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羅埃西亞 斯洛凡尼亞 奧地利 13 天
6 大世界遺產一次擁有～市場唯一 特別團
華航 A350 全新豪華客機直飛

★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Lakes
★戴奧克里提安皇宮 Diocletian Palace
★旭本尼克聖雅各大教堂 Katedrala SV. Jakova

★杜布羅尼克老城 Dubrovnik
★特羅吉爾 Trogir
★優夫洛西斯教堂 Euphrasius Bazilike in Porec

【行程特色】
◎斯洛維尼亞行程重點：
※盧比安納：斯洛凡尼亞首都，參觀在懸崖上的盧比安納城堡及城市地標三重橋。
※布雷德湖：四周群山環抱，湖光映襯山色；搭船遊湖並登臨湖中神秘的湖心小島。
※布雷德古堡：聳立於懸崖上的獨特建築與碧綠無暇湖面世人與自然的完美結合。
※波斯托茵納鐘乳石洞：如水晶宮殿般的壯麗，飽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克羅埃西亞行程重點：
※歐帕提雅：有優美的山水景緻及花園宮殿，是歐洲皇室最喜歡的度假勝地。
※十六湖國家公園：媲美四川九寨溝；湖面高低錯落，形成數百個大小瀑布。
※札達爾：參觀聖多那教堂及聆聽海風琴為您吹奏，專屬於克羅埃西亞式浪漫樂章。
※旭本尼克：參觀聖雅各大教堂，後堂外牆的 74 顆人頭雕像尤是目光焦點。
※特羅吉爾：達爾馬齊亞海岸小鎮，充滿水鄉風味，建築古樸優雅又帶點藝術氣息。
※斯普利特：參觀戴克里先皇宮及可帶來好運的主教寧斯基雕像的左腳大拇指。
※史東：長 5.5 公里的石牆，可說是歐洲最長的一道防禦工事。史東除了以石牆聞名於世之外，並有
機會品嚐克羅埃西亞最美味的「藍寶石牡蠣」。
※杜布羅尼克：登上城牆上的杜布尼克、搭船游覽海景攬勝的杜布尼克以及夜晚的杜布尼克，由不同
三方位欣賞古城風貌。
※波瑞曲—參觀世界遺產優夫洛西斯教堂。
※札格拉布—克羅埃西亞首都，聖馬可教堂屋頂上童話故事般的馬賽克圖案。

◎奧地利行程重點：
※潘朵夫購物中心 Pandorf Outlet
◎搭乘中華航空 A350 新飛機直飛維也納！華航 A350 客艙配置 306 個座位，豪華商務艙（32 席）、豪華
經濟艙（31 席）及設有親子臥艙的經濟艙（243 席）共三個艙等。經濟艙採 333 設計，一排 9 座，採
用 18 英吋寬的最新型薄背座椅，旅客椅距感受達 34 吋，還有寬敞的伸腿空間。
※目前 13 天行程使用班機比較：
＊土耳其航空：往返得在伊斯坦堡轉機，總候機時間需 7 小時。
＊奧地利航空：往返得在香港轉機，總候機時間需 6 小時。
＊德國航空：往返需要 4 個轉機點，香港、法蘭克福、慕尼黑。總候機時間需 11 小時。
（票價最便
宜）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華航直飛）/維也納 Vienna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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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齊集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華航全新 A350 豪華客機飛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夜
宿機上。
機上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第二天

維也納－盧比安納－384 公里約 5 小時－布雷德湖區（Lake Bled）

行

【盧比安娜－嬌小的老靈魂】斯洛維尼亞的首都盧比安娜，因為地處時代的路口，受
到多種文化的衝擊與薰陶。這個人口不及 30 萬的國家之都，與歐洲其他首都相比，顯
得十分嬌小年輕，卻是個已經擁有超過兩千年發展歷史的老靈魂，在周遭鮮明嬌豔的
歷史大城之間，散發自己淡淡的清香，十分舒服與溫柔。舊城區的普列舍仁廣場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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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 1660 年的粉紅色聖方濟教堂，優雅地等待著我們的探訪，浪漫詩人普列舍仁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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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矗立在廣場上與他的情人相望，著名的三重橋就在廣場旁；橋的東側是老城區，
著名的地標如市政廳、三河紀念噴泉、市政廣場以及巴洛克式建築的聖尼古拉斯大教
堂。而 2010 完工的愛情鎖鍊橋，是情侶們宣誓愛情堅貞無悔的必訪之處。搭乘城堡纜
車登上盧比安娜城堡，在高處抓取城市的各個角落
4★Best Western Premier Lovec Hotel 或 4★Vila Bled 或 4★Hotel Park 或同等級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豬排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第三天

