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匈奧捷 百年帝國風華 14 天 夏季版 

 

行程重點 

1. 雙湖區住宿：新錫德爾湖區、聖沃夫岡湖區。 

2. 布達佩斯精選：世界最美咖啡館-紐約咖啡館下午茶、多瑙河遊船、國會大廈、漁夫

堡、中央市場。 

3. 維也納精選：熊布朗宮、百水公寓、貝維德雷宮、霍夫堡皇宮、聖史帝芬大教堂。 

4. 布拉格精選：皇宮區、天文鐘、查理大橋、布拉格塔、伏爾塔瓦河遊船、火藥塔。 

5. 精選門票安排：漁夫堡纜車、國會大廈、多瑙河遊船、埃斯特哈希宮殿(夏宮)、熊布

朗皇宮、布拉格皇宮區套票、天文鐘、伏爾塔瓦河遊船、熊布朗宮、金色大廳音樂

會、鹽礦體驗。 

6. 精選美食體驗：布拉格景觀塔浪漫晚宴、五星旅館晚宴、米其林饗宴、匈牙利鵝肝風

味餐、高帽子評鑑白馬餐廳、舊啤酒廠餐廳、捷克烤鴨風味餐、湖區鱒魚料理、

K.U.K 皇家御用餐廳。 

7. 優質特選住宿：維也納五星連泊 2 晚、布拉格五星連泊 2 晚、布達佩斯五星連泊 2

晚，全程 7 晚五星。 

  



 

參考航班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臺北 → 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367 23：35—05：05(+1) 09：30 

杜拜 → 布達佩斯 阿聯酋航空 EK-111 08：50—12：45 05：55 

回程 
布拉格 → 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140 15：55—23：50 05：55 

杜拜 → 台北 阿聯酋航空 EK-366 04：35(+1)—16：50 08：15 

 

 

  



第 01 天 桃園機場 / 杜拜機場               2020 Dep : 4 月~10 月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航向風景秀麗、人文

薈萃的歐洲，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班機於隔日凌晨抵達杜拜機場。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阿聯酋航空 EK-367  23:35 / 05:05+1 

預計飛行時間約 09:30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第 02 天 杜拜機場/布達佩斯 

今日飛抵後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由多瑙河兩岸的布達及佩斯兩座城市合併而成，一直

以來被稱為「多瑙河上的珍珠」或「東歐巴黎」，走訪參觀國會所在、匈牙利的地標-國

會大廈，整棟建築用去 40 萬塊磚、100 萬塊珍貴石材、還有重達 40 公斤的黃金當作建

材，在 1896 年採用電燈、電梯及冷暖空調等先進設備，可見建造工程之浩大及慎重。 

 

【含門票參觀景點】國會大廈 

【下車參觀】英雄廣場、聖伊什特萬聖殿、中央市場(星期日公休)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阿聯酋航空 EK-111  08:50 / 12:4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5:55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機場-(23KM 00:30)- 布達佩斯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Marriott Budapest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 Sofitel Budapest Chain Bridge 或其

他五星同等級旅館 

  

東歐巴黎~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曾被聯合國評為歐洲最宜居城市之一，

藍色多瑙河將城市分為西岸是布達、東岸是佩

斯，這座世上少有的雙子城市，直到 1873 年第

一座跨河大橋-鎖鏈橋建立，才將布達和佩斯連

結成一座城市。 

匈牙利地標~國會大廈 

匈牙利國會的所在地，也是歐洲最古老的立法機

構建築之一，位於多瑙河片的自由廣場上，是匈

牙利最大的建築、歐洲第二大議會建築，國會大

廈建於 1896 年、在 1904 年完工，高 96 米、

寬 123 米。 

 

  



