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出發日期: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

EEBK16
行程特點：
 羅馬尼亞:昔日鐵幕國家揭開的神秘面紗，參觀吸血殭屍古堡及壽西斯古宮。
 保加利亞:參觀古都維勒托洛禾及沙皇城堡，感受昔日的光輝。


北馬其頓:有「東歐小瑞士」之稱，山清水秀的自然國度，參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阿爾巴尼亞:神秘國度，鐵幕後喚醒之睡美人，尋求美麗的原始。
黑山共和國:昔日 1878 年柏林會議確認為第 27 個歐洲獨立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德蘭修女紀念館。







天數
1
2
3
4
5
6
7

於 1918 年失去主權，90 年後獲得全民意向及民主投票，重獲獨立主權於 2006 年 5 月
21 日前南斯拉夫內戰結束，歷年來再度成為歐美旅客的度假天堂，熱情擁抱這顆耀眼
的【巴爾幹半島的明珠】。
波斯尼亞:一個國度，三個民族，三種宗教，共冶一爐。帶您走進被戰火蹂躪後的國度，
踏上因戰爭而垮下再重建~聞名全球的 16 世紀舊橋。
克羅地亞:漫遊有「歐洲九寨溝」之稱的十六湖國家公園。
阿德里亞海沿岸:有中世紀情懷的度假天堂杜夫羅夫尼克。
斯洛文尼亞:包乘小火車進入歐洲最大觀光鐘乳洞之一「布斯當娜鐘乳洞」及前往觀賞歐洲十大景點之一「碧湖城堡」(包入場)。
塞爾維亞:位於多瑙河及沙華河交匯點，遺留下很多前南斯拉夫民族歷史文化。
行程安排
香港布加勒斯特
布加勒斯特~巴索夫
巴索夫~布加勒斯特
布加勒斯特~索菲亞
索菲亞~斯哥比亞
斯哥比亞~提拉那
提拉那~布德亞

8

布德亞~杜布羅夫尼亞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杜布羅夫尼亞~薩拉熱窩
薩拉熱窩~普萊維斯
普萊維斯~盧比安娜
盧比安娜~札格勒布
札格勒布~貝爾格萊德
貝爾格萊德
貝爾格萊德香港
香港

早餐

午餐

晚餐

城市

住宿酒店

備註 16



酒店
美式
或
自助
早餐


豐富午餐
豐富午餐
特色燒魚餐
豐富午餐
傳統特色餐

酒店晚餐
民族歌舞表演晚宴
酒店晚餐
酒店晚餐
酒店晚餐
酒店晚餐

燒魚+海鮮意粉

酒店晚餐

~
特色燒乳豬餐
豐富午餐
~
豐富午餐
豐富午餐

酒店晚餐
酒店晚餐
酒店晚餐
豐富晚餐
豐富晚餐
豐富晚餐

巴索夫(羅馬利亞)
布加勒斯特(羅馬利亞)
索菲亞(保加尼亞)
斯哥比亞(北馬其頓)
提拉那(阿爾巴利亞)
布德亞(黑山共和國)
杜布羅夫尼克/卡夫特克/
伯德古拉(克羅地亞)
薩拉熱窩(波斯尼亞)
普萊維斯(克羅地亞)
盧比安娜/碧湖區(斯洛文尼亞)
札格勒布(克羅地亞)

Ramada Brasov Hotel 或同級
Ramada Bucharest Parc Hotel 或同級
Princess Hotel 或同級
Holiday Inn 或同級
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Tara~Becici 或同級

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Holiday Inn 或同級

Valamar Hotel 或同級
Hotel Sarajevo 或同級
Jezero 或同級
Hotel Mons 或 City Hotel 或同級
Aristos 或同級




旅途愉快

*如不能安排入住行程單張上所述之城市酒店，則會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客人不得籍此要求退出或賠償。

乘坐德國漢莎航空或瑞士航空或土耳其航空或卡塔爾航空前往東歐，
回程可停留尾站或蘇黎世，卡塔爾航空不設停留
去程
回程

香港慕尼黑布加勒斯特
貝爾格萊德慕尼黑香港

LH731/1652
LH1729/730

回程

貝爾格萊德蘇黎世香港

LX1417/138

1440/1635 // 2245/1630+1

去程
回程

香港伊斯坦堡布加勒斯特
貝爾格萊德伊斯坦堡香港

TK71/1043
TK1084/70

2325/0545+1 // 0750 /0915
2020/2300 // 0055/1620

去程
回程

香港多哈貝爾格萊德
布加勒斯特多哈香港

QR817/231
QR222/818

1835/2305 // 0645/1115
1255/1750 // 0250+1/1605+1

時差

飛行時間(以小時計)
約 12.15/2.00 小時
約 1.35/11.05 小時

2350/0505+1 // 0915/1215
1705/1835 // 2230/1525+1

約 2.35/11.35 小時
7/8

約 12.55/1.30 小時
約 2.35/12.10 小時
約 9.00/5.30 小時
約 4.55/08.15 小時

*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一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因應航空公司之機位安排調動，頭/尾站有機會互相調動，而行程會按照航班之調動有所更改

*日程表內所列之自費活動，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

DAY 1
香港布加勒斯特(羅馬利亞)
Hong Kong  Bucharest (Romania)
各團友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並由本社駐機場職員代辦行李過磅及出境手續後，由專業領隊陪同，乘搭豪華客機經轉機前往羅馬利亞首都布格勒斯特。

DAY 2
布加勒斯特~巴索夫~市內觀光~吸血彊屍古堡“布朗堡”(包入場)~黑教堂~(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佩萊斯城堡)
Bucharest ~ Brasov~City Tour ~Bran Castle ~Black Church
巴索夫:是羅馬尼亞遊客較多的城市之一，於12世紀時由德國人建設，再加上羅馬尼亞與匈牙利人, 城市由3個民族而發展起來，因此建築物色彩特別濃厚，其中心廣場兩旁排列著巴羅克風格的建築和波西米亞
風格的戶外咖啡廳。
布朗堡: 傳說中的吸血鬼城堡, 19世紀愛爾蘭作家以布朗堡作背景, 寫了一本吸血鬼小說, 曾風靡一時。這裏原是匈牙利國王於1377 年開始興建的，用來抵禦土耳其人的侵略,其後逐漸成了集軍事、海關、行政
管理、司法於一物的政治中心。
黑教堂:是聞名全國的古建築, 在 14-15 世紀興建, 原屬羅馬天主教，供奉聖母, 具有哥德式建築風格。1689 年被焚毀，石牆被煙熏黑。重建後，外牆仍呈黑色，“黑教堂”由此得名。教堂內藏有一批古代東方壁
毯和建於 19 世紀下的大型管風琴，約 4000 根管弦, 這架管風琴至今仍可使用。
*如不能安排入住巴索夫(Brasov)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布格勒斯特(Bucharest)或波亞納巴索夫(Poiana Brașov)。