布雷德湖區遊覽（Lake Bled）湖畔城堡、渡船體驗

行

【布萊德湖－斯國皇冠上耀眼的藍寶石】面積 145 公頃的布萊德湖，因為湖水湛藍，素
有「藍湖」之稱。加上四周被阿爾卑斯群山環抱，湖光映襯山色，成了皇室與斯國招
待各國貴賓的首選與最好的門面，一如皇冠上無法忽視的藍色寶石般耀眼。登上布萊
德城堡居高臨下，湖水平靜成鏡清楚地映出傍著懸崖而建的古堡，無法想像原本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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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羅馬式塔樓，經過中世紀時不斷加建塑造成了今日的面貌，湖面與建築相交構
成了人文與自然的完美結合。同時，遠方一處的湖中小島-布萊德島。不僅是斯國境內
唯一一座島嶼，更替這面湖泊的耀眼又上了一分，如寶石紋路裡折射出來的光，魅惑
你收藏入手的心弦。搭乘手櫓船遊布萊德湖，在船水來往之間保持湖泊自身的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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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的搖晃卸載，終於能一窺神秘的湖心小島。不過別急，還需爬完 99 級的階梯才算
完成上島，這是許多來此完成婚約的新人最後一道承諾，證明自己有能力與決心保護
對方。如此美麗的傳統使得聖母升天教堂一直是當地人最喜愛的婚禮教堂之一。
4★Best Western Premier Lovec Hotel 或 4★Vila Bled 或 4★ Hotel Park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湖區景觀餐廳
晚餐：城堡飯店主廚料理

第四天

布雷德湖－波斯托茵納 Postojna（鐘乳石洞）－波瑞曲 Porec（優夫洛西斯
教堂 Euphrasius）－歐帕提亞 Opatija－莫吐溫 Motovum

行

【波斯多茵娜鐘乳石洞－無法停止的哇哇哇哇！】歐洲最讓人趨之若鶩的鐘乳石洞
穴，全長 27 公里，是許多人專程為此來到斯國的吸引力。洞內複雜多樣的石柱、石筍、
石鐘乳都是歷經造物主百萬年刻撫而成的。我們搭乘小火車入內，通往 200 公尺深的地
底，再以步行的方式參觀鐘乳洞區，跌宕奇巧的洞中地形：僅容一人通過的小橋、百
萬株鐘乳石、義大利麵條鐘乳石、布幔鐘乳石等，色彩鮮豔，在燈光照射下令人目不

程

暇給，讚嘆稱奇。下層還有挑高寬敞的天然音樂廳，音場效果絕佳，每年冬天聖誕節
都會在此舉辦音樂會，餘音繞樑，久久不散。
【波瑞曲（Poreˇc）】是羅馬人在公元 2 世紀所建的城市，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公元 539
年這個地方由拜占庭帝國接手，現在已成為克羅埃西亞國內十大遊覽中心之一。市內
還有一系列羅馬式的建築，尤其是 13 世紀所建甘諾（Canon）的住宅，以及處處可見到
的哥德式和文藝復興式房屋都各具特色，值得細細欣賞。全城呈幾何圖形的街道形式，
就是典型的羅馬式規劃；在城市許多角落裡的頹廢遺蹟，也可見當時建築的規模。城
南長達 70 公里的美麗海岸是人們嚮往的度假地，尤以生態豐富的綠色礁湖（Zelena）
和顏色湛藍的藍色礁湖（Plava）更是遠近聞名，遊人如織，每年吸引約 70 萬遊客前來
休閒度假。