第 03 天 布達佩斯 

搭上遊船從多瑙河上欣賞布達佩斯的建築，河流兩岸有古堡、皇宮、數十座橋梁，之後

走訪多瑙河最佳觀賞點的漁夫堡，七個白色小塔沿著古城牆而建，像戴上了尖頂的帽子，，

而漁夫堡是觀賞布達佩斯最好的地點，需多年輕人常來這裡約會而在這裡留下初吻。 

下午安排世界最美的咖啡館-紐約咖啡館下午茶，原是紐約人壽投資建立的大樓現今由

飯店經營，金碧輝煌且氣勢磅礡的咖啡館也很常被電影拍攝取景。 

 

◆備註：如遇咖啡館客滿則改由布拉格或維也納咖啡館代替。 

【典藏特別安排】紐約咖啡館下午茶  

【含門票參觀景點】多瑙河遊船、纜車、漁夫堡 

【下車參觀】布達區皇宮、馬提亞斯教堂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 匈牙利風味料理 晚餐：匈牙利鵝肝料理 

住宿：Marriott Budapest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 Sofitel Budapest Chain Bridge 或其

他五星同等級旅館 

  

最佳景觀台~漁夫堡 

坐落於馬提亞斯教堂附近，早期因為是漁市及漁

夫村落以此得名，七個白色的小堡塔沿著中古世

紀城牆而建，就像是戴著尖頂帽子一般富有童

趣。現今的漁夫堡是許多年輕男女喜歡來約會的

地方，城堡位於布達的城堡山上使得視野十分遼

闊，是布達佩斯最好的觀賞地點之一。 

全世界最美咖啡館~紐約咖啡館 

被各種旅遊推薦評為「世界最美咖啡館」的百年

咖啡名店-紐約咖啡館，從 1894 年開始營業外

牆有 16 尊銅製羅馬神話雕像，內部是紅色大理

石柱及在內強、台階、天花板各式細緻精巧的金

色浮雕，如皇室宮殿般奢華及美麗。 

  



第 04 天 布達佩斯—埃斯特哈希宮殿—湖區精選飯店 

參觀有「匈牙利的凡爾賽宮」之稱的埃斯特哈希宮殿，融合巴洛克式與洛可可式的建築，

宴會廳耀眼的《阿波羅之榮耀》壁畫也是一大看點，音樂家海頓在此為埃斯特哈希家族

工作將近四十年，需多作品都是在這裡首演。 

參觀完宮殿後搭車回到鄰近國家公園的旅館，由領隊安排入住後您可以盡情享受飯店設

施，今晚我們將安排在飯店用餐。 

 

◆備註：如遇夏宮休館則改安排參觀艾森斯達特宮殿。 

◆備註：如遇飯店客滿則改訂 Spirit Hotel Thermal Spa 或同等級旅館。 

【含門票參觀景點】埃斯特哈希宮殿(夏宮)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布達佩斯-(192KM 02:00)- 費爾特-(27KM 00:30)- 湖區

精選飯店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匈牙利鄉村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四星 St.Martins Therme & Lodge 或同等級 

  

音樂家海頓工作之所~埃斯特哈希宮殿 

埃斯特哈希是奧地利布爾根蘭州的首府，著名

音樂家海頓在此工作近四十年，這座宮殿建於

13 世紀末，現在是一座博物館。 

新錫德爾湖區 St.Martins Therme & Lodge 

酒店毗鄰Neusiedlersee-Seewinkel國家公園，

酒店建築與周圍自然保護區壯麗的風景和諧地

融為一體，且提供最先進的豪華設備和時尚的風

格。您可以在室內和室外游泳池游泳並於湖畔露

台享受輕鬆的夜晚時光，欣賞小匈牙利平原的美

景。餐廳供應 Burgenland 省著名而美味的當地

菜餚以及各種各樣的精選葡萄酒。 

  

https://www.nach-holland.de/nach-holland-blog/orte-und-events/738-tulpenbluete-noordwijk-erleben-zu-wasser-zu-land-und-in-der-luft


