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誼帶你享受遊輪假期！

聯誼假期悉尼

情迷西歐4國 萊茵河遊輪15天

法蘭克福 | 科隆 | 贊丹 | 恩克赫曾 | 鹿特丹 | 阿納姆 | 因斯布魯克 |
威尼斯 | 佛羅倫薩 | 羅馬 | 比薩 | 米蘭 | 因斯布魯克 | 新天鵝堡 | 慕尼黑

Romantic Europe & Rhine River Cruise 15 Days

科隆當地參團含遊輪

2020年4月13日出發 Departs 13 April 2020

Depart from Cologne, Land only includes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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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人房/三人房 $

Twin/Triple Share

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2,999

起

單房差

$

1,350

Single Suppl.

德國荷蘭段搭乘內河遊輪︓無需忍受冗長車程 Tour Holland and Germany aboard 3 star river cruise; travel in comfort without long coach rides
荷蘭庫肯霍夫馳名鬱金花展︐徜徉全球最美花海 Visit World’s largest Floriade in Keukenhof
到訪意大利歷史文化名城︓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比薩︑米蘭 Tour Italy’s world famous cultural centres: Rome, Florence, Venice, Pisa and Milan
深度探訪意大利風情小鎮︓托斯卡納小鎮︑七彩五漁村 Experience Italy’s beautiful country towns: Toscana and Cinque Terre
打卡迪士尼童話城堡原型︓新天鵝堡 Check-in at Germany’s fairly-like castle: Schloss Neuschwanstein
萊茵河遊輪 Alemannia

萊茵河遊輪 Alemannia

佛羅倫薩 Florence

萊茵河遊輪 Alemannia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遊輪: 5晚3星萊茵河遊輪船票 (標準房︐含早+晚餐)
5 nights 3 star Rheine river cruise, standard room on Moselle Deck
(porthole), includes breakfast & dinner
酒店: 8晚3星酒店住宿 (含歐陸式早餐) 8 nights 3 star hotel with breakfast
導遊: 當地團上專業華語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on tour
交通: 機場接送+碼頭接送+旅遊巴士 Transfers & Coach transportation
! 報名時需繳付訂金$2000/人(不退訂)︐出發前3個月付全款︒付全款後取消不退款︒
Deposit of $2000/person (non-refund) due upon booking, balance due 3 month before
departure. Non-refundable if cancel after full payment.

五漁村 Cinque Terre

x

比薩 Pisa

團費不包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任何機票+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 (澳洲護照免簽︐中國護照需要辦理申根簽證) Visa fee: Visa free
for Australian passport, Schengen visa is required for Chinese passport
進城費和城市稅: €50/人 (團上支付)
City tax & tourism taxes: €50/person, pay on tour
小費: 團上小費€4/天 (*21 APR 2020當天威尼斯團額外支付€2)
Tippings €4/day (*Extra €2 on Venice tour on 21 APR 2020)
^自費項目 (自願): ^Optional admission, activities & tours
其他: 旅遊保險 (強烈建議)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因斯布魯克 Innsbruck

羅馬 Roma

鹿特丹 Rotterdam

法蘭克福 Frankfurt

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威尼斯 Venice

米蘭 Milan

科隆 Cologne

第1天 | 13 APR 抵達科隆 | Arrive Cologne

抵達CGN機場︐接機後送往科隆酒店︒Pick up and transfer to hotel.

第2-8天 | 14-19 APR 郵輪行程 | Cruise Itinerary
第2天 | 14 APR | 科隆碼頭登船 | 歡迎晚宴 | Cologne embarkation | D
中午時分送您前往碼頭登船︐享用熱湯和歡迎晚宴︐開啟萊茵河遊輪之旅︒
Transfer to cruise terminal to embark. Welcome dinner.
第3天 | 15 APR | 早︑晚餐 | 停靠贊丹-荷蘭 Docked at Zaandam, Netherlands | B, D

第7天 | 19 APR 科隆-德國離船 | 早餐 | Cologne Disembarkation | B

早餐後離船︒結束難忘的萊茵河遊輪之旅︒接船後送您前往酒店︐自由活動︒
Pick up from cruise port. Transfer to hotel. Free at the own leisure.