【世界遺產：優夫洛西斯教堂】是波瑞曲最著名、必往參觀的景點，已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入世界重要名單內予以保護。身為拜占庭帝國教會成員的攸弗拉休斯主教，
曾感受過君士坦丁堡帝國黃金時代的聖索菲亞教堂氣勢，於是從君士坦丁堡招聘名師
來此，要在自己宗教轄區的波瑞曲也興建一座明為能顯耀拜占庭文化，實則意味著媲
美聖索菲亞的教堂。大殿的主祭壇有公元 1277 年增建的華蓋，是教堂最金碧輝煌的焦
點，去過威尼斯聖馬可教堂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的眼熟神似，四根大理石 圓柱支撐
著的圓栱上，有拜占庭藝術特有精緻的金箔馬賽克鑲嵌聖畫，包括天使報喜和波瑞曲
當地受難者多人的頭像，以及內部中央、頭部有光環的一隻「上帝的羔羊」。同樣的精
彩畫面還出現在後堂壁龕及壁龕拱門的內側。
【歐帕提雅】經常被稱為亞得里亞海上的尼斯，是克羅埃西亞亞得里亞東岸地區歷史
最悠久的度假勝地。1844 年之前，歐帕提雅還只是一個 35 間屋舍、1 座教堂的小漁村，
這一年，有權有勢的商人 Higinio von Scarpa 在海岸邊蓋起一棟森林公園環繞的豪華別
墅–安裘莉娜別墅 Villa Angiolina，往來進出全是達官顯要。不久之後，歐帕提雅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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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菁英份子度假隱居的重要基地。1884 年，亞得里亞海上第一家旅館 Kvarner Hotel 在
海濱開幕，隨後旅館一家接一家地蓋起來，為了超越前人，最知名的建築師、工匠被
邀來蓋最美麗的豪宅別墅；長達 12 公里的濱海大道及山間小徑，把歐帕提雅串連成一
片可以悠閒散步的度假勝地，來自各地的奇花異草也被引進來妝點庭院、別墅。
玫瑰港 5★Kempinski Palace Portoroz 或 蘇維德利亞 5★Kempinski Adriatic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鐘乳石洞景區餐廳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第五天

歐帕提亞－札達爾 Zadar－旭本尼克 Sibenic（旭本尼克聖雅各大教堂
Katedrala SV. Jakova）

行

【札達爾】是一座典型的羅馬城市，處處頹圮的石柱及殘壁，舊城裡到處都可以看見
羅馬人所遺留下來的痕跡。（羅馬廣場）此廣場是羅馬時代市政中心。（人民廣場）自
文藝復興時期起就是札達爾居民的生活中心。（五井廣場）這是十六世紀時，威尼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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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札達爾所建的大型儲水糟，上方有五個井可用來取水，因此這兒稱為五井廣場。(聖
瑪麗教堂)也是歷史悠久，不過後來整個被翻修過，現在是教堂藝術博物館。
（聖法蘭西
斯修道院）是達爾瑪雅區最古老的哥德式教堂。
【旭本尼克】是亞得里亞海沿岸最受自然保護的港口之一。1066 年歷史首次記載到她
的存在，為克羅埃西亞重要之建築遺產保護之地，有古代碉堡（St. Ana）遺跡與哥德式
文藝復興聖雅各大教堂 St. Jacob 教堂，以及許多散落各處之教堂
【世界遺產：聖雅各大教堂】是司班立克最精采的亮點，讓這座達爾馬提亞海岸上的
古城，自 2000 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建造耗時 105 年，是世界上最大一座 100%
大理石打造的教堂，運用精密的計算和高超的岩石鑲嵌技術建成，尤其圓頂沒有使用

飯
餐

店
食

任何一點木頭支撐或水泥黏合。外牆的 74 個人頭和動物雕像，除了忠實呈現 15 世紀此
地居民的面貌外，更反應出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高漲的重要意義。
4★Hotel Olympia 或 4★Hotel Punta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湖區景觀餐廳
晚餐：城堡飯店主廚料理