DAY 3
巴索夫~布加勒斯特~國會大廈(包入場~美譽~壽西斯古宮~即人民宮) ~
雅典娜音樂廳(外觀) ~勝利街~聯盟廣場~凱旋門(途經)~民族晚會
Brasov~Bucharest ~ House of the people (Parliamnet Palace)~City
Tour~Forklore Music
國會大廈:為全世界第二大的單一公用建築物，僅次於美國五角大樓,一共十二層，為建造這棟極盡奢華的建築,
舊城內五分之一地區被剷平，大量居民被迫搬遷。宮殿內部連天花板、牆壁、窗框都是黃金裝飾。支撐著宮殿的大柱是白、紅、黑、粉紅、
淺茶色的大理石，據說是從羅馬尼亞各地收集而來的。無所不用其極、極盡奢華的背後，更加禿顯出國民的飢餓、貧窮，僅有參加導覽團
才能夠參觀殿內。

凱旋門:紀念羅馬尼亞於 1918 年統一的凱旋門‧

國會大廈

DAY 4
布格勒斯特~(保加利亞)~維勒托洛禾~山城(曾是保加利亞首都)~沙皇城堡(包入場)~聖誕教堂~舊市集~索菲亞
Bucharest ~(Bulgaria )~Veliko Turnovo~Tsarevets Fortress~Church~Old Market~Sofia
維勒托洛禾山城: 12
聖誕教堂:

EEBK16

至 14 世紀曾是保加利亞首都的山城。建於甄達河谷西岸山崗，氣勢非凡。山城分成新城區、舊城區及三座山丘三個地區。

建於 17 世紀的聖誕教堂，內裡壁畫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品和歐洲一般教堂古典壁畫全然不同，令人嘆為觀止。

DAY 5
索非亞(現保加利亞首都)~亞歷山大紀念堂~索菲紀念碑~聖尼哥拉斯堂~國會大廈(外觀)~聖佐治教堂~議會大廈(外觀) ~里拉
~(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里拉修道院及博物館)~斯哥比亞(北馬其頓首都)
Sofia(Bulgaria) ~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City Tour~Rila~(Option: Rila Monastery & Museum) ~Skopje(Republic of
North Macedonia)
亞歷山大紀念堂：現已為索菲亞地標，為紀念協助保加利亞脫離土耳其而戰死的二十萬士兵而建的。
索菲亞紀念碑:

建於2001年,由青銅與黃銅打造而成，受當地人崇敬的地標，象徵的是保加利亞首都 - 索菲亞,金光閃閃的聖尼哥拉斯堂均列入著名景點內。

里拉修道院:

有興趣之團友可由領隊安排下自費前往修道院，坐落在索菲亞以南的山谷裡，是保加利亞著名的修道院，建於927 年，並於1469 年重建，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為保存保加利亞文化和語言。
立下赫赫功勞。博物館內裡有聖像畫及舊聖經等，這裡值得一看的是 19 世紀初所製作的「拉法埃洛的十字架」。

DAY 6
斯哥比亞~聖斯巴東正教堂(外觀)~古石橋(斯哥比亞標誌)~舊市集~德蘭修女紀念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
奧何維特(東歐小瑞士之美譽)~【聖克里蒙教堂~蘇菲亞教堂(外觀)】~
奧何維特
提拉那(阿爾巴利亞首都)
Skopje ~City Tour ~Memorial of Mother Teresas ~Old Bazaar ~Ohrid
~Tirana(Albania)
斯哥比亞:是北馬其頓共和國的首都。位於瓦爾達爾河上游，是北馬其頓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也是金屬處理、化學、木材、紡織、皮革及印
刷工業的中心。工業發展帶動了對內對外的貿易、以至銀行業的急速發展，也推動了文化及體育活動。在前南斯拉夫統治期間，斯哥比亞得以迅速發
展，並成為巴爾幹半島南部的主要的工業中心。1991 年南斯拉夫聯盟瓦解，成為了獨立後的北馬其頓首都。

聖索菲亞教堂:

從 11 世紀到 18 世紀一直是北馬其頓整個地區的大主教教堂，在 1035 至 1056 年間，當時的大主教利奧在捐助者的支持下，恢
復和重建了教堂。最初的教堂只布一個主要的圓頂，到 14 世紀進行了擴建，近三個世紀之後，在此期間由大主教格里戈里厄斯主持，建成現在的樣
子，它代表了北馬其頓十四世紀的現代文化建築的精髓, 見證千年的悠久歷史轉變,教堂內 11 至 14 世紀的以宗教題材為內容的壁畫風格獨特。

DAY 7
提拉那~(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羅查費堡)~國家歷史博物館(包入場)~大廣場~斯庫台~大教堂~布德亞(黑山共和國)
Tirana ~National Museum~Grand Place~Shkoder~ Cathedral~ Budva(Montenegro)
提拉那: 阿爾巴尼亞首都和第一大城, 位於國家中西部的伊什米河畔，人口約70萬, 也是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城市東部和北部為舊城區，大多是傳統特色的建築,新城區兩旁的林蔭大道上有典雅的意大利式
建築。阿爾巴尼亞國旗繪上有一隻黑色的雙頭雄鷹，沿自15 世紀抵抗奧斯曼帝國入侵的領袖斯坎德培 (Gjergj Kastriot Skanderbeg)的印章，所以雄鷹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育出象徵，故此阿爾巴尼亞也有山鷹之國
之稱。
斯庫台:位於阿爾巴利亞西北部斯庫台湖畔，是阿爾巴利亞重要商業與手工中心。斯庫台自古便是亞得里亞海岸重鎮，十四世紀是威尼斯共和國的一部份，受意大利影響很大，大部份居民都懂意大利語，亦是
阿爾巴利亞的天主教中心。

*如不能安排入住布德亞(Budva)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貝爾(BAR)或波多理察(Podgorica)或蒂瓦特(Tivat)。

DAY 8
布德亞~高塔爾古城~漫步古城~(舊回教鐘樓)~杜布羅夫尼克(阿德里亞海沿港)~長皇宮修道院~救世者教堂~鐘樓~
市中心廣場~古城牆(包入場-可欣賞古城全貌)~防禦城(可觀賞藍天碧海港口美景)
Budva ~Kotor~City Tour ~Dubrovnik~ City Tour ~Rector’s Palace ~Donminican Monastery ~ City Wall
高塔爾古城:黑山共和國國境，曾是威尼斯屬土的高塔爾古城。建於內海灣，被高山環繞著，只有一個入口，故被稱為「神秘小國」。城內建有11 世紀的聖特勒弗教堂、高大壯觀的教堂雙塔，而東正教聖尼
古拉斯教堂是古城地標，另外建於1602 年的鐘樓，它的前面三角體石柱，又叫"恥辱之柱"，這裏是古代處決罪犯的地方。
杜布羅夫尼克:

「亞得里亞海之珠」的美稱, 充滿度假氣氛之海岸古城，早於1979 年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近年因美劇「權力遊戲」而聲名大噪, 令世界各地的遊客紛紛前往。古城內的象牙白色小
屋，建有鮮橙色屋頂，仿似時光倒流至中世紀，沿路盡是建於13至16世紀的大教堂、宮殿、露天咖啡座、餐廳、手信店等。杜布羅夫尼克靠海，品嚐海鮮絕對是不二之選，此為遊客勝地，晚上的店舖依然燈火通
明。

鐘樓:

是杜布羅夫尼克古城最顯著的象徵地標之一。建於1444 年，上面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小銅人在整點的時候用小錘子敲鐘報時，被人們稱為杜布羅夫尼克的雙胞胎。

*如不能安排入住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或伯德古拉(Podgora)或卡夫特克(Cavtat)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涅姆(Neum)。

DAY 9
杜布羅夫尼克~(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莫斯塔爾)~薩拉熱窩(波斯尼亞和黑塞之首都)~
市內觀光~阿拉伯市場~老城區~國家圖書館(外觀)~拉丁橋(曾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在
地)~(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隧道博物館)
Dubrovnik ~Sarajevo ~(Bosnia)~City Tour ~Arabian Market ~Old Town
~Bascarsija~Latin Bridge

國家圖書館

薩拉熱窩:

波斯尼亞和黑塞之首都；有「歐洲的耶路撒冷」之稱,全因曾經歷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是歐洲少數可以同時看到天主教，東正
教，伊斯蘭教建築, 融合多種族文化及宗教, 獨特匯聚。1914 年，奧匈帝國皇儲ferdinand 到訪薩拉熱窩時，被塞爾維亞激進組織人士剌殺身亡，
奧匈帝國隨即向塞爾維亞宣戰，整個歐洲局勢立時變得動盪，基於各自的同盟關係，歐洲列強陸續舉起敵對旗幟，最後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火席捲整個歐洲及大東亞，影響可謂既遠且大。

拉丁橋：1914

年奧匈帝國王儲被弒地方，因而引發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深具歷史價值。

DAY 10
薩拉熱窩~普萊維斯(克羅地亞)~十六湖國家公園〈世界文化遺產〉
Sarajevo~ Plitvice (Croatia)~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十六湖國家公園:

在 1979 年被列入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山、水、森林彷若一體，是聞名歐洲的森林國家公園，可媲美四川的九寨溝。 一年四季擁有著不同景緻, 地形上高地落差，豐沛的水量在河谷
裡創造大小不一的瀑布奇觀, 景觀變化豐富, 美如仙景，讓世界各地的旅人絡繹不絕來參訪這世界奇景。隋後您可自由欣賞此地的自然風光，倘佯於這如夢幻卻自然且真實的情境中。

*如因特別情況下未能安排前往十六湖國家公園、行程將會取消，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團。
*如不能安排入住普萊維斯(Plitvice)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奧托查茨(Otočac)或格拉博瓦茲(Grabovac)。

EEBK16

DAY 11
普萊維斯~盧比安娜(斯洛文尼亞首都) ~布斯當娜鐘乳洞(乘小火車遊覽) ~漫步古城區~
(盧比安力卡河小橋、教堂、比莎連紀念碑、青龍橋)
Plitvice ~ Ljubljana (Slovenia) ~Postojna Cave~Old Town

青龍橋

斯洛文尼亞:

是一個位於中歐南部，比鄰阿爾卑斯山的小國。全稱斯洛文尼亞共和國，西鄰意大利，西南通往亞得里亞海，東部和南部被克羅埃西亞（克羅地
亞）包圍，東北有匈牙利，北接奧地利。斯洛文尼亞在 1991 年之前為前南斯拉夫的一個加盟共和國。1991 年 6 月 25 曰獲得獨立。在東歐經濟轉型國家當中人
均 GDP 名列第一，同時該國也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國之一。該國已於 2004 年 5 月 1 日參加歐盟，國家貨幣 tolar（斯洛維尼亞托拉爾）已加入 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歐洲貨幣匯率機制），即最終採納歐元。2007 年 1 月 1 日，斯洛文尼亞正式探用歐元。斯洛文尼亞人口 88%屬於斯洛文尼亞族，其他民族有克
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人，匈牙利人等。主要宗教為天主教、路德教、伊斯蘭教等。

布斯當娜鐘乳洞:

歐洲最大觀光鐘乳洞之一，已有 7 億年歷史。乘小火車進入鐘乳洞，沿泛燈照明的小徑參觀，鐘乳石嶙峋處處，在柔和的燈光襯托下，成

為一幕天然奇景。

*如因特別情況下未能安排前往布斯當娜鐘乳洞、行程將會取消，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團。
*如不能安排入住盧比安娜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布斯當娜(Postojna)或碧湖區(Lake Bled)或克拉尼(Kranj)。

DAY 12
盧比安娜~碧湖~碧湖城堡(包入場)(可鳥瞰碧湖風光)~札格勒布
Ljubljana ~Lake Bled~ Lake Bled Castle~Zagreb
碧湖:景色如畫的碧湖，團友登上城堡鳥瞰碧湖迷人風光。
*如不能安排入住札格勒布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聖內德爾賈(Sveta Nedelja)或大戈里察(Velika Gorica)或亞斯特雷巴斯科(Jastrebarsko)。

DAY 13
札格勒布(克羅地亞首都)~聖史提芬大教堂(又名聖母升天大教堂)~杜密斯拉夫廣場(紀念第一位克羅地亞皇)~國會大廈(途
經)~聖瑪可教堂(外觀)~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Zagreb ~ City Tour~Belgrade
克羅地亞: 位於東歐與南歐交界，1991 年宣佈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地形分三部分：西部和南部島嶼眾多，海岸線曲折, 中南部為高原和山地，東北部為平原, 人口約 439 萬, 首都為札格勒布 Zagreb。每年吸
引超過 1,000 萬旅客到訪,因為地理位置方便，氣候極佳，自然景色迷人,同時擁有優美古蹟,當中以杜布羅夫尼克古城及十六湖國家公園較為著名。

DAY 14
貝爾格萊德~(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參觀釀酒莊+皇朝教堂及博物館)~諾域鍚~
柏翠華勒丁城堡~市內觀光

柏翠華勒丁城堡

Belgrade~Novi Sad~Petrovaradin Fortress~City Tour

諾域鍚:此地享有「塞爾維亞雅典」的美譽，首先參觀自由廣場、市政廳及主教堂，繼而前往參觀建於 16 世紀之柏翠華勒丁城堡。

DAY 15
貝爾格萊德~市內觀光~卡里麥坦城堡~共和廣場~勝利柱~聖沙華教堂香港
Belgrade~ City Tour~ Belgrade Fortress ~Church of Saint Sava Hong Kong
貝爾格萊德:

塞爾維亞首都，位於塞爾維亞北部沙華河和多瑙河匯合處, 沙華河從市區穿過，將貝爾格萊德一分為二，分成右岸的老城區和左岸

的新城區。

貝爾格萊德市內觀光:

前往沙華河與多瑙河交匯處~卡里麥坦城堡，曾經被戰爭破壞，經過多次修建，現時遺留下塞爾維亞軍事歷史及各式軍事武器。及後途經共和廣場、勝利柱、聖沙華教堂，大教堂內
彩繪壁畫，充份表現藝術感，而小教堂外型雄偉，仿效伊斯坦堡之聖索菲亞教堂為藍本而建。

DAY 16
香港 Hong Kong
航機於是日下午安抵香港。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1.
2.

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客人，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客人可於本社購買旅遊保險或提供有效之保險證明，否則本公司將保留接受客人報名之權利。

3.
4.
5.