第 05 天 飯店 – 維也納【金色大廳音樂會】 

回到維也納先來參觀兩處知名景點，由歐根親王打造的貝維德雷宮(Schloss Belvedere)，

其中 Belvedere 一詞源自義大利文其意為''美麗的景色''，此宮殿由 18 世紀歐根親王請

巴洛克建築師特意打造，貝維德雷宮最為知名的是其連結上下宮的大花園，種滿各種花

卉美不勝收。 

接續參觀百水先生的代表性建築「百水公寓」，建築表達出建築師對於自然的想法用色繽

紛。晚餐後安排欣賞音樂晚會，維也納又被稱為音樂之都這裡隨處可見對於音樂、藝術

的相關元素，來到維也納當然要親自欣賞一場音樂會。 

 

◆備註：如遇金色大廳休演，則更改至隔日或更改至其他音樂廳。 

【含門票參觀景點】金色大廳音樂會 

【下車參觀】貝維德雷宮、百水公寓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飯店-(80KM 01:00)-維也納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奧地利風味餐 晚餐：中華家鄉料理 

住宿：InterContinental 或 Vienna Marriott 或五星同等 

  

百水公寓 

奧地利藝術家佛登斯列·漢德瓦薩在維也納建設

的一處公共住宅。漢德瓦薩在 1972 年出演一次

電視節目時曾稱自己的夢想是建一座和植物一

起生存的家。1977 年，時任維也納市長對漢德

瓦薩發出邀請，請求他建設一座人類和自然共生

的公共住宅。這座建築中 1983 年開工，1986 年

完工。現在這座住宅是維也納的著名景點。 

金色大廳音樂會 

與咖啡館同樣重要體現維也納生活焦點是環形

大道邊眾多豪華宮殿中不計其數的沙龍，沙龍生

活是維也納人享受生活，追求生活情趣最好展

示，不過亦是眾多藝術家，音樂家和學者展示才

華，大顯身手之處。今晚就讓我們如皇室貴族般

地在聆聽欣賞一場優美動人的樂音，讓今夜就在

音樂聲中渡過一個難忘的奧地利一維也納之夜。 

  



第 06 天 維也納  

早上參觀哈布斯堡皇朝夏宮-熊布朗宮又稱為「美泉宮」，據說當時由國王在狩獵時，意

外發現一口美麗的泉水並下令建造宮殿，在1743年由奧地利女皇下令改建現今的樣貌。 

後行車經過維也納市區-環城大道，大道上坐落著哈布斯堡家族的宮殿-霍夫堡宮及博物

館群，由此下車步行即可抵達維也納最繁華的購物大街，享用皇家御用的美味午餐後，

您將有自由輕鬆的逛街購物時間可再購物街上採購各式精品，或奧地利原產施華洛世奇

水晶，優閒度過您的午後時光。 

 

【含門票參觀景點】熊布朗皇宮 

【下車參觀】霍夫堡宮、市中心購物街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K.u.K 皇家御用美味 晚餐：方便逛街 請自理  

住宿：InterContinental 或 Vienna Marriott 或五星同等 

  

見證哈布斯堡榮衰的美麗宮殿~熊布朗宮 

1743 年，奧地利女皇瑪麗亞•特蕾莎下令在此營

建氣勢磅礴的美泉宮和巴洛克式花園，總面積

2.6 萬平方米，僅次於法國的凡爾賽宮。 

維也納最繁榮的街道~格拉本大街 

這裡是維也納最熱鬧的街道，位於街道中間還有

著被譽為也納標的建築「維也納心臟」-聖史蒂

芬大教堂，街道兩旁林立國際知名品牌、衣服、

鐘錶及各式紀念品。 

  



第 07 天  維也納 – 杜倫施坦 – 梅爾克 – 湖區飯店 

早餐後，搭車前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杜倫施坦」，多瑙河的河水流過這座種滿葡萄

園的小鎮，山上的舊城堡曾經關押過獅心王查理。 

午餐後，來到位於瓦豪河谷中最耀眼的建築-梅爾克修道院，明黃色的外觀在梅爾克地區

的任何地方都非常耀眼，我們也將在此稍作停留並享用午餐。 

 