第六天

旭本尼克－特羅吉爾 Trogir－內姆 Neum（波士尼亞希有海岸線）－杜布羅
尼克 Dubrovnik

行

【世界遺產：特羅吉爾】是克羅埃西亞的一座古城，1997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界遺產名單。歷史的鑿痕使得整做（島城）彷彿露天的成是博物館，從成是外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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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看到社會、文化發展的脈絡-希臘羅馬的城市佈局、中世紀的防禦城堡、仿羅馬式
的教室、威尼斯哥德式、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風格的宅邸在狹窄的中世紀街道交錯，外
圍環繞寬闊的濱海大道。這座結合仿羅馬、哥德、文藝復興、巴洛克的複合風格城市，
不僅在亞得里亞海，甚至整個中歐，都是保存最晚整的一座。
【杜布羅尼克】愛爾蘭作家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曾說：「想目睹天堂美景的人，
就到克羅埃西亞的杜布羅尼克。」依山傍海，風景優美，氣候溫和，素有亞得里亞海
明珠 PEAL OF ADIATIC 和城市博物館之美稱，聯合國文教會 1979 年更明列為人類世界
文化珍貴的的遺產，味道有點像威尼斯，但更多添了些古老的感覺。古城牆極為適合
散步及眺望亞得里亞海美景，若要全部走完可能需要一點腳力，小巷人家及小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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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古城牆上，獨特的感覺此處僅有，漫步其中的樂趣，只有親臨才能體會；傍晚時
分逛逛主廣場，這是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天！今晚特別安排夜遊杜布尼克古城
5★Hilton Imperial Dubrovnik 或 5★Hotel Excelsior 或 5★Hotel Dubrovnik Palace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煎烤鱸魚排
晚餐：杜布羅尼克龍蝦海鮮餐

第七天

杜布羅尼克老城－卡芙塔特 CAVTAT－杜布羅尼克

行

【杜布羅尼克】海洋與老城的輕盈華爾滋，市區觀光，古城景觀纜車，全日參觀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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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里亞海之珠」美稱的杜布尼克，首先從派勒城門進入古城，而後吸引遊客目光的是
擁有 16 個面具雕刻出水口的歐諾弗利歐水池；法蘭西斯修道院，院內迴廊環繞的庭院，
彷彿一座小型綠洲。隨後走在史特拉敦大道，兩旁的餐廳與咖啡座座無虛席。在羅薩
廣場四周有引人注目的史邦扎宮、杜布尼克鐘塔、奧蘭多石柱以及供奉杜布尼克守護
神的聖布雷瑟教堂。接著來到有美麗廊柱的杜布尼克王公官邸和有巴洛克式圓頂的杜
布尼克大教堂。續從東碼頭搭船巡遊距離老城區 700 公尺的洛克姆島(不登島)，這座被
森林覆蓋的小島是一座無人島，一到夏季就會擠滿了遊客，島嶼東側是裸體海灘。搭
船巡遊亦可於船上欣賞亞得里亞海美麗的景致，並可於船上眺望杜布尼克古城，以獨
特的角度欣賞這美景天成的亞得里亞海之珠。隨後漫步在固若金湯的杜布尼克城牆
上，全長約 2 公里的路程，一路上隨著城牆高高低低爬上爬下，每一個轉彎、每一個眺
望點都有完美的畫面呈現在您眼前，帶給您視覺上的強烈衝擊。古城城牆上的半圓形
堡壘共有十餘座，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明闕塔守望塔，爬上塔頂，這裡是俯瞰整座杜布
尼克城的最好角度。該城濱海臨山，四周有寬厚高大的城牆與碉樓，城內有哥德式、
巴洛克以及文藝復興時期各種建築。
之後前往悠久歷史及悠閒寧靜的小鎮小港【卡芙塔特】這是由許多小海灣構成的天然
良港，參觀巴洛克風格的聖尼古拉斯教堂及文藝復興風格的王公宅邸。比起熱鬧的杜
布洛尼克安靜許多，不少身價非凡高級遊艇潛藏在寧靜的小港中，你可漫步於海邊松
樹步道上，或您於漁港邊棕櫚樹下的露天咖啡座品嚐一杯咖啡，一邊欣賞群山環抱、
遊艇擺盪的海港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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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ilton Imperial Dubrovnik 或 5★Hotel Excelsior 或 5★Hotel Dubrovnik Palace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亞德里亞海景餐廳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第八天