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全程合共港幣:16 天$2560，客人出發前可於本司各分行預先以信用卡或現金支付
有關此團之旅行團團費、稅項及服務費等費用，請參閱分行派發之價目資料表或網站。
a)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2000(適用於土耳其航空)，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
b)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1800(適用於瑞士航空)，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
c)卡塔爾航空不設停留。
d)請注意:卡塔爾航空不接受持 HKDI 之客人乘搭該公司所有航班。
凡當日報名參加澳紐、美國、地中海、南非、歐洲、印度之團隊及當日申請停留延期返港，如於出發前 14 天(通知日期及出發日期日不計算在內) ，不能按顧客意願取得停留機位，本公司會給予顧客退回團費及停留附加費; 若經本公司代辨簽証，
則須扣除簽証費及手續費。
另外，(1) 凡客人申請停留日子(並不在當日報名同日申請) 或
(2) 當本公司通知顧客不能按意願取得停留機位，而顧客亦願意繼續等候或接受另擇其他停留日子，但如兩者之日子均未能成功確認機位
(1)&(2)顧客必須接受隨團同日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如顧客於出發前 14 日內(通知日及出發日不計算在內) 報名再申請延期返港，若航空公司未能確認，顧客須跟團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歐洲各國為保護其歷史建築之原有風貌，而限制酒店經營規模，加上歐洲環保觀念甚重，至今歐洲仍有一些酒店並未裝設冷氣空調(寒冷地區則在冬季供應暖氣空調)，此乃常態敬請知悉！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 1 人、3 人、5 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所有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義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
如最終本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或當地個別酒店不設三人房，客人可選擇：
I )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入住單人房，本公司不會安排客人跟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
II)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如不願意繳付單人房附加費，須自動放棄半間房，即 3 人入住雙人房(以兩張單人床為主)，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 30 天內將完全未經使用及包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
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辦理全數退款，由有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酒店級數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行程單張上之景點或餐廳，如因特殊情況關閉或休息(節日或額滿)而未能前往，本公司會作特殊安排取代未能前往之景點或餐廳，如出發前得悉事件，會有專責同事個別通知已報名客人，客人不得藉詞退團。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行程內住宿酒店只供參考，將於肯定出發及總人數確定後才落實，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
本公司之團費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若遇外幣大幅浮動，本公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費用之權利，拒絕繳交者，其參團資格會被取消而所繳交費用並全數退還。
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向分行職員索取細則詳情，或請參閱收據背面責任細則。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通知旅客有關行程資料，一切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考之用。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
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經濟艙之機位級別(Class)滿額而須提升更高之團體經濟艙級別(Class)，客人須補回額外附加費$500 至$3000 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訂金每位港幣$4000，餘款必須於出發前 14 天繳清。逾期者訂金作廢，所繳付之訂金恕不發還，訂金不得轉予他人使用。
根據航空公司條例，如出發後自行放棄乘坐其中一段機位，往後的機段(機位)會自動取消。故此，客人如有以上更改，必須出發最少 15 天前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之團隊。
根據香港法例第 629 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便須使用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
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員要求下，須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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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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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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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更新日期: EEBK16(021219)EUA_NOV 取代 EEBK16(251119)EUA_NOV

《東歐》《巴爾幹半島》自費節目參考收費表

生效日期:2020 年 1 月 23 日起

*參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所有自費活動純屬介紹，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建議客人不可用該自費活動，作為報團之主因
城市
來回交通
接送

自費活動項目

來回交通接送 如行程中有自由活動，安排交通來回酒店及市中心

哈爾施塔特

潘朵芙購物村
維也納&
薩爾斯堡
【奧地利】

華爾茲
欣賞晚會

薩爾斯堡

遜布倫宮

活動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

－

哈爾施塔特四周被阿爾卑斯山環繞，是群山環抱的高山湖區。位於奧國
西部，非常接近德國邊境，堪稱歐洲大陸最古老城鎮之一。獲國民美譽
為「阿爾卑斯的珍珠」
，亦被聯合國列入文化遺產，及被《國家地理》 1 小時 30 分鐘
評為全球最美，甚至被其他國家倒模照抄。
(費用已包括來回接送)
奧地利與匈牙利邊境的” Parndorf Outlet 潘朵芙購物村”，
為奧地利境內較大購物村，來自 McArthur Glen Group 集團之一，
超過 170 家豪華設計名品匯集，包括 Armani，Burberry，Gucci，等等，
2 小時
購物村很大，分成好多個區塊，每一棟建築外牆色彩繽紛，
結構各異，好似走入童話世界一般。
(費用已包括來回接送)
晚上前往音樂會場，欣賞悠和悅耳的音樂及美
妙舞姿，若各團友興之所至，更可與舞伴翩翩 A 級=較前排坐的位置
起舞。<不包交通>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
「訂位費」)
B 級=中排坐位

1 小時 30 分鐘

費用(歐羅 EUR)

人數

成人價目

小童價目

不參加客人
之安排

EUR20 (19 人或以下)
EUR15 (20 人或以上)
(大小同價)

3 小時

EUR 60

45 分鐘

EUR25 (10-19 人)
EUR20 (20 人或以上)
(大小同價)

EUR 50

EUR 60-70
(大小同價)

30 分鐘

EUR 50-60
(大小同價)

薩爾斯堡是世界著名音樂家莫札特的故鄉，該城以風景優美見稱，巴洛
克式建築隨處可見，是全球音樂愛好者必到之地，電影「仙樂飄飄處處
聞」亦曾在此拍攝外景。*(包專車來回及中式午餐)
2 小時
3 小時 30 分鐘
(費用已包括來回接送)
(費用已包括當地導遊講解)
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最奢華的夏宮，內部裝修非常富麗堂煌，可見當時
這個皇朝的財富與力量。
1 小時 30 分鐘
30 分鐘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
「訂位費」「當地導遊講解」)

EUR 120
(大小同價)
EUR 60

EUR 50

(10-14 人)

(10-14 人)

EUR 40

EUR 35

(15 人或以上) (15 人或以上)

捷克船河
捷克船河+
自助餐
包飲品一杯
布拉格
【捷克】

卡羅維法利
溫泉區

乘船遊覽布拉格的伏爾塔瓦河畔，欣賞河邊兩岸迷人景色古建築處處，
在『查里四世大橋』上常有海鷗不停飛，傳說是為橋上著名的情侶們祝
福，也是著情侶拍拖勝地。
乘船遊覽布拉格的伏爾塔瓦河畔，在船上享用自助晚宴，欣賞河邊兩岸
迷人景色古建築處處，在『查里四世大橋』上常有海鷗不停飛，傳說是
為橋上著名的情侶們祝福，也是著情侶拍拖勝地。
卡羅維瓦利是捷克最著名、最大的溫泉療養地，也是風景區。泰普拉河
城而過，街道沿河興建，兩旁建築古色古香，洋溢著維多利亞時代風格。
當地最流行的休養方式是用溫泉，一邊在美麗的溫泉迴廊散步。
(費用已包括來回接送)