◆備註：如遇白馬餐廳客滿則更改為其他地區米其林饗宴。 

【下車參觀】杜倫施坦小鎮、梅爾克修道院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維也納-(90KM 01:00)-杜倫施坦-(30KM 02:00)-梅爾克-

(182KM 02:00)-湖區飯店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多瑙河風味料理  晚餐：高帽子評鑑白馬餐廳 

住宿： Scalaria 或 Hotel Seevilla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巴洛克建築的傑作~梅爾克修道院 

始建於 1089 年的梅爾克修道院，是瓦豪河谷中

最耀眼璀璨的建築，明黃色的外觀最早曾是巴伐

利亞貴族的要塞，後來因巴本堡家族廣招修士，

而將這裡贈與修士並改為修道院，修道院裡藏有

需多中世紀珍貴的手稿、濕壁畫及經典，因此非

常具有名望及學術價值。修道院逃過拿破崙戰爭

的破壞，而得以完整保留至今。 

藍色修道院~杜倫斯坦 

建於 11 世紀的小鎮，有大片葡萄園及古蹟所包

圍，多瑙河畔旁的藍色杜倫斯坦修道院，其藍白

色的外觀是瓦豪河谷最著名的建築。 

小鎮後方山頂有座古堡遺址，據說是當時奧地利

公爵關押英格蘭獅心王查理的地方，登上城堡可

遠眺多瑙河流域及葡萄園、小鎮景緻。 

 

  



第 08 天  飯店 - 哈斯塔特湖 –薩爾茲堡 

今日前往奧地利阿爾卑斯山湖區之最哈斯達特小鎮一遊，依山傍湖的木屋式建築，倘佯

於此湖光山色中，彷彿闖入人間天堂。 

特別安排參觀世界最古老的鹽礦，在此您將換穿上採礦工作服乘坐長木條狀運輸車，開

始鹽礦之旅，引領你進入地底世界，其間古味十足的木滑梯之特殊設計與新鮮刺激之經

驗令人難忘的旅遊體驗。 

 

【含門票參觀景點】鹽礦探險 

【下車參觀】哈斯塔特小鎮、天空步道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飯店-(40KM 00:45)-哈斯塔特-(72KM 01:20)-薩爾茲堡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香煎鱒魚風味餐 晚餐：奧地利風味餐 

住宿：IMLAUER HOTEL PITTER 或 Sheraton Hotel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人生必去的五十個小鎮~哈斯達特 

位於上奧地利州，薩爾茨卡默古特度假區的哈斯

達特湖畔。清晨的湖面不時籠罩著一層薄霧，偶

然撐來一葉扁舟，激起的波瀾在平靜的湖面劃出

無數漣漪；紅樹黃葉漫山遍野，天鵝水鴨浮游覓

食，還有岸邊花團錦蔟的小屋，都成為畫中一隅。

該村更於 1997 年該村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奧地利最美的度假區-薩爾茲卡默古特湖區 

薩爾茲卡默古特湖區又稱鹽湖區，被認為是世界

上最美小鎮的集中地，位於奧地利中西部，與薩

爾茲堡極為相近，Salzkammergut 就是德文意

思:Salz-鹽巴、Kammergut-皇家地。 

 

 

  



第 09 天 飯店 – 薩爾茲堡 – 庫倫洛夫 

走入真善美電影裡的場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地，參觀主教為心愛女人建造的米拉

貝爾花園，真善美的女主角就是在這裡演唱我們耳熟能響的《Do-Re-Mi》，之後跨過

Salzach 河來到老城區，老城街道上有莫札特的出生地、大教堂及各式商店，您可以在

可以買到莫札特巧克力當作伴手禮。 

午餐後前往童話小鎮-庫倫洛夫，跨過邊境來到歐洲最美麗的中古小鎮－庫倫洛夫。彷彿

乘著時光機倒轉 700 年，伏爾塔瓦河呈 S 型貫穿全鎮，所有街道都由小石頭及石板塊鋪

成，遠望是滿城的紅色屋頂及色彩斑斕的塔樓，宛若凍結時空的震撼，令人著迷。 

 

