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旅  假  期 

潇 洒 走 天 下   中 旅 伴 你 行 

英国、东欧、中欧二十五天  
英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 

第一天 7月5日 奥克兰 - 转机 - 伦敦  

今日由奥克兰国 际机场搭乘 航班转机前 往英国首都 伦敦。  

第二天 7月6日 抵达伦敦  

抵达伦敦，专车 送往酒店休 息。  

第三天 7月7日 伦敦 - 99km - 剑桥 - 250km - 约克 

今天前往闻名 全世界的大 学城-剑桥， 悠闲地漫步 在各具特 色、各拥风 格的学院 间：国王学 院和三一 学

院； 接着循着徐志 摩的足迹， 体验剑桥撑 篙游船，撑 一根长篙泛 舟于诗意的 剑河上。  

浏览景点：国王 学院、三一 学院、剑河 、剑桥大学 街区等。  

趋车前往约 克郡首 府-约克；  首先前 往约克 旧城区， 造访这 座拥有中 古纪至 乔治王 时代等历 史瑰宝 的

城市，参观 宏伟的 约克大教 堂，其完 整保存 的中古 街道建筑 ，展现 出约克怀 旧古朴 的一面， 可轻松 自

在地体验独特的 中世纪风情 ；浏览景点 ：约克大教 堂、中古街 道建筑等。  

含：巴士、酒店 、早午餐。  

注：可自费乘坐 剑河游船，15英镑 每人。  

第四天 7月8日 约克 - 325km - 爱丁堡 

早上出发， 驱车前 往爱丁堡 。首先参 观矗立 于嶙峋 花岗岩上 的爱丁 堡城堡， 城堡里 小巧的玛 格丽特 礼

拜堂，宫殿 里有不少 苏格兰 宝物； 之后沿着 中古石 铺大道皇 家哩路， 前往女 王在苏 格兰的官 邸圣路 德

皇宫；随后前往 绿意盎然的 王子街公园 ，其北侧的 王子街名店 林立，是购 物的好去处 。  

浏览景点：玛格 丽特礼拜堂 、圣路德皇 宫、王子街 公园等。  

含：巴士、酒店 、早晚餐、 含景点：爱 丁堡城堡。  

第五天 7月9日 爱丁堡 - 388km - 切斯特 

上午继续参观爱 丁堡市区  

下午前往 位于威尔 斯北方， 原为罗 马要塞 的切斯特 ，至今 仍有完整 的城墙 环绕，到 城墙上 走一回， 独

具一格的镶木建 筑柔思商店 街。  

含：巴士、酒店 、早午餐  

第六天 7月10 日 切斯特 - 183km -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 - 85km - 巴斯  

早上前往位于 亚芳河畔、 英国伟大 的剧作家莎 士比亚的 出生地-斯特拉 特福德， 小镇内有许 多与莎翁 有

关的建筑包括： 莎士比亚故 居、莎士比 亚妻子故居 安妮之家、 皇家莎士比 亚剧院等。  

浏览景点：莎士 比亚故居、 皇家莎士比 亚剧院等。  

注：莎士比亚故 居参观16英镑/每人  

巴斯是英国唯一 的温泉胜地 ，有罗马式 浴室，（现 在被修建成 一流的博物 馆）城市里 弥漫着独特 的慵

懒气息，使得巴 斯在18世纪深受英 国上流社会 的欢迎。因 此，这座被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