1 小時

30 分鐘

2 小時

30 分鐘

2 小時

EUR 20

15 人

EUR 20

EUR60 (10-14 人)
EUR45 (15 人或以上)
(大小同價)
EUR 60

EUR 45

(10-14 人)

(10-14 人)

EUR 45

EUR 30

2 小時
(15 人或以上) (15 人或以上)

伏爾他河 S 形的河灣，將古城分為城堡區、下游區及舊城區。舊城區
內之聖維塔教堂和市政廣場及清幽的散步路線，充滿中世紀古典優雅的

古姆洛夫古城 情調。

布達佩斯
【匈牙利】

希臘小村
(聖坦德)
多瑙河船河
包飲品一杯

布拉提斯娜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克拉科夫
【波蘭】

維利奇卡鹽礦

華高洛
【波蘭】

黑色聖母
修道院

(費用已包括來回接送)
羅馬帝國時期希臘人遷移至匈牙利，小村保留了良好 14 世紀風情及東
正教教堂，其民族文化和建築藝術，也可在匈牙利的希臘小村見到。或
到多瑙河曲欣賞美景，亦可買到便宜的手工藝品和土產品等。
(費用已包括來回接送)
布達佩斯有著名多瑙河明珠之稱，也是匈牙利的首都。乘觀光船暢遊於
多瑙河上，別有一番風味。
斯洛伐克於 1992 年在和平之下脫離捷克而獨立，首都位於布拉提斯
娜。斯國於二次大戰時未被嚴重破壞，因此境內仍保留大量典雅古老建
築物。
維利奇卡鹽礦設計猶如一個地底城市，既有地下湖泊、許願池、甚至
比足球場還要大的廣場；到處滿佈鹽岩雕刻，皇室宮廷生活、波蘭的
偉人音樂家、當年鹽礦工作的辛苦情況，都一一化成鹽雕。但最吸引
人的，還是極為堂皇的天主教堂。教堂自 1896 年建成以來，一直是礦
工們拜聚會之地，禮堂中的水晶吊燈，均由透明的岩鹽製成，兩面牆
壁盡是細緻壁畫，訴說一個個《聖經》故事；想不到身處幽暗的地下
世界，同樣能感受到教堂的莊嚴神聖。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
「訂位費」「當地導遊講解」)
17 世紀時據說因為令波蘭在瑞典入侵時期最終轉危為安，當時的國王
揚二世·卡西米爾在利沃夫為其加冕，封其為波蘭之母后和保護者。另
一個傳說指畫像拯救了自己所在的教堂免於火災，但並不能保護自己
被薰黑。因此此畫像在波蘭和烏克蘭（該國西部歷史上是波蘭的一部
分）極受敬禮。

1 小時 30 分鐘 3 小時 30 分鐘

EUR 40

EUR 30

1 小時

45 分鐘

EUR 20
(大小同價)

1 小時

30 分鐘

EUR 35(14 人或以下)
EUR 25(15 人或以上)
(大小同價)

1 小時

1 小時

EUR 30
(大小同價)

2 小時

45 分鐘

EUR 45

1 小時

1 小時
30 分鐘

EUR 30 (15 人或以上)
(大小同價)

EUR 35

於街頭拍照
或自由活動

*參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所有自費活動純屬介紹，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建議客人不可用該自費活動，作為報團之主因
城市

自費活動項目
薩克森‧
小瑞士

柏林
【德國】

佩嘉蒙博物館
查理檢查站
+柏林圍牆
博物館
德國博物館

里拉
里拉修道院及
【保加利亞】
博物館

錫納亞
【羅馬尼亞】

佩萊斯城堡

隧道博物館
薩拉熱窩
【波斯尼亞】
莫斯塔爾

奧蘭迪
【塞爾維亞】

參觀釀酒莊
+皇朝教堂及
博物館

諾域鍚
市內觀光+
【塞爾維亞】 柏翠華勒丁城堡

阿爾巴利亞

羅查費堡

斯洛文尼亞

拉多夫里查
威尼斯

意大利

慕拉諾島+
布拉諾島

羅維尼
克羅地亞
布澤特
布加勒斯特
【羅馬尼亞】

國民之館
(人民宮)

奧何維特
奧何維特船河
【北馬其頓】

活動時間 交通時間
(約)
(約)

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位於德國東部德累斯頓的東南面。它保護著易北
河在一億年間形成的易北河砂岩山脈大部分地區，面積達三萬六千公頃。風景
秀麗的易北河灣及小瑞士石林風景區，更能感受古時詩人和畫家所歌頌之情， 1 小時 30 分鐘
而近年攝影家亦喜來此捕大自然美景。 (費用已包括來回接送)

人數

費用(歐羅 EUR)
成人
小童
價目
價目

1 小時

EUR 40

EUR 35

1 小時 30 分鐘

30 分鐘

EUR 50

EUR 45

1 小時 30 分鐘

30 分鐘

EUR 40

EUR 35

1 小時 30 分鐘

30 分鐘

EUR 40

EUR 35

1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EUR 40

EUR 35

1 小時

1 小時 30
分鐘

EUR 40

EUR 35

45 分鐘

45 分鐘

EUR 20

EUR 20

1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30 分鐘

EUR 60

EUR 50

是塞爾維亞(Karadjordjevic)王朝的夏宮。今天是一個博物館，它具有這個
王朝的統治有關的展品。Karadijordjevic 的家族陵墓和聖喬治教堂，經過
多年建築設計。教堂的地穴包含 22 個王室成員的陵墓。亞歷山大王子和
國王亞歷山大也埋在這裡。葡萄和葡萄酒是這一地區的每個村莊的象徵。
特別安排參觀釀酒莊及品嚐佳釀。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
「訂位費」「當地導遊講解」)