第8天 | 20 APR 法蘭克福 > 因戈爾施塔特 > 慕尼黑 > 因斯布魯克 | 早餐 |
Frankfurt > Ingolstadt > Munich > Innsbruck | B

前往因戈爾施塔特︐是著名的購物天堂︐停留1小時︒經慕尼黑往因斯布魯克︐
沿途欣賞巴伐利亞州迷人風景︒參觀【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19)】︐於水晶宮
殿中︐欣賞各式水晶工藝品和造型藝術品︒1. Swarovski Kristallwelten^(€19)

^可選自費岸上活動(船上訂) ^Optional Shore Excursion AUD (book onboard)

第9天 | 21 APR 因斯布魯克 > 威尼斯 | 早餐 | Innsbruck > Venice | B
前往水城威尼斯︒到訪恢弘的【聖馬可廣場】︐走過著名的【歎息橋】︐可乘【
貢多拉^(船票︓6人起︐€40/人︔黃金水道8-12人起︐€40/人)】徜徉運河和水
城深處︐聽熱情的船夫高歌︒遊船結束【品威尼斯馳名的墨魚汁意大利麵^(€25)】
︐可在【DFS名品】城中盡情購物︒【威尼斯上島遊^(船費€8/人)】︒威尼斯當
地導遊小費*(附加費︐€2必須付)︒1. Piazza San Marco, 2. Bridge of Sighs,
3. Gondola Ride^(fr. €40/person, 6-12 person per ride), 4. Venice
Meal^(€25). Extra tippings for Venice local guide*€2 (must pay)

第4天 | 16 APR | 早︑晚餐 | 停靠恩克赫曾-荷蘭 Docked at Enkhuizen, Netherlands | B, D

第10天 | 22 APR 威尼斯 > 佛羅倫薩 > 羅馬 | 早餐 |
Venice > Florence > Rome | B

€49
A. 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 City Tour and Canal Ride in Amsterdam
在水鄉運河上透過玻璃頂船欣賞阿姆斯特丹獨特的“紙牌屋”建築和美麗市景︒
€49
B. 庫肯霍夫花展半日遊 Keukenhof Garden half day tour
庫肯霍夫是世界規模最大的花卉公園︐这里每年種植700多萬棵鬱金香︐每
年四-五月乃花展季節︐成為色彩繽紛的花卉海洋︒
€39
C. 阿姆斯特丹運河夜遊 Grachten night tour in Amsterdam
夜晚的阿姆斯特丹一別白天悠閒的歐陸水鄉風情︐華燈初上盡顯其獨特魅力︒

^可選自費岸上活動(船上訂) ^Optional Shore Excursion AUD (book onboard)

A. 荷蘭風情風車美食半日遊 Windmills & delicacies half day tour
€49
風車對荷蘭經濟有著重大意義︐而荷蘭也被稱為“風車之國”︒荷蘭盛產芝士︑
啤酒︑糖漿華夫餅等美食︐不容錯過︒
第5天 | 17 APR | 早︑晚餐 | 停靠鹿特丹-荷蘭 Docked at Rotterdam, Netherlands | B, D

^可選自費岸上活動(船上訂) ^Optional Shore Excursion AUD (book onboard)

A. 鹿特丹代爾夫特半日遊 Rotterdam & Delft half day tour
€49
鹿特丹長期作為歐洲最大的海港︐是繁忙的經濟中心︒在這裡您將領略荷蘭
古典風情的風車村和充滿現代感的摩登城市︒代爾夫特則被稱為知識之城︐
同時也是有千年以上歷史的古城︒
€25
B. 多得雷赫特夜遊 Dordrecht night tour
多得雷赫特歷史上是重要的貿易港口︐這裡是繁盛的經濟中心︐也是荷蘭歷
史上獨立會議的舊址︒
第6天 | 18 APR | 早︑晚餐 | 停靠阿納姆-荷蘭 Docked at Arnheim, Netherlands | B, D