杜布羅尼克－史東 Ston－斯普利特 Split（Diocletian Palace 戴奧克里提安皇
宮）

行

【史東（Ston）】位於石頭城山坡上的『萬里長城』屏障，攀登高牆眺望小鎮美景，感

程

受堅固的城牆曾在十字軍時代裡肩負著保衛歐洲文化的重任，史特拉敦大道、BIG
ONOFRIO 噴水池、聖約翰堡壘、REVELIN 堡壘、舊城牆。史東城牆建於 1333 年，長
5.5 公里，是為防禦威尼斯共和國而建，可說是歐洲陸地最長的一道防禦工事。史東除
了以石牆聞名於世外，另外也是克羅埃西亞最美味的「藍寶石牡蠣」的重要產地，今
日我們有機會品嚐這不可多得的美食,午餐特別安排品嚐當地生蠔特產。
【斯普利特（Split）】，（以基督徒餵獅子而聞名）大力建設之名城。這裡是克羅埃西亞
在亞得里亞海岸最大之城市。參觀古羅馬各式大建築，如羅馬皇帝戴奧克里西安宮殿
遺蹟（當時花 10 年建好，皇帝也來此住 12 年才壽終正寢並非傳言被刺殺。具有豪華別
墅與城塞的雙重功能）羅馬皇帝戴克里先在 293 年左右為自己打造了退位後使用的皇
宮。皇宮以布拉曲島產的光澤白石建造，有四座城門和四座高塔，相當於一座小城市。
參觀前庭與皇宮地下大廳，這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皇室居所，上面有彩色鑲嵌畫及大
理石。列柱廊中庭位於皇宮正中央，目前這裡已成為一個極佳的集會廣場及表演場所。
史普利特大教堂呈八角形，外圍環繞著 24 根圓柱，教堂前仿羅馬式的史普利特大鐘樓，
高 57 公尺，是史普利特最顯眼的地標。北門外的主教寧斯基雕像，他的左腳大拇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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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得金光閃閃，上前撫摸一番，據說會因此帶來好運，此雕像已成為史普利特的象徵
標誌。而史普利特濱海大道，是您自由逛街賞景的最好去處。克羅埃西亞南部港市，
位於亞得里亞海東岸，人口約 18 萬，是達爾馬提亞地區最大都市，也是克羅埃西亞第
二大城。
5★Hotel Meridien Lav 或 5★Atrium Hotel Split 或 5★Hotel Park Split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克羅埃西亞牡蠣海鮮餐
晚餐：克式魚排風味料理

第九天

斯普利特－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Lakes

行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1979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評定之人類自然遺產，
在這佔地 200 平方公里的國家公園中，多達 92 個瀑布街隨著季節變換而有不同風貌。
由黑河和白河兩條合匯出 20 個大小湖泊。水蝕石灰岩所形成的景緻，與靜碧綠水激盪
出壯闊的絕美景觀。美景俯拾即是，處處令人驚歎!若說她是世外桃源，肯定無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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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湖國家公園】歐洲唯一可媲美四川九寨溝,有「歐洲九寨溝」之稱的前南斯拉夫
最綺麗的國家公園－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園內共有 16 個翠綠湖泊及無數飛瀑清泉，又
被暱稱為十六湖國家公園；湖面高低錯落，形成數百個大小瀑布，峰巒疊綠、氣象萬
千。漫步其間，好不愜意！抵達後參觀上湖區，搭乘渡輪或步行於木板便道，享受生
態旅遊的悠閒。上湖區景致以壯麗磅薄著稱，有茂密的森林、清澈綻藍的湖泊以及湍
急的瀑布，峰巒疊綠間，氣象萬千。沐浴於鐘秀山林之間，大自然的美景，滌淨您的

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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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otel Jezero
早餐：飯店內