2 小時

1 小時
30 分鐘

EUR 40

EUR 40

此地享有「塞爾維亞雅典」的美譽，首先參觀自由廣場、
市政廳及主教堂，繼而前往參觀建於 16 世紀之柏翠華勒丁城堡。

45 分鐘

1 小時

EUR 40

EUR 40

1 小時

1 小時

EUR 30

EUR 30

1 小時

1 小時

EUR 25

EUR 25

15 分鐘

30 分鐘

「佩嘉蒙博物館」位在柏林的博物館島上，館中收藏沉沒了二千多年的巴比侖
「佩加蒙祭壇」及過千件珍寶，巴比侖文明，能活生生地重見眼前，實在千載
難逢，百聞不如一見。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當地導遊講解」)
查理檢查站是個名聲遠播的塔樓，象徵著冷戰時期東西方的緊張關係。圍牆博
物館陳列了前東德人逃往西德時所用的一些巧妙裝置。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
個不起眼的地方竟然就是劃分世界東西方範圍的對抗點。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當地導遊講解」)
館中展出德國二千年來歷史圖片及展品、當中包括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的珍貴展品，千載難逢。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當地導遊講解」)
坐落在索菲亞以南的山谷裡，是保加利亞最著名的修道院，建於 927 年，並於
1469 年重建，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為保存保加利亞文化和語言立下赫赫功
勞。博物館內裡有聖像畫及舊聖經等，這裡最值得一看的是 19 世紀初所製作的
「拉法埃洛的十字架」。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當地導遊講解」)
昔日曾是羅馬尼亞國王的避暑勝地度假城堡－佩萊斯城堡，它是羅馬尼亞最美
的宮殿，白色的宮殿，高高的尖頂，深紅的窗櫺，巴羅克式雕塑，藏身於森林
間，像是個活脫脫地童話世界，這是德國王子卡爾一世的夏季離宮，亦被認為
是歐洲中最美麗的城堡之一。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當地導遊講解」)
92-95 年波斯尼亞的戰爭期間，塞以維亞軍將薩拉熱窩圍困，將城內斷水斷電斷
糧,波斯尼亞政府軍只能在機場的底部挖了一條隧道作為補給線，物資從克羅地
亞運入來，通過隧道入城，隧道的高度和寬度有 1.5 米，大约長度 800 米,當時
使用的時候，估計有 2 千萬噸食物進入了城市，並且 1 百萬人民通過它進出。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當地導遊講解」)
莫斯塔爾的古橋 屬世界歷史遺產；建於 16 世紀的拱形古橋把當時分隔河流兩
岸居住的天主教和穆斯林信徒連繫起來。而莫斯塔爾的舊城區則頗具土耳其色
彩，城內景點包括 Koski Mehmed Pasha 清真寺、土耳其樓及西班牙廣場等

羅查費堡:據說建於公元前四世紀，在公元後十四世紀再重建。傳說此城堡由三
兄弟建造，他們都是白天建造，但晚上就坍塌，多次修補仍不能完成。有巫師
預言，需要有活人埋入牆來作祭祀才可建成。於是三兄弟商量誰的妻子第 2 天
最先送飯的將成為祭品。事後大哥、二哥將此事情透露給自己的妻子只有三弟
的妻子 Rozafa 在第二天送飯上山，最後將她埋入牆內。城堡因 Rozafa 的犧牲而
建成，故以她的名字命名。(費用已包括「入場費」
「訂位費」
「當地導遊講解」)
Radovljica 的老鎮是斯洛文尼亞其中一個最保存良好的鎮結構在有 15 世紀和 16
世紀的房子。迷人的老城區以其位於自然海角頂端的
位置而聞名，擁有各種各樣的保護良好的建築以及博物館，畫廊。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訂位費」)

威尼斯「貢多拉』GONDOLA SERANADA> 乘坐威尼斯的傳統平底『貢
多拉』,曳搖於運行上 欣賞浪漫迷人的水都景色。(一艘以 6 人計算)

不參加客人之
安排

15 人

擁有 700 年歷史的玻璃產品生產地，玻璃工坊創造出的多彩威尼斯玻璃，魅力
無法擋。再轉乘船前往布拉諾島。島上有很多不同色彩房屋，顏色非常鮮艷，
1 小時
令人致置身於一個七彩世界中，當房子倒影於運河上，簡直如童話世界裡(費用
已包括來回接送)
羅維尼 Rovinj -羅維尼數年前因一輯相機廣告叫人眼前一亮的漁村小鎮，素有克
羅地亞威尼斯之稱，更連續七年獲選為「克羅地亞最美麗的城鎮」
。這裡岸邊停
滿船隻和海邊一排排的彩色樓房相互輝映;迷宮般的彎曲小巷與美麗的小廣場 1 小時 30 分鐘
相互銜接, 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白石板的地面被百年來人行的腳步磨得
光滑亮麗!
位於克羅地亞小鎮布澤特冠為"松露之城" 的美譽, 由松露獵人帶領下, 深入松
1 小時 30 分鐘
露藏身處,沿途獵犬用靈敏的嗅覺, 從地底掘出這顆珍寶。
羅馬尼亞最後一名共產領袖─壽西斯古，傾盡全國人力物力財力下令興建全世界
第二大的建築物，地面有 12 層，地底有 8 層，有過千大大小小房間。全部建築
1 小時
材料來自羅馬尼亞，包括一百萬磚大理石、3500 噸用作製作水晶燈的水晶、
200,000 平方米的地氈等。
歐洲最深和最古老的湖泊之一 ，面積為 358 平方公里，由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
1 小時
「共享」
，位於馬其頓的部分風景較為秀麗，也被聯合國評為世界文化遺產，乘
船以不同角度欣賞市內美景，別有一番風味。

6人

EUR30(大小同價)

20 人或以上

EUR45(大小同價)

15 至 19 人

EUR55(大小同價)

10 至 14 人

EUR70(大小同價)

1 小時

15 人

EUR35(大小同價)

1 小時

15 人

1 小時

30 分鐘

30 分鐘

EUR 70

於街頭拍照
或自由活動

EUR 60

15 人或以上

EUR45(大小同價)

10 至 14 人

EUR60(大小同價)

10 人

EUR35(大小同價)

註:1)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自費活動細則:
1. 為使團友能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領隊及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
2. 自費活動之收費按節目性質而訂，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券、司機的超時工作等，請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詢。
3.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年齡等)計算。
4. 各項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在參加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
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自費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5.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6. 如客人計劃參加此自費活動表以外之項目時，可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詢，領隊或當地導遊只提供資料供客人自行作出安排。
7.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
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8.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9. 如因天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 15 人(視乎情況而定)，又或非控制範圍內(包括遇到國慶日及公眾假期)行程會改期或取消。所有自費項目，須以安全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
領隊或當地導遊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
10. 以上價目表內之費用，只供參考，如有更改，均以當地收費為準。
更新日期:E-EURO-OPTION-LIST(23012020)EUA 取代 E-EURO-OPTION-LIST(141119)EUA

航空公司停留指南~東、北歐、西葡

生效日期:2019 年 5 月 20 日起

英國航空團隊（BA）
1.
2.
3.

4.

5.
6.

7.

.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 9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如客人延長機票有效期至 180 天，費用為$4500
停留附加費：(i)停留尾站歐洲城市及倫敦，需補附加費$2000 （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停留尾站歐洲城市及倫敦，需補附加費$2200 （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更改回程地點：(i)如更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需補附加費$2200，如更改回程尾站後，再欲停倫敦，需再補停留附加費$2000 及更改回程費$22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 如更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需補附加費$2400，如更改回程尾站後，再欲停倫敦，需再補停留附加費$2200 及更改回程費$24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英航特惠機票：倫敦至英國任何城市，每段收費為$20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倫敦至歐洲其它任何城市，每段收費為$20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購買特惠機票後再欲停留倫敦，需再補停留附加費$1800
如客人自備國際機票，若欲經本公司代訂有關團隊內陸機票，每段收費為$20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提前離港：(i)如客人提前離港（Early Departure），需補附加費$2000(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 如客人提前離港（Early Departure）
，需補附加費$2200(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i)尊貴世界旅遊者（World Traveller Plus）可乘坐尊貴世界旅遊者客位附加費為$90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尊貴世界旅遊者（World Traveller Plus）可乘坐尊貴世界旅遊者客位附加費為$96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尊貴世界旅遊者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i)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可乘坐商務客位，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可乘坐商務客位，附加費為$30000-$350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 23 公斤)

-----------------------------------------------------------------------------------------------------------------------------------------

德國漢莎航空團隊（LH）
1.
2.
3.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1500；如停留法蘭克福或慕尼黑，停留附加費為$25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法蘭克福或慕尼黑/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俄羅斯航空團隊（SU）
1.

