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暢遊：維也納、薩爾斯堡、鷹巢(希特拉別墅)、新天鵝堡、慕尼黑、浪漫之路(羅騰堡、班貝格、符玆堡) 
 

 

2022 年  出發日期   
5 月  12, ★26 

6 月 ★09, ★23 

7 月 ★07, ★21 
8 月 ★04, ★18, ★25  
9 月 08, 15, 22 
10 月 06, 13, 20 

團號 成人團費＋機票 (包燃油費及稅)   
單人房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服務費 

西岸 West Coast 東岸 East Coast 

EAQ10 3519 3469 699 ★300 €120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成人計算，小童(2至11嵗)不佔床為成人費用 90%；佔床與成人價相同。        團費含來回機票(包燃油費及稅)，正確數目須於

出票日方能作準。      價格及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此團將以中英雙語講解。 
西岸 出發城市: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 
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東岸 出發城市: 
紐約、紐瓦克、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 、 

亞特蘭大、奧蘭度、邁阿密 
(*其他城市出發費用，歡迎聯絡查詢。) 

 
 

 

 

 

 

 

 

 

 

 

 

 

 

 

 

 

 

 

 

 

 

 

 

 

 

 

 

 

 

 

 

原居地   維也納 
Home City  Vienna 

是日乘豪華客機飛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維也納 
Vienna 

維也納有「多瑙河的女神」美譽。而作為

「音樂之都」也吸引了貝多芬和莫札特等眾

多音樂家，維也納因此成為一座遠近聞名和

深受歡迎的旅遊市。是日抵達後，由專車送

往酒店休息。晚餐於當地餐廳。  (晚餐)  
住宿：Austria Trend Hotel或同級    
 

維也納 - 遜布倫皇宮 
（入內參觀）- 市內觀光 
Vienna ~ Schoenbrunn Palace 
(Inside visit) ~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於市內觀光。首先前往建於西

南部的遜布倫皇宮（安排專業導遊陪同入內

參觀）。此處曾是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

國、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宮。

宮殿後面的御花園更顯示出奧匈帝國極盛時

期的輝煌。繼而前往市中心環城大道。大道

兩旁全是壯觀宏偉的建築，如氣勢雄偉的荷

夫堡皇宮、聖史提芬大教堂、市政廳、貝爾

維第宮及百水公寓等。晚餐於當地餐廳品嚐

地道豬肋骨。晚上更可自費參觀極盡視聽之

娛的維也納華爾茲音樂及歌舞表演。 
住宿：Austria Trend Hotel或同級    (早/晚餐) 
                                                                                                                                                                                                                         
 
 
 
 
 
 
 
 
 
 

維也納  -  梅爾克修道院  - 多瑙

河遊船 -  薩爾斯堡(市內觀光) 
Vienna ~ River Danube Cruise ~ 
 Salzburg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梅爾克小鎮參觀著名的梅

爾克修道院，它是歐洲最大最漂亮的巴洛克

建築群之一。當你進入大理石大廳，圖書館

和教堂，欣賞綿延的壁畫，可以充分感受巴

洛克鼎盛時期的風格，美輪美奐，令人嘆為

觀止。繼而登上遊覽瓦豪峽谷的遊船。瓦豪

地區被列入世界遺產，是多瑙河谷最幽美深

邃的一段。幽幽的古堡遺跡和沿岸古老靜謐

的小鎮和村莊，增添了神奇的色彩。午餐品

嚐地道美食炸肉排。午後乘車前往薩爾斯堡。

參觀舊城區內名勝如莫札特出生地、大主教

廣場、莫札特廣場及薩爾斯堡大教堂，莫札

特當年亦在此洗禮。團友亦可在古舊街道上

選購紀念品。 (早/午餐) 
住宿：Austria Trend Hotel或同級    
 
 
 
 
 
 
 
 
 
 
 
 
 
 
 
 
 

完美配搭  

 住宿奧地利音樂之都～維也納

兩晚 

 乘船暢遊"多瑙河" 及"萊茵河" 

 暢遊德國浪漫之路及童話古

城：班貝格，羅滕堡，符茲堡 
 

奧地利 
 維也納遜布倫皇宮及花園(入內參觀)  

 梅爾克修道院 (入內參觀)  

 多瑙河瓦豪峽谷 (乘船遊覽)  

 華頓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入內參觀)  
 

德國  

 希特拉別墅 - 鷹巢(入內參觀)  

 新天鵝堡 (入內參觀） 

 維爾茨堡皇宮（入內參觀） 

 海德堡城堡（入內參觀） 

 當地著名酒莊品嚐釀製美酒 

 



薩爾斯堡 - 鷹巢(希特拉別墅) - 
帝王湖遊船 - 華頓(施華洛世奇

水晶世界) - 茵斯布魯克 
Salzburg ~ Eagle Nest (Hitler’s Resort) 
~ Konigssee ~ Watten (Swarovski 
Crystal World) ~ Innsbruck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 1939年為慶祝希特拉 50歲
生日而建的別墅（又稱「鷹巢」 - 包門票及

