 札格雷布Zagreb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1979年被UNESCO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的國家公園。

有16個不同高度的湖，分為▲上湖區(該區景緻以

壯麗磅礡著稱)和▲下湖區(以精巧秀麗著稱)，�
搭乘交通船	Leisure Boat Ride 遊覽湖光山色。	

	p札格雷布城市觀光。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Esplanade Zagreb或同級酒店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 (160 km) – Zagreb



第7天 札格雷布Zagreb  布達佩斯Budapest, 匈牙利 
Hungary

布達佩斯Budapest, 1987年被UNESCO將其定為世

界保護的文化資產城鎮。

布達佩斯城市觀光:

▲蓋勒特山丘Gellert Hill。▲漁人碉堡the Fish-
erman’s Bastion。�馬提亞斯教堂Matthias 
Church，▲鎖鏈橋Chain Bridge。

晚餐後，特別安排多瑙河遊輪觀償河岸風光。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精

選當地餐廳

【住宿】Eurostars Budapest Center或同等級酒店
Zagreb–(344km)– Budapest

第8天 布達佩斯Budapest  維也納Vienna, 奧地利
Austria

維也納於2001年被UNESCO將其定為世界保護的文化

資產城鎮。

	�熊布倫皇宮Schönbrunn Palace，這座皇宮曾有

一個美麗的主人–	茜茜公主。宮裡畫棟雕樑，

金碧輝煌，御花園裡花木扶疏、綠意盎然。

	p聖史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 Cathedral，維也納的

地標。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Hilton Vienna Plaza或同等級酒店
Budapest –(200 km)– Bratislava –(56 km)– Vienna

第9天 維也納Vienna  布拉格Prague, 捷克Czech 
Republic

	�聖維特教堂St. Vitus Cathedral,王室加冕及長眠

之所。

	�布拉格古堡區Prague Castle,亦是現今捷克總統

府所在地。

	�黃金巷Golden Lane,位於布拉格城堡內，是一

條受到保護的中世紀竹弓竹戈格的小巷，其街

名來源於16世紀的煉金術師，整條街相當精緻

可愛，具有童話般的外觀和柔和的色調。

▲舊市政廳Old City Hall，欣賞其牆上最受遊客歡

迎之▲天文鐘Astronomical Clock。

▲查理大橋Charles Bridge，中歐最古老之石橋。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Esplanade或同等級酒店
Vienna –(330 km)– Prague

第10天 布拉格Prague  卡羅維瓦利Karlovy Vary   
克羅姆洛夫Cesky Krumlov

▲卡羅維瓦利城市觀光City Tour:▲斯普魯特溫泉

迴廊	Sprudel Colonnade,▲市場溫泉迴廊Market 
Colonnade,▲磨坊溫泉迴廊 Mlynska Kolonada。

捷克的克羅姆洛夫，是歐洲最漂亮的中古世紀小

鎮之一，1992年被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Ruze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Prague – (127 km) – Karlovy Vary – (240 km)-Cesky Krumlov

第11天 克羅姆洛夫Cesky Krumlov  帕紹Passau, 德國 
Germany  慕尼黑Munich

捷克的克羅姆羅夫，據稱是目前歐洲最漂亮的小

鎮一,1992年被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克羅姆洛夫Cesky KrumlovCastle:城堡的第一任

主人是Rosenburg；最後一任主人Schwarzen-
berg一直住在這裡到1945年。

帕紹，位於德國與奧地利的邊境，多瑙河，因河

和伊爾茨河的交界處所以又被稱為三河之城。

	p聖斯蒂芬大教堂St. Stephan’s Cathedral，位於

帕紹古城中心，以一台擁有17000根管的管風琴

而聞名。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Marriott Hotel Munchen Airport或同等級

酒店
Cesky Krumlov – (125 km) – Passau – (194 km) – Munich

第12天 慕尼黑Munich 美國USA
搭機返回美國，圓滿完成難忘的東歐	+	16湖國家

公園12天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CST#2068966-40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詳情請洽各大旅行社或菁英假期 www.travelgogo.com • 全美免費電話: 1-888-992-5988 • 傳真: 1-626-606-3097

Please save this PDF file to your computer before you can fill in the following form.

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團費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5/06/2020

$2,800 $700

06/10/2020

07/15/2020

09/08/2020

10/07/2020 

早鳥優惠: 10/31/2019前報名，可享$150折扣優惠，老客人再享$50優惠

Company Name:

Phone: Email:

Website: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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