【下車參觀】薩爾茲堡老城區、庫倫洛夫城堡區&老城區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薩爾茲堡-(216KM 02:30)-庫倫洛夫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中華家鄉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Hotel Zlaty Andel 或 Hotel Old Inn 或 Garni hotel Castle Bridge 或 老城內四

星旅館 

  

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鄉~薩爾茲堡 

薩爾茲堡是奧地利第四大城市，位於奧地利西部

是阿爾卑斯山脈的門戶，也靠近德國的邊境，根

據歷史資料這座城市是現今奧地利境內歷史最

悠久的城市。這裡也是音樂天才莫札特的出生

地，也是電影真善美的拍攝地，薩爾茲堡老城在

1996 年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 

可愛迷人的童話小鎮~庫倫洛夫 

Český Krumlov 在德語中指的是高低不平的草

地，這個位於捷克的小城鎮，因為保有完好的

14-17 世紀的建築，而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小

鎮。被伏爾塔瓦河環抱的是老城的區域，而擁有

彩繪塔的城堡則在河的另外一側，立於城堡之上

居高臨下，可以一覽整個庫倫洛夫的全部景致。 

 

  



第 10 天 庫倫洛夫 – 卡羅維瓦利/瑪麗安斯基 

早上走訪庫倫洛夫城堡區，走入城堡可遠眺庫倫洛夫老城的全景，或許您會在城堡護城

河內看見一對可愛的大熊，被譽為最美的歐洲小鎮用雙腳漫遊在街道中別有一番風味。 

來到捷克境內最大、最著名的溫泉鎮──卡羅維瓦利。沿著特普拉河畔，一座座古典的建

築將吸引您的目光。在這裡您可以買個當地特色「溫泉杯」，試飲特有的溫泉；當地人常

飲用溫泉水，據說能夠強身保健、調理體質呢！! 

 

【下車參觀】庫倫洛夫城堡區、卡羅維瓦利溫泉鎮及溫泉迴廊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庫倫洛夫-(158KM 02:15)-卡羅維瓦利/瑪莉安斯基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舊釀酒廠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 Grand Pupp 或 Esplanade 或同等級五星旅館 

  

僅次於布拉格城堡~庫倫洛夫城堡區 

13 世紀起庫倫洛夫經歷 Vitkov 家族、

Rosenberg 家族、Eggenberg 家族的統治，經

過數百年的流轉，小鎮保留過去傳統的風格。城

堡裡面外牆處大多以繪畫方式呈現、搭配光影及

3D 立體感非常特別，彩繪塔則是融合哥德式及

文藝復興式的風格，亮眼且充滿童話色彩。 

熱氣氤氳的城市~卡羅維瓦利 

傳說中 14 世紀時，神聖羅馬帝國查理皇帝在一

次巡獵時發現此地的溫泉，從此名為查理之泉。

經過 600 多年，其歷久不衰，更於 1522 年時被

發現是具有療效的泉水，其所含有礦物質能減輕

病痛；飲用溫泉水更是當地人稀鬆平常的事。 

 

  



第 11 天  卡羅維瓦利 – 布拉格【皇宮城堡區】 

早上悠閒地用過早餐後，前往百塔之城布拉格，中午安排在可以俯瞰黃金布拉格的電視

塔餐廳享用午餐。從布拉格塔可以眺望整個布拉格，美味的食物搭配美景好不享受。 

午餐後，從古堡皇宮區開始：首先來到皇宮城堡區，參觀宏偉的哥德式建築聖維特大教

堂、總統邸、因煉金術士聚集而得名的黃金小巷，著名作家〝卡夫卡〞曾在此完成許多

世界名著。由古堡區居高臨下，俯瞰舊城尖塔林立、各種中世紀風格建築並存的繁華景

象，宛若童話故事一般。 

 