不設停留。

2.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
(i)提升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5000-$35000（只適用於香港/莫斯科/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3.

舒適艙客位(Comfort Class)：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500-$7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i)提升坐舒適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6000-$10000（只適用於香港/莫斯科/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

奧地利航空團隊（OS）
1.
2.
3.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15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如停留維也納，停留附加費為$25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維也納/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瑞士航空團隊（LX）
1.
2.
3.
4.
5.
6.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附加費為$1800 ; 如停留蘇黎世，停留附加費為$28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欲停留尾站後再停留蘇黎世，停留附加費為$28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更改回程地點：如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需補更改回程附加費為$1500及停留附加費$15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瑞航特惠機票：蘇黎世至歐洲其它任何城市，每段收費為$17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蘇黎世/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 20 公斤)

-----------------------------------------------------------------------------------------------------------------------------------------

法國航空團隊（AF）
1.
2.
3.
4.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或巴黎，附加費為$15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20公斤)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巴黎/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芬蘭航空團隊（AY）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附加費為$2100，停留赫爾辛基附加費為$28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芬航特惠機票：赫爾辛基前往歐洲任何城市，每段收費為$20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5000（只適用於香港/赫爾辛基/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 20 公斤)

1.
2.
3.
4.
5.

-----------------------------------------------------------------------------------------------------------------------------------------

阿聯酋航空團隊（EK）
1.
2.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45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1500，另需補回當地場機稅及燃油附加費

-----------------------------------------------------------------------------------------------------------------------------------------

卡搭爾航空團隊（QR）
1.

不設停留。

-----------------------------------------------------------------------------------------------------------------------------------------

土耳其航空團隊（TK）
1.
2.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 6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或伊斯坦堡，需補附加費$20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荷蘭皇家航空團隊（KL）
1
2
3
4.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或阿姆斯特丹，附加費為$15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20公斤)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阿姆斯特丹/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北歐航空團隊（SK）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或哥本哈根，停留附加費為$2000，另需補回當地場機稅及燃油附加費
SAS PLUS(Premium Class)：改乘坐 SAS PLUS 客位，附加費為$5000（只適用於香港/哥本哈根/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18000（只適用於香港/哥本哈根/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1.
2.
3.
4.

-----------------------------------------------------------------------------------------------------------------------------------------

中國國際航空（CA）
1.
2.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1500，另需補回當地場機稅及燃油附加費;如停留尾站後，再欲停留北京，需補停留附加費$1500及停留北京附加費$1500。(未包括
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備註
1.
2.
3.
4.
5.
6.
7.

以上一切資料以報名時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上述費用只適用隨團出發之客人。如自備國際機票之客人則不適用。
停留機位之回程日子須於出發前訂妥，如機位已確定不能再作任何更改。
如更改回程尾站，客人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該回程地點
停留機位及商務客位確定與否，則視乎航空公司安排。停留機位及商務客位在出發前一經確認，不能再作更改，
但如未能確認，團友便須跟團返港，團員不得藉故反對及退出，而其已繳付之停留及升級費用將獲退回。如堅持退出者其已繳付之款項將不獲退還。
根據航空公司條例，如出發後自行放棄乘坐其中一段機位，往後的機段(機位)會自動取消。故此，客人如有以上更改，必須出發最少 15 天前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機位級別(class)，代訂特惠機票或提升團體商務客位級別滿額而須提升更高級別，客人須補回額外附加費$500 至$3000 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更新日期: E-EUROPE-PRICELIST(200519)EUA 取代 E-EUROPE-PRICELIST(251018)EUA

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一)報名手續及繳款方法:
(1) 旅客須出示有效的旅遊證件及身份證明文件。旅遊證件有效期須超過六個月，以團
隊回程日期起計。因證件失效未能出入境而引致之一切損失，須由旅客自行承擔。
(2) 訂金收費:
平日(每位)
旺季(每位)
線路
本港遊
全費
全費
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300
HK$500
中國及東南亞
HK$1,000
HK$2,000
HK$2,000
HK$4,000
郵輪(東南亞)
長線及長線郵輪
HK$4,000
HK$6,000
長線包括以下國家及地區：歐洲、澳紐、美加、地中海、俄羅斯、非洲、南美洲、
高加索、馬爾代夫、不丹、中東、印度等。
**旺季時段以本公司公佈為準。
**個別線路之訂金或有所不同，以報名時公佈的金額為準。
(3) 旅行團餘款須於出發前 10 天繳清，長線旅行團餘款則須於 15 天前繳清；如加班團及
旺季時段則須於出發前 21 天繳清; 郵輪團餘款則須於出發前 120 天前繳清，逾期者
訂金作廢，所繳付之訂金恕不發還，訂金不得轉予他人或其他旅行團使用。
(4) 支票必須為香港之銀行發出，並要劃線及抬頭請註明“Miramar Travel Limited”或
“美麗華旅遊有限公司”，並須於 10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而長線旅行團則須
於 15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
(5) 鑑於外幣浮動、燃油漲價、稅項調整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
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
(6) 燃油附加費、稅項或其他徵收服務費，以出票當日航空公司或相關機構之最後公佈 為
準，本公司將向客人退回多收之差額，或向顧客追回因外幣浮動而增加之差額費用，
並須於出發前繳付。(全包價之旅行團產品除外)。
(7) 全包價旅行團產品已包括：團費、燃油附加費、稅項、其他徵收費用服務費及隨團工
作人員服務費，若有關費用有任何調整，包括上升或下調，本公司將不會追收或退回
有關款項。
(8) 本公司不會接受未滿 16 歲的人士，在未有成人陪同下參加本公司的旅行團。未有成
人陪同而年齡介乎 16 至 18 歲之間的旅客，必須與父/母/合法監護人到分行辦理報團
手續，並填妥「18 歲以下人士參團同意書」及提交參團者出世紙副本及其父、母或合
法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
(9)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與客人的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
考之用。
(10) 報名時必須提供緊急聯絡人的姓名以及有效的電話號碼，否則本社不會接受報名，
敬請見諒。
(11)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二)

團費內容:
包括:
(1) 機票 – 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不適用於提供經濟客位以外之團種)。
(2) 住宿 – 行程表所列或同級酒店，並以 2 人共用 1 房為原則。如閣下報名時人數為單數
而無法與其他團友共用 1 雙人房間，本公司有權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3) 交通工具 – 如行程表所列。
(4) 膳食 – 如行程表所列。
(5) 遊覽節目 – 如行程表所列。
(6) 行李 – 每人寄艙行李 1 件及手提行李 1 件。重量及體積以海、陸、空之交通供應商
之規定作準。
不包括:
(1) 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申請旅遊證件、各國入境簽證及針痘紙費用。
(3) 個人旅遊保險(TIC 建議旅客出發前應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如有需有，本公司可代為
辦理。)
(4) 各國機場稅、海關課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及行李超重等費用。
(5) 行程表以外之觀光節目及自費項目。
(6) 一切私人性質的費用，如洗衣、電話、電子通訊、汽水、酒類、醫療、酒店服務員之
服務費等。
(7) 行程內於當地餐廳用膳期間的飲品或飲用水。
(8) 延期逗留者住宿或機場之接送費用、更改機票手續費、單人房附加費、提升機位等級
或其他相關之費用。
(9) 因罷工、颱風、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交通延誤、旅客私人理由及一切突發情況所引
致之額外費用。
(10) 付予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司機、郵輪上服務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費。旅客須
於旅遊當地或郵輪上繳付有關服務費。
服務內容如下:
與航空公司、酒店、車公司或地接社代表接洽，落實旅行團之一切膳食、住宿、交通
及活動安排。集合團友、確保機位、協助旅客辦理過關、登機及領取行李手續。辦理
酒店入住及退房手續、分配酒店房間、喚醒提示。介紹當地風土人情等。
(11) 旅行團服務費的金額已詳列於行程表及旅客須知，請細閱有關內容。如旅客對隨團領
隊、當地導遊、司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表示滿意，亦可給予額外的服務費，以
示獎勵。