導遊）。此處山上地勢險惡，有極佳防衛作

用，故希特拉有不少重要國家政策於此處議

定 (註：如遇鷹巢假期休息，改往赫倫基姆宮

參觀)。繼而前往帝王湖。午餐後，乘船前往

塞巴伐利亞邦，絕對美麗的風景，如此平靜

的湖面，船夫拿出喇叭吹奏曲調，陡峭懸崖

造成的迴聲令人沉醉。其後前往位於華頓鎮

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展覽館。館內奇幻漂亮，

令人大開眼界，並可於館內購買多款水晶手

飾及紀念品，必令你滿載而歸。遊畢，驅車

前往茵斯布魯克。   (早/午餐) 
住宿：AC Hotel by Marriott Innsbruck 或同級    
 
 
 
 
 
 
 
 
 
 
 
 
 
 
 
 
 

茵斯布魯克 - 新天鵝堡 (入內

參觀) - 慕尼黑 (市內觀光) 
Innsbruck ~ Neuschwanstein 
(Inside visit) ~ Munich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遊覽市中心著名黃金屋。其屋

頂是用 2 千多塊金塊砌成。其後前往新天鵝

堡。此堡建造得優美古雅，迪士尼樂園的仙

境古堡亦以它為設計藍本。抵達後，特別安

排乘坐當地專線巴士登上古堡山後的瑪利茵

橋，一睹古堡全景外，更安排專業導遊陪同

進入古堡參觀。古堡外平台用作夜觀星象，

仿如華格納所編歌劇，充滿詩情畫意 (註：如

遇古堡假期休息，行程將會取消入內參觀，

不作任何補償)。隨後前往慕尼黑市，漫步舊

城區內名勝如維克圖阿立安市場、瑪莉恩廣

場、市政廳及聖伯多祿堂。在當地音樂的襯

托下品嚐地道香腸晚餐配啤酒。  (早/晚餐) 
住宿：Holiday Inn Munich或同級    
 
 
  
 
 
 
 
 

慕尼黑 - 浪漫之路 - 羅騰堡 (市內

觀光)-班貝格(市內觀光) - 符玆堡   
Munich~Romantic Road ~ 
 Rothenburg (City Tour) ~ 
 Bamberg (City Tour) ~ Wurzburg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沿風景優美的浪漫之路，

前往陶伯河上的羅騰堡。這裡有德國保留最

完整的中世紀的古城風貌，到處洋溢著迷人

的浪漫氣息和盎然的童趣。參觀市集廣場，

雅各海瑪故居，三角山墻藝術大鐘及 60 米高

的市政廳塔樓。隨後遊覽迷人水鄉班貝格市

內名勝 - 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列。

其後參觀建於河上的舊市政廳，兩旁畫滿彩

色壁畫，壯麗的大教堂，彌漫昔日輝煌氣派。

再往羅曼蒂克之路首府 ~ 符茲堡。此地位於

萊茵河畔，景色如畫，而舊城內滿布巴洛克

式建築物。晚餐品嚐地道美食及煙燻啤酒。 
住宿：Novotel Wurzburg  (早/晚餐) 
 
 
 
 
 
 
 
 
 
 
 
                      
 
          
             

符玆堡 - 維爾茨堡皇宮(入內參

觀)  - 市內觀光 - 司徒加特  
(平治汽車博物館) 
Stuttgart ~ Residence Palace 
(Inside visit) ~ City Tour ~ Stuttgart 
(Mercedes Benz Museum) 

自助式早餐後遊覽維爾茨堡皇宮。宮殿建於 
1720年 至 1744 年，被譽為具巴洛克式或新古

典主義建築和藝術傑作。室內裝飾包括大樓

梯，小教堂和皇室大廳。自 1981 年以來，該

處一直是聯合國教科文化組織世界遺產。下

午南下前往司徒加特，參觀最新平治汽車博

物館。館內展示百多年來平治汽車發展歷史，

陳列品亦包括全世界第一部平治及 80 多部該

公司的經典作品。晚上品嚐美味三文魚晚餐。 
住宿：Holiday Inn或同級    (早/晚餐) 

司徒加特 - 海德堡城堡(入內參

觀) - 萊茵河遊船 - 品嚐美酒 –  
法蘭克福     Stuttgart ~ Heidelberg 
Palace (Inside visit) ~ Wine Tasting 
~ Frankfurt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坐落於王座山上的海德堡

城堡。城堡始建於 13 世紀，在 30年戰火以及

爵位繼承戰爭的衝擊下，遭到破壞的城堡如

今仍在修復中，戰火留下的痕跡依舊清晰可

見。於城堡內，設有一家古代醫藥博物館及

城堡下的一個酒窖裡，藏著世界上最大的葡

萄酒桶。下午往博帕德，搭乘觀光船來到聖

戈阿爾。沿途欣賞萊茵河两岸遍植葡萄及秀

麗風光，景色怡人。遊經聳立河岸的羅蕾岩

石，聆聽淒美動人的傳說，領略萊茵河的神

秘色彩。繼往當地著名酒莊讓團友品嚐釀製

的美酒。晚餐於當地河畔餐廳品嚐傳統德國

烤豬手。餐後送往法蘭克福機場酒店。 
 住宿：Hyatt Place Frankfurt Arprt 或同級  (早/晚餐) 
 
 
 
 
 
 
 
 
 
 
 
 
 
 

法蘭克福   原居地 
Frankfurt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後，乘車往機場飛返原居地。 
  (早餐) 
 

特約旅行社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翠明假期」歐洲旅行團章程。

我們保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February 12,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