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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峽灣豪華九天之旅北歐峽灣豪華九天之旅
丹麥、挪威、瑞典丹麥、挪威、瑞典

團號:
KY-L2
團號:
KY-L2

第一天 抵達柏林 Arrive Berlin
抵達柏林， 專人機場接機送酒店休息， 自由活動 【正常接機時間為7:30AM 
– 9:00PM，超時服務需要額外加收CAD 50/人/程（2人起）】
住宿：柏林或其周邊酒店

第二天 柏林 – 羅斯托克 – 哥本哈根 – 馬爾默 
Berlin – Rostock – Copenhagen  - Malmo

早上7:15分從柏林出發，途徑羅斯托克前往哥本哈根。晚上入住馬爾默或其
周邊酒店。
住宿：馬爾默或其周邊酒店

第三天 馬爾默 – 哥德堡 – 奧斯陸 Malmo – Gothenburg - Oslo
早餐後從酒店出發前往瑞典旅遊城市—哥德堡。參觀美麗的【哥德堡大教
堂】後前往哥德堡的Gotaplatsen 廣場。而後繼續前往奧斯陸。
住宿：奧斯陸或其周邊酒店

第四天 奧斯陸 – 海姆瑟達爾 Oslo - Hemsedal
早餐後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參觀【維格蘭雕塑公園】，前往【奧斯陸歌劇
院】，還可以登上歌劇院屋頂，一覽奧斯陸美景。
住宿：海姆瑟達爾或其周邊酒店

第五天 海姆瑟達爾 – 弗洛姆 – 米達爾 – 佛洛姆 – 居德旺恩 – 沃斯
Hemsedal – Flam – Myrdal – Gudvangen - Voss Municipality

早餐後前往弗洛姆小鎮，可自費乘坐【弗洛姆高山小火車】體驗美麗的火車
線：弗洛姆 – 米達爾（約2小時）。而後前往居德旺恩，可自費乘坐郵輪，
欣賞【松恩峽灣】。
住宿：沃斯或其周邊酒店

第六天 沃斯 – 卑爾根 – 努爾黑姆松 – 埃德菲尤爾 – 耶盧 
Voss Municipality – Bergen – Norheimsund – Eid�ord - Geilo

今天前往古城【卑爾根】，也可自費乘坐【弗洛伊索道纜車】遊覽卑爾根。
出發前往有挪威果園之稱的【哈當厄爾峽灣】，以及坐落在群山中的【努爾
黑姆松小鎮】，之後遊覽【哈當厄爾高原自然中心】和【埃德菲尤爾湖】。
住宿：耶盧或其周邊酒店

第七天 耶盧 – 奧斯陸 – 哥本哈根
Geilo – Oslo – Copenhagen

早餐後回到挪威的首都奧斯陸，參觀【奧斯陸市政廳】和廳內美麗的浮雕壁
畫。在【奧斯陸皇宮】感受19世紀挪威厚重的歷史古跡，在【阿克斯胡斯
城堡】俯瞰奧斯陸市區的全貌。乘坐DFDS遊船前往哥本哈根。（*船艙默認
為四人艙，有可能出現異性拼房。如需要升艙，需額外付費。*）
夜宿：DFDS遊輪

第八天 哥本哈根 – 羅斯托克 – 柏林
Copenhagen – Rostock - Berlin

遊輪早餐後，遊覽哥本哈根，一睹【碼頭公園】“小美人魚”銅像的風姿。
還有丹麥的主要宮殿【阿美琳堡宮】及【新港】，後返回柏林。 
住宿： 柏林或其周邊酒店

第九天 柏林 – 原居地 Berlin - Home

早餐後， 送往機場返回原居地。（請預定當天早上11：30以後起飛的航班
，以免錯過航班。正常送機時間為11：30-晚上9:00，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
CA$50/人/程（2人起））

2020年4月8日-10月4日，逢週四抵達柏林
2020年6月15日- 8月26日，逢週一、四抵達柏林
2020年4月8日-10月4日，逢週四抵達柏林
2020年6月15日- 8月26日，逢週一、四抵達柏林

成人價格：
小童價格 （6歲以下不佔床）：
單房差價：

成人價格：
小童價格 （6歲以下不佔床）：
單房差價：

景點門票價格 (歐元)

弗洛姆-米達爾高地往返火車（2小時）
松恩峽灣弗洛姆-居德旺恩遊輪（1.5小時）

€65（4-15歲半價，4歲以下免費）
€45（4-15歲半價，4歲以下免費）

弗洛伊索道往返 NOK95（4-15歲半價，4歲以下免費）

額外自費節目 (歐元) 

遊輪晚餐
（如有選擇哥本哈根-奧斯陸郵輪必付）

中式午餐

兩人艙

€25/人 €20 中式晚餐 €20

€88/人

€44/人三人艙

午晚餐费（標準團餐：五菜一湯） (歐元)

司機小費 €3 導遊小費 €3
司機及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歐元)

團費

團號:
KY-L1
團號:
KY-L1

東歐瑞士九天世紀之旅東歐瑞士九天世紀之旅

第一天 抵達法蘭克福 Arrive Frankfurt 
抵達首都，專人機場接機送往酒店休息，自由活動。
【正常接機時段：7:30AM-9:00 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CAD 50 /人/程
（2人起）】