(三) 旅遊證件及簽證須知:
(1) 旅遊證件有效期必須超過六個月 (以回港日期計算)。
(2) 回鄉証有效期以回程出境日期計算。
(3) 旅行團途經中國或澳門，小童（11 歲或以下），須連同有效旅遊証件或回港證出發。
(4) 如需代辦簽証，旅客須於報名表列明的指定日期內繳交旅遊證件，相片及所需文件，
逾期責任自負。
(5) 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不能如期出發或需改往其他地方，若證件已經
由本公司遞交領事館辦理，簽證費及手續費恕不發還。
(四)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本公司有權因參加人數不足、機位、交通問題、住宿安排等情況，在出發前 7 天取消
旅行團;長線則在出發前 14 天取消旅行團(中國廣東省內線及本港遊之旅行團則可於出
發前 1 天取消)，不包括通知日及出發日。在此情況下，除簽證費及手續費外，本公司
會全數退回旅客所繳交之費用。
(2) 報名後，若旅客因任何理由而取消訂位或更改出發地點、日期或旅客姓名等，一律視
作取消訂位論。本公司會根據下列方法扣除有關費用(以下費用按每人每次計算):
旅行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郵輪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轉名、轉團、取消、退團或取消

30 天以上
91 天以上
扣除全數訂金
15 天-29 天
61 天至 9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50%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8 天-14 天
31 天至 6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75%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7 天內
30 天內
扣除全數已繳付之費用
農曆新年、復活節、聖誕節、暑假等旺季期間及加班團，一經報名，均不能更改或取
消，否則，其所有已繳付之費用將被扣除。
(3) 如改期或轉團後之新團費與原本團費有差異，旅客須補回差額。
(4) 旅客須攜同收據正本，親身到分行辦理取消訂位或更改資料的手續，電話及電郵通知
恕不受理。

(5)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宿等)，當作自動
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所繳費用一概不會獲發還。

(五)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
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
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旅客可選擇保留團費六個月或支付下列手續費、退票費後退回團費
團種

手續費(每位)

本港遊及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旅行團(日本除外)
日本線旅行團
長線旅行團
郵輪團

5 天或以下
6 天或以上

HK$50
HK$300
HK$500
HK$500
HK$1000
HK$1000 或按郵輪公司公佈(以較高者為準)

退票費
退票費: 如旅行團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交通服務供應商堅持徵收退票費，旅行社為
客人安排退款時，可向客人收取退票費的實際金額
*如旅行團跨省或跨國，手續費按較高或最高一地計算
*『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佈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
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
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
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
(六)

免責條款：
(1) 旅行團所採用為團體交通票，旅客必須跟團往返。旅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
程，餘下之費用概不發還，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及其委託之機構無
關。如旅客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趕上預先安排的交通或住宿、間接或直接之費用或損
失，客人需自行承担。
(2) 如旅客在出發前要求自行出發、個別返港，本公司定當樂意協助，條款請參閱其報名
出發的行程表。但交通安排不論確定與否，則視乎交通供應商之最終決定，間接或直
接之費用或損失，客人需自行承担，本公司概不負責。
(3)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車票、住宿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
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一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4) 如遇本公司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如交通延誤、天災、戰爭、政治動盪、天氣惡劣、颱
風、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工業行動影響、證件遺失、罷工等，必須將行程更改，
或取消任何一項旅遊節目，而所引致之額外支出或損失，必需由旅客自行承擔及支付。
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要求退還或賠償未完成行程之費用。
(5) 即使旅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或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仍遭當值之移民局海關人員拒
絕入境，其責任與本公司無關，而餘下之旅程費用亦將不獲發還。一切因此而引起的
額外費用，如交通、住宿安排等須由旅客自行承擔，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6) 在特殊情況下，本公司有權在啓程前或出發後取消或替換任何一項旅遊項目、亦有權
縮短或延長行程。在此情況下，費用將酌情增減，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7) 如郵輪航行中，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
船公司或本公司不會作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8)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行
程之項目，並不會因此而作出補償，各參加者不得異議。
(9) 登船地點及郵輪停泊港口如有更改，一切以郵輪公司安排為準。
(10) 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住宿、膳食點、旅遊觀光點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
司擁有、管理或操作。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或代上述服務機構簽發
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服務機構預先擬定的規則
條款簽發。旅客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根據當地法律
向擁有、管理或操作有關交通工具、住宿、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
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旅客可向本公司查詢有關服務機構之資料。
(11) 如客人遇上突發情況或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團隊的行程，本公司須考慮當時環境及
情況，並顧及其他團員的安全與利益等因素下，方決定領隊 / 導遊是否陪同該客人逗
留當地並予以協助，客人不得異議及藉此要求賠償。此外，在客人出現突發情況下或
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旅行團的行程，餘下未有使用的景點觀光、行程、酒店住宿、
餐飲、交通及航班安排等，一切由客人承擔，本公司不會作任何退款或賠償，另如客
人需要本公司職員於途中或完團後提供協助，當中衍生之額外開支，一切由客人承擔。
(12) 旅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嚴禁攜帶違禁品，違例者須自行負上一切責任。
(13) 所有住宿根據行程安排，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並給予同等級之住宿。
(14) 如遇人數不足 15 人或旅行控制範圍以外之特殊情況，本公司有權不派隨團領隊出發或
取消團隊。
(15)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16) 任何旅客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或在行動，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
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領隊有權視乎具體情況取消其隨團資格並無須發還任何費
用，而受該旅客監護之 18 歲以下同行旅客亦須一併離團，其離團後之一切活動，一概
與本公司無關。
(17)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
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 http://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下，顧客決定
不離港外遊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代旅行團。

(七) 旅客參與行程中活動及自費項目注意事項:
(1)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
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及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
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
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自行決定是否參加，不可單靠第
三者的意見及推介。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
財物損失等。
(2)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
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3)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4)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
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
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
不會負責。
(八) 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1)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旅行團收據上有 0.15%印花費，為旅客提供保障。
(2) 『旅遊業議會基金』為顧客因旅遊業議會會員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隨團旅遊，可申
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3)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弄至傷亡之團員，提供
經濟援助。
(4) 深圳集散 1 天團，並不列入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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