或

5★Ethno Houses Plitvica Selo
午餐：黃金烤乳豬風味餐

或同等級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第十天

十六湖國家公園－桃花園小鎮－札格拉布 Zagreb

行

【下湖區】色彩多樣的湖泊群，山中層層疊疊瀑布、壯麗的瀑布都是您今日參觀的重
點。下湖區以精巧秀麗著稱，湖區最長的瀑布正座落於此，高達 78 公尺，層層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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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水流激出的水花配上潺潺流動的河水，讓人不得不感嘆造物者的偉大。世外桃源，
來個芬多精健行之旅，沿途風光明媚，教人心曠神怡！沐浴於鐘秀山林之間，大自然
的美景，滌淨您俗世的煩惱！
【桃花園小鎮】是個以瀑布著名的小鎮，一看到這片景色，還真有解除長途舟車勞頓
的功能～遠遠的看著這些紅瓦片屋頂，又冒著煙囪的小房子們～這一切景象真是純
樸。這個美麗小村坐落在斯爾尼奇查河 Slunjčica 和柯拉納河 Korana 的匯流處，整個小
村被瀑布及河流環繞，蜿蜒的流水穿梭在木造房舍之間，甚至還有瀑布就從房子底下
流瀉而出，形成了極其特殊有趣的畫面！
【札格拉布】市區觀光：擁有 105 公尺高的哥德式尖頂的札格里布大教堂，是克羅埃
西亞最大的一座宗教建築；教堂廣場立著金色的聖母瑪麗亞與四尊天使雕像，旁邊有
16 世紀初建立的大主教宅邸；續徒步經過建於 13 世紀的石門，過去是進入札格里布舊
城中心的主要入口；聖馬可教堂屋頂上童話故事般的馬賽克磁磚拼貼圖案，令人印象
深刻，國會大廈是上城最大的一棟建築物，三層樓的新古典主義建築緊緊立在聖馬可
廣場右側。
洛特爾薩克塔是一座四邊形的仿羅馬式高塔，每天正午時分開火鳴砲，作為全城居民
對時之用，這項措施持續了一百多年。而耶拉齊洽廣場是札格里布市區的地理中心，
廣場上立有一尊騎著駿馬、手揮軍刀的耶拉齊洽雕像；參觀屬於新巴洛克式殿堂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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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克羅埃西亞國家劇院，黃色的外觀在太陽的照射下顯得鮮豔而美麗，歌劇院前方是
以前南斯拉夫總統提托命名的提托廣場。續行車經過火車站前的托米斯拉夫廣場以及
建於 1898 年前南斯拉夫最早的藝術展覽館。特別安排您搭乘札格里布的藍色電車及參
觀被形容為「札格里布的肚臍」的朵拉茲市場，讓您體驗札格里布人日常生活的一切。
5★Westin Zagreb Hotel 或 5★Sheraton Zagreb Hotel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煎烤鱒魚風味餐
晚餐：克式牛排風味料理

第十一天 札格拉布－潘朵芙購物村 Parndorf Outlet～維也納 Vienna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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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朵夫購物中心 Pandorf Outlet】這是許多人來到歐洲，來到奧地利必經的一站。除了
絕佳的地理位置－離維也納（Vienna）僅 30 鐘車程，且購物城內有超過 140 個設計師
時尚品牌，如 Burberry、Coach、Furla、Hugo Boss……等，滿足了所有人的購物需求，
無論是名牌珠寶、鞋子或是購買家居用品與最流行的運動用品都應有盡有，最重要的
是，全年有都有三折起跳的超值折扣！更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歐盟外的旅客所購
買的商品都是「免稅」，對觀光客來說，這可說是最理想的購物天堂。對於 VIP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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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夫名牌購物城提供了豪華加長禮車接送服務。貴賓不但可以在咖啡廳或餐廳裡享
受這美好的氣氛，潘多夫名牌購物城還提供兒童遊樂區，置物區和休息室。於營業時
間內，潘多夫名牌購物城提供維也納－潘多夫名牌購物城之間的接駁車，維也納的上
車地點在歌劇院（State Opera）正門的對面，交通十分方便！
4★NH Vienna Airport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不耽誤您購物時間，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紅頂商人歡送晚宴

第十二天 維也納（華航直飛）/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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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整理行裝，在享用完早餐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
搭機飛返台北，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機上
早餐：飯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第十三天 桃園國際機場
行
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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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飛返桃園國際機場，品味了浪漫的歐洲之旅，整個活力也滿滿充電，一起規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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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旅程吧！
溫暖的家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