的城市是游客们 的必访之地 。  

巴斯的城市建筑 有着极为重 要的的地位 ，乔治时代 的别致阳台 ，华丽的房 屋外形设计 以及色彩迷 人的

各式建筑耸立在 宽敞的街道 两旁，吸引 成群的游客 前来观赏。 含：巴士、 酒店、早餐 。 

第七天 7月11日 巴斯 - 90km - 比斯特 - 21km - 牛津 

早上前往聚集上 百个知名品 牌的比斯特 折扣城Ou tlet，尽享购 物之乐。傍 晚回到伦敦  

含：巴士、酒店 、早晚餐。  

第八天 7月12日 牛津- 45km - 温莎 - 39km - 伦敦 

早上前往最古 老的大学城-牛 津，基督 教会学院是 牛津大学 最大的学院 ，摩顿学 院是牛津大 学的第一 个

学院，古老的卡 法斯塔周围 是牛津最热 闹的行人徒 步区。  

浏览景点：基督 教会学院、 摩顿学院等 。  

前往温莎 小镇，位 于此镇的 温莎古 堡是世 界上最大 城堡之 一，时至 今日，英 国女皇 和皇室成 员们仍 喜

爱在夏天及其他 的周末假日 到此小住。  

含：巴士、酒店 、早晚餐、 含景点：温 莎城堡。 

第九天 7月13日 伦敦  

今天特别安排搭 乘泰晤世河 畔的千禧地 标伦敦眼； 随 后安排搭乘 泰晤士河游 船； 接着前 往著名的伦 敦

塔和位于伦敦塔 旁的伦敦塔 桥； 午后前往 汇集世界文 明遗迹的艺 术殿堂大英 博物馆。  

浏览景点：伦敦 眼、国会大 厦、大本钟 、泰晤士河 、伦敦塔、 伦敦塔桥、 唐人街等。  

含：巴士、酒店 、早午晚餐 、含景点： 大英博物馆  

第十天 7月14日 伦敦 - 1469km - 维也纳 

伦敦自由参观。 直至专车送 往机场搭乘 航班前往奥 地利首都维 也纳。导游 接机后专车 送往酒店休 息。  

含：巴士、酒店 、早晚餐  

第十一天 7月15日 维也纳  

维也纳这座 城市环 境优美， 景致诱人 ，每一 个角落都 能感受 到其昔日 辉煌的 历史和 君王统治 时期留 存

的遗韵，被 誉为“多 瑙河的女 神”。参 观贝多芬 广场，举 世闻名 的文艺复 兴式建筑 ——欧洲 三大歌 剧

院之一的 维也纳国 家歌剧 院，莫扎 特纪念像 ，英雄 广场等， 还可在维 也纳商 业街选 购古典音 乐作品 。

有兴趣的话，可 欣赏一场 当地特色的 音乐晚会， 定会令您 体会到真正 的奥地利音 乐风情。 游览景点 ：

市政厅、国 会大厦、 城堡剧 院、皇宫 、斯蒂 芬妮大 教堂等。 含：巴 士、酒店 、早午 晚餐、景 点：美 泉

宫（自由 参观。未 含官导150欧 元）。注 ：晚 上可自 费欣 赏音乐会 ，45-65欧每人，未 含返 回酒店 交

通费。  

第十二天 7月16日 维也纳  

全天音乐之声之 路参观，重 温电影《音 乐之声》的 魅力。  

注：萨尔斯堡城 堡门票8欧/人  

含：巴士、酒店 、早晚餐  

出发日期: 2017年7月5日 确定出团 
成人价格: NZD10999/位(双人房) 
儿童价格：NZD10499/位(与一位成人合住占床，限12岁以下) 



  奥克兰总店       中区大华店       Mt. Albert店   Northcote店   Meadowland店 East Tamaki店  Highland Park店     Albany分店       基督城店              惠灵顿店    

09-3751717     09-6386888     09-8456679    09-4185188      09-5352809      09-2651888      09-5358588         09-4185188    03-36546396    04-4999668  

详细行程及价格 
第十三天 7月17日 萨尔斯堡 - 72km –哈尔施塔特 – 38km -  圣沃尔冈 
哈尔施塔特，说它是欧洲最美甚至世界最美的湖畔小镇之一，恐怕也不为过吧。哈尔施塔特具有
悠久的历史。从中欧到西欧的史前，有一段被称为“哈尔施塔特时代“的时期。公元前
1000－500年，克里特民族寻求藏在哈尔施塔特深山中的丰富盐矿而搬到了这里，并留下了他们
的文化。因此，哈尔施塔特，达赫施泰因山还有萨尔茨卡默古特的文化景观在1997年被列入了世

界文化遗产。 
来到圣沃夫冈小镇，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湖光山色，仙境妖娆如人间天堂。小屋玲珑如儿时玩
家家搭的积木房子。 
含：巴士、酒店、早午餐（特色餐-深湖烤鱼餐） 
第十四天 7月18日 圣沃尔冈- 279km –菲拉赫- 98km -卢布尔雅那 
菲拉赫(Villavh)是位于奥地利南部克恩顿州的第二大城市，并且是奥地利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