◆備註：如遇布拉格塔客滿則前後調整，或更改為其他米其林一星餐廳。 

【含門票參觀景點】聖維特大教堂、舊皇宮、黃金小巷 

【下車參觀】布拉格古堡區、查理大橋、老城廣場、火藥塔、市民會館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布拉格塔百萬景觀餐廳 晚餐：捷克烤鴨風味餐 

住宿：Marriott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其他同等五星旅館 

  

百塔之城~布拉格 

尼采曾說：當我想以另一個字來表達音樂時，我

只找到了維也納；而當我想以另一個字來表達”

神秘”時，我只想到了布拉格。放慢腳步，細細

品味每一個角落，文學、古堡、街頭藝人和美麗

的傳說，成就完美的布拉格。夜遊行程，保證讓

您體驗懷舊時光並滿足您的味蕾。 

布拉格塔浪漫百萬景觀餐廳 

浪漫百萬景觀位於捷克布拉格的一座電視塔上，

以其獨特的外觀而聞名。建於 1985 年至 1992

年期間，塔的高度是 216 公尺。因其獨特的外觀

和突出的高度而成為布拉格地標之一，吸引眾多

遊客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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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天  布拉格 【伏爾塔瓦河遊船】 

乘船欣賞伏爾塔瓦河及周邊沿岸建築及景緻。伏爾塔瓦河，被人們喚作「波西米亞的母

親」，兩岸風光明媚、具歷史價值得建築更在咫尺一方；隨著水流的速度慢賞，以不同的

角度欣賞布拉格之美。遊船後可自由前往巴黎大道血拚名牌或是瓦茲拉夫廣場添購屬於

自己旅程的專屬紀念。 

 

◆備註：如遇米其林餐廳客滿，將前後調整用餐。 

【含門票參觀景點】伏爾塔瓦河遊船、天文鐘 

【下車參觀】巴黎大道、老城廣場，瓦茲拉夫廣場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米其林饗宴  

住宿：Marriott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其他同等五星旅館 

  

布拉格的母親河~伏爾塔瓦河 

全長 1700 公里的伏爾塔瓦河，是捷克境內最長

的河流，捷克的國民作曲家史麥塔納所創作的作

品「我的祖國」中的第二樂章也以它來命名。 

伏爾塔瓦河將布拉格分為兩邊，左邊是權力的中

心布拉格城堡區、右邊是維護良好的老城區，數

十座橋梁橫跨在這條母親河之上，最有名的當數

[查理大橋]，橋上有數十座精美的雕像及街頭藝

術家或音樂家。 

布拉格的地標-天文鐘 

座落於老城市政廳的南面牆上，是一個熱門的

旅遊景點。天文鐘建於 1410 年，鐘面包括三

個主要部分：天文鐘面，代表太陽和月亮在天

空中的方位，顯示各種天文資料；「行走的使

徒」，每小時顯示使徒和其他移動雕塑；下部的

日曆盤代表月份。每天整點天文鐘即會報時。 

  



第 13 天  布拉格 / 杜拜機場 

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次遊覽布達佩斯、奧地利及捷克，相信會為您帶來深刻

的旅程印象。期待下次再度與您同遊歐洲。帶著滿滿的回憶，搭機飛返台灣因航班因素，

今晚夜宿機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阿聯酋航空 EK-140  15:55/23:5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5:55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 14 天 杜拜機場 / 桃園機場 

班機飛抵桃園中正機場，結束短暫卻令人難忘的旅遊。不捨中互道珍重，期待下一次的

相逢，在美麗的歐洲！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阿聯酋航空 EK-366  04:35/16:5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8:15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陸、交通及行程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利，若有不便，

敬請見諒。 

▲單人報名若無另外告知，則由旅行社安排與其他單人旅客配房；若需求使用單人房，請務必「主動」

與旅行社說明「自願補單人房差」。另，出發前若無法完成配房，須請旅客補足單人房差價；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貼心安排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式餐食 皆提供桌水及每人一杯飲料。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託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提供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