第二天 法蘭克福– 蘇黎世– 盧塞恩 Frankfurt - Zurich -Lucerne 

早餐後法蘭克福出發，前往幸福指數頗高的城市蘇黎世，參觀【蘇黎世大教
堂】，【蘇黎世湖】，【BAHNHOF大街】，視情況安排自由活動，之後前
往盧塞恩，觀光【獅子紀念碑】和【卡佩爾廊橋】。
住宿：盧塞恩或其周邊酒店

第三天 盧塞恩 – 列支敦士登 – 慕尼黑  Lucerne - Liechtenstein - Munich 
早餐後前往郵票王國 - 列支敦士登。遊覽【列支敦士登郵票博物館】之後，
驅車前往慕尼黑，遊覽著名的瑪利亞廣場和市政廳。
住宿：德奧邊境酒店

第四天 慕尼黑 - 維也納 Munich - Vienna
早餐後前往維也納。有“音樂之都”盛名，遊覽【美泉宮】（自費項目）、
【奧地利國會大廈】、【史蒂芬大教堂】、【霍夫堡皇宮】。
住宿： 維也納或其周邊酒店

第五天 維也納 – 布達佩斯  Vienna - Budapest 

早餐後前往潘多夫名品奧特萊斯，停留一小時左右（如遇週日、節假日，則
取消本站），前往布達佩斯。布達佩斯是世界城市景觀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是“東歐的巴黎”。在此乘坐【多瑙河遊船】（自  費項目）遊覽兩岸風光，
參觀【英雄廣場】、【漁夫堡】、【布達皇宮】、【馬加什教堂】。
住宿: 布達佩斯或其周邊酒店

第六天 布達佩斯 – 布拉格 Budapest - Prague
早餐後前往世界上首個整座城市被認定為世界遺產的布拉格。遊覽【聖維塔
大教堂】、【查理大橋】、【黃金小巷】，在【布拉格城堡】俯視整個金色
布拉格，之後到【布拉格廣場】觀看【布拉格天文鐘】整點報時。
住宿：布拉格或其周邊酒店

第七天 布拉格 – 德累斯頓 – 柏林 Prague - Dresden - Berlin
早上前往德累斯頓，遊覽【聖母教堂】、【茨溫格宮】和【森帕歌劇院】。
前往首都柏林參觀遊覽【柏林大教堂】、【博物館島】、【柏林電視塔】、
【柏林牆】。柏林對於多元文化的包容、兼容並蓄的風格，深深打動人心。
住宿： 柏林或其周邊酒店

第八天 柏林 – 法蘭克福 Berlin - Frankfurt 
早餐後，繼續遊覽首都柏林，參觀【國會大廈】、【勃蘭登堡門】、【猶太
人大屠殺紀念碑群】等景點，遊覽結束後返回法蘭克福。
住宿 ： 法蘭克福或其周邊酒店

第九天 法蘭克福 – 原居地 Frankfurt - Home

早餐後送往機場返回原居地。（請預定當天早上11:30以後起飛的航班，以
免錯過航班。正常送機時間為11:30-晚上9:00，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
CA$50/人/程（2人起））

2020年全年逢週五抵達法蘭克福
2020年4月13日-9月30日，逢週二、五抵達法蘭克福
2020年7月19日- 8月10日，逢週日、二、五抵達法蘭克福

2020年全年逢週五抵達法蘭克福
2020年4月13日-9月30日，逢週二、五抵達法蘭克福
2020年7月19日- 8月10日，逢週日、二、五抵達法蘭克福

德國、瑞士、奧地利、匈牙利、捷克德國、瑞士、奧地利、匈牙利、捷克

成人價格：
小童 （6歲以下不佔床）：
單房差價：

成人價格：
小童 （6歲以下不佔床）：
單房差價：

景點門票價格 (歐元)

多瑙河遊船
美泉宮 Imperial Tour（22個房間）

€20

成人：€16 兒童（6-18歲）：€11.5
學生（19-25歲）：€14.5

午晚餐费  (歐元)

中式午餐（標準團餐：五菜一湯） €10-€12/人
中式晚餐（標準團餐：五菜一湯） €10-€12/人
當地風味餐（頭盤、主菜、啤酒） €25-€35/人
中式午/晚餐（瑞士段，標準團餐）€20-€25/人

司機小費 瑞士段€2 €3

瑞士段 €3導遊小費 €2

服務小費（每人每天） (歐元)

1198起

團費

四星標準酒店四星標準酒店

歐洲風情

CA
$ 1398起

CA
$

1、 任何機票及其稅項                                           2、個人境外旅遊保險、簽證費
3、因交通延誤、罷工、天氣、飛機、機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等不可抗力因素所導致的額外費用。
4、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小費。
5、以上“團費包含”仲不包含的其他項目。
6、自費景點門票，客人可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是否參加。景點門票上團後導遊統一收取。
7、午餐晚餐：客人可選擇跟團餐或者自己選擇當地美食
8、每位客人每天規定最少給司機、導遊小費各2歐元（瑞士段3歐元）

1、 全程旅遊巴士
2、 四星標準酒店住宿， 標準雙人間（兩人一房）
3、全程歐陸式早餐
4、專業華語導遊
5、專人接送機服務

以上價目僅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一切調整以現場價牌或當時公佈為準。

費
用
包
含

費
用
不
包
含

您的特約代理 
Your Travel Agent：

CA$1198CA$1198
CA$908CA$908

CA$800CA$800

CA$1398CA$1398
CA$1050CA$1050

CA$1000CA$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