纽，与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比邻。 
斯洛维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前往旧城区，造访巴洛克式建筑的市政广场、十七世纪的罗巴喷
泉、造型独特的三重桥、绿顶双塔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以及红色的圣芳济教堂，热闹的传统市
集都让人流连忘返。 
含：巴士、酒店、早午餐 
第十五日 7月19日 卢布尔雅那- 143km –萨格勒布 
来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从地势较高的卡普托区大教堂开始展开市区观光，穿过露天市集

来到由圣母玛莉亚守护着的石门，里头供奉着一幅圣母子画像，穿过石门后，即可抵达闻名的圣
马可教堂。 
含：巴士、酒店、早餐 
第十六日 7月20日 萨格勒布 – 192km- 赫维兹 
今天来到欧洲最大的温泉湖，在这里只需要放松身心，全天享受温泉的美妙！ 
含：巴士、酒店、温泉、早晚餐 

第十七天 7月21日 巴拉顿湖 - 135km - 布达佩斯  
上午可继续泡温泉或自由活动。 
中午前往欧洲第三大湖。巴拉顿之所以是整个中东欧最受喜爱的旅游胜地之一，因为该地区很少
有地方拥有如此品种繁多的休闲、娱乐、狂欢活动，还有使人们可以为自己充电甚至丰富阅历的
可能性。尽情发挥您的想象吧，在这个湖岸线长度为74公里的淡水湖上亦或湖边客人们能做些什
么，只要您能想到的在巴拉顿都可以实现！之后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含：巴士、酒店、早晚餐。 

第十八天 7月22日 布达佩斯 
全天布达佩斯参观：让我们从布达城堡开始吧，它相当于匈牙利的故宫。这座比故宫晚150年、
大约于公元750年建成的城堡几个世纪以来已历经多次改建，直到形成了现在的样子。这里主要
景点有玛伽什教堂、渔人堡，从此处可观赏到佩斯的绝世美景，以及现在成为国家美术馆和国家
图书馆的皇宫。我们建议您不要仅满足于必看的景点，花上半个小时在那些小巧精致的鹅卵石街
巷中走一走，在托斯阿尔巴德大街坐坐，或在一家咖啡厅中休憩片刻。 

散步于首都第一座桥链子桥也是件很惬意的事，它是于184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至今已有160
多年的历史，很多人认为它是布达佩斯最美的桥。归功于英国建筑师的巧妙设计，全世界运用此
技术建成的桥梁只有两座：一座在布达佩斯，另一座在英国。 
景点：国会大厦、布达城堡、赛切尼链子桥、马伽什教堂、布达佩斯中央广场等。 
含：巴士、酒店、早午餐、景点门票：渔人堡。注：可自费欣赏匈牙利民族舞表演及乘坐多瑙河
游轮及晚餐，参考价格45欧元每人，未含返回酒店的交通费。 
第十九天 7月23日 布达佩斯 - 200km - 布拉迪斯拉发 

早上出发前往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来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首先前往富丽堂
皇的国家剧院、美丽的圣马丁教堂，接着穿越古色古香的米榭尔门，前往旧城区中心的总统府广
场，一旁融合哥德与巴洛克风格的旧市政厅吸引众人的目光。含：巴士、酒店、早午晚餐，含景
点：布拉迪斯拉发城堡。注：犹太文化博物馆7欧/人 
第二十天 7月24日 布拉迪斯拉发 - 279km - 克鲁姆洛夫 
早上出发前往捷克重镇-克鲁姆洛夫，克鲁姆洛夫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是当之无愧，整个小

镇被流经该处的马蹄铁形的、宽阔蜿蜒的伏尔塔瓦河环抱着，而著名的城堡则建在河的对岸，风
采依然。登高远眺，以城堡为中心的中世纪城市一望无边，令人惊叹 ！ 
含：巴士、酒店、早餐。 
第二十一天 7月25日 克鲁姆洛夫 - 170km - 布拉格 
布拉格是一座欧洲历史名城，城堡始建于公元9世纪；布拉格也是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市内拥
有为数众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 
含：巴士、酒店、早午餐 