^可選自費岸上活動(船上訂) ^Optional Shore Excursion AUD (book onboard)

€25
A. 阿納姆半日遊 Arnhem City half day tour
阿納姆在二戰期間曾是具有豐富歷史的城市︐著名的阿納姆戰役就在此發生︒
您在這裡也能領略到美麗的自然風光︒

前往佛羅倫薩︐是文藝復興運動的發祥地︐參觀【聖母百花大教堂】︑露天雕
塑博物館【領主廣場】和阿爾諾河上的【舊橋】︒時至今日︐佛羅倫薩依然以
其藝術︑工藝︑時尚等領域卓越的成就聞名於世︒1. 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 2. Piazza della Signoria, 3. Ponte Vecchio.

第11天 | 23 APR 羅馬 > 托斯卡納小鎮 | 早餐 | Rome > Toscana | B

前往羅馬問君千遍不如見君一面的【古羅馬競技場】︑【君士坦丁凱旋門】︒步
行至【威尼斯廣場】打卡羅馬地標︒隨後前往【許願池】和【西班牙階梯】重
溫經典電影《羅馬假日》的浪漫橋段︒前往托斯卡納小鎮︒1. Colosseum,
2. Arco di Costantino, 3. Piazza Venezia, 4. Fontana di Trevi, 5. Spanish Steps

第12天 | 24 APR 托斯卡納> 比薩 > 五漁村 > 小鎮 | 早餐 |
Toscana > Pisa > Cinque Terre > Italian Town | B

前往比薩遊覽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古跡 - 大教堂廣場︓聞名的【比薩斜塔】︑【
大教堂】和【洗禮堂】︐白色大理石的建築物洋溢著明朗的氣息︒前往另一國
寶級名勝【五漁村^(火車票€16)】國家公園︐感受鄉村之美︒如安排乘坐羅馬
室內公共交通︐交通費^(約€6)︒1. Leaning Tower of Pisa, 2. Duomo of Pisa,
3. Baptistery of Pisa, 4. Cinque Terre^(train:€16), 5. If tak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Rome^(≈€6)

第13天 | 25 APR 意大利小鎮 > 米蘭 > 因斯布魯克 | 早餐 |
Italian Town > Milan > Innsbruck | B

前往素有世界時尚與設計之都之稱的米蘭︐時尚繁華的氣氛下︐仍保持著古典
氣息︒參觀【斯福爾扎城堡】和【艾瑪努埃爾二世拱廊橋】︐以及位於城市中
心的世界最大的哥特式建築【米蘭大教堂】︒
1. Sforzesco Castle, 2.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3. Duomo di Milano

第14天 | 26 APR 因斯布魯克 > 新天鵝堡 > 慕尼黑 > 法蘭克福 | 早餐 |
Innsbruck > Neuschwanstein > Munich > Frankfurt | B
荷蘭 Netherlands

阿姆斯特丹運河 Grachten Amsterdam

荷蘭
恩克赫曾
贊丹
阿納姆
科隆
鹿特丹

德國
法蘭克福
因戈爾施塔特
慕尼黑

奧地利

新天鵝堡

米蘭

因斯布魯克

五漁村

羅馬

前往德國【新天鵝堡(外觀)】︐親臨國王路德維希二世一生打造的童話夢境︒
1. Schloss Neuschwanstein (outside view)

第15天 | 27 APR 離開法蘭克福 | 早餐 | Depart Frankfurt | B
早餐後將送您前往法蘭克福機場︐飛回美好家園︒Transfer to the airport.
行程屬文字及圖片描述性質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不構成爭議性︒本公司所安排的服
務有權視實際情況(天氣︐航班原因︐原定酒店已滿及其他特殊或不可抗力因素)做出適當的
安排及調整︒如因個人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未能及時配合行程時間而產生的額外費用︐
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所有遊輪段岸上遊覽項目資料僅供
參考︐以船上最終報名時為準︒

您的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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