第二十二天 7月26日 布拉格 
漫步在在著名的天文钟的老城广场附近，灌满戈仑魔像传说的从卡夫卡小说，犹太区的弯弯曲曲
的小巷，引人驻足发呆的咖啡馆、精品服装店及伏尔塔瓦河上的游船，哥特式的查理大桥及布拉
格最美丽的教堂——小城区的布拉格圣尼古拉教堂。闹中取静的皇家花园……布拉格各区风情迥
异，魅力无穷。布拉格也是个文化风格冲突的城市：一边浪漫，一边穿急，一面古老，一面现
代，它是个欢迎并吸纳世界文化精髓的都市。  
游览景点：布拉格城堡、老城广场、瓦兹拉夫广场、查理大桥、布拉格天文钟、圣维特主教教堂

等。 
黄金巷位于布拉格城堡内，是一条受到保护的中世纪风格的小巷。其街名来源于16世纪的炼金术
师，传说他们想在这里炼制黄金。整条街相当精致可爱，具有童话般的外观和柔和的色调，小巧

的门和窗，低的屋顶和许多烟囱很受游客喜爱（进入街道需要付费）。目前，这里设有画廊、商
店和展览，还有一个14世纪纹章的展览馆。 著名的捷克犹太作家卡夫卡在这条街的第22号公寓
租住了两年，因为这里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 
含：巴士、酒店、早午餐（含一餐捷克特色餐）。注：黄金巷参观需要购买小圈通票10欧/人。 
第二十三天 7月27日 布拉格离境  

今日专车送往布拉格机场搭乘航班转机返回奥克兰。 
含：巴士、早餐 
第二十四天 7月28日 
中途转机。 
第二十五天 7月29日 
返回奥克兰。 

 
价格：(含国际机票) 
成人价格: NZD10999/人 (合住双人房) 
儿童价格: NZD10499/人 (与一位成人合住占床，限12岁以下)  
 
价格包含： 
●奥克兰-中国-伦敦，伦敦-维也纳，布拉格-中国-奥克兰经济舱机票 

●全程21晚四星级酒店双标住宿，酒店内自助早餐 
●行程中所列午餐和晚餐：中餐为六菜一汤，两顿当地特色餐 
●地面交通（伦敦接机至送机，维也纳接机至布拉格送机)  
●东欧、中欧段中文导游；英国段中文司机兼导游 
●随团导游、司机小费 
●景点门票： 爱丁堡城堡、温莎城堡、美泉宫、渔人堡 

 
价格不包含： 
●任何“价格包含”中不包含的项目 
●机票可能产生的加收 
●签证费及相关费用 
●旅游保险 （强烈建议购买） 
●一切个人消费 

●自费费用 
●因个人疏忽，违章，违法，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费用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费用 
●因任何不可抗力(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种情形(1)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冰雹等；(2)政府行
为，如征收、征用等；(3)社会异常事件(如罢工、骚乱、恐怖袭击等)、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
工具发生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原因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如果有超时的情况，需要付给司机和导游的加班费。东欧120欧元/小时、英国120英镑/小时。 
●有些欧洲国家向旅客征收的进城游览税及住宿税，需每位客人每晚大约3-5欧元，直接付给酒
店，以酒店实际收取为准 
 
报名手续： 
1.报名时请带上有效护照(须自团队结束之日起至少还有6个月有效期)，清楚完整填妥报名表上所
列一切资料并缴交定金NZD3000/每人。 

2.团费余款请于5月12日前全数付清，逾期未付清余款，将视为自愿取消，中旅有权将您的订位
取消，您已缴付之定金恕不返还，也不得将定金转让予他人或用于其他出发日期或旅游产品。 
3.中旅保留最终接受报名与否的权利而无需提出任何理由及解释。 
4.在不减少以上所列景点前提下，我们保留依据具体情况变更行程次序、酒店和航班的权利。 
5.以上行程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附件，以最后出发行程为准。 
6.导游人员有根据行程中的现实情况调整行程的权利！请各位游客配合！ 

扣款办法： 
报名之后由于客人个人原因需要取消订位的，需按照下列办法扣款： 
1.在5月12日前取消，扣除全部定金 
2.在5月19日前取消，扣除全部团费50% 
3.在5月26日前取消，扣除全部团费70% 
4.在5月26日之后（含当日）取消，扣除全部团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