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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 -2 0 1 9 年 1 0 月 2 5日

6 天 萊 茵 河 夢 幻 之 旅 ~ 巴 塞 爾 到 美 因 茨 

11 ,600*全包价
从零吉 起
* 价 格 包 含 吉 隆 坡 来 回 欧 洲 经 济 机 票 以 及 3 5 %  折 扣 優 惠



以上價格以雙人房(每人)計算, 包含35%折扣優惠。  
港口稅 ($104), 河輪小費, 當地導遊及岸上觀光司機小費已經包含在船費。 
*35%折扣優惠僅以河輪價格計算，不包含港口稅費、小費、酒店費用、機票或任何個人開銷。 
單人房／額外酒店價請另洽。船上無提供3人房。

備註: 如因水位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可能會視情況改由遊覽車替代船原有行程或調整行程之順序。行程中所包
含的參觀景點、或特別活動，可能會因為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如遇此狀況，將會提供替代方
案。簽證取得，乃旅客個人之責任，煩請自行與各國所在當地大使館洽詢有關簽證事宜。

W4ZF 6天四晚航程–吉隆坡飞往巴塞爾到美因茨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至30日

船名：艾凡隆遠景號

(Avalon Vista®)

艾凡隆客房艙等 全包優惠價*

豪華客房E 零吉11,600

豪華客房D 零吉11,880

全景套房B 零吉13,700

全景套房A 零吉13,780

全景套房P 零吉13,950

日期和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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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航程–巴塞爾到美因茨
萊茵河夢幻之旅 (W4ZF) 

第1天2019年10月25日，星期五 
吉隆坡飞往蘇黎世  

第2天2019年10月26日，星期六 
巴塞爾，瑞士  (登船)
歡迎來到巴塞爾！您的艾凡隆河輪恭候您登船，展開優雅的河輪之旅。
• 飛往蘇黎世 (Zurich) 的航班必須在下午3點半之前抵達。請務必在下午

5點之前登船。
巴塞爾 (Basel) 坐落在瑞士最西北邊境，法國與德國的交界之處。萊茵河
穿城而過，將巴塞爾一分為二，位於西岸稱為大巴塞爾區，是經濟商業及
消閒購物中心；小巴塞爾區則位於東岸，主要是花店、畫室、工藝坊以及
咖啡廳。巴塞爾有著『瑞士文化之都』的美譽，城內近四十座大小博物館
是全瑞士之冠。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河輪輕食午餐 晚餐-歡迎酒會，河輪晚餐

第3天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斯特拉斯堡，法國
經典行程 - 與導遊探索這充滿特色的熱情城市，參觀哥德式彩繪玻璃大
教堂及其著名的古代壁畫和天文鐘，以及神奇的小法蘭西區 (La Petite 
France)－ 風景最為優美的街區之一，曾經是鞣革工、漁民以及磨坊主聚
集之處，是位於市中心的寧靜港灣。或
探索行程 - 同導遊前往位於德法邊界的亞爾薩斯 (Alsace)。沿著葡萄酒
鄉之路 (Route des Vins) 放眼所及遠處平源起伏的山丘、近處綿延不斷
的葡萄園、與沿途靜謐的童話小鎮，令人流連忘返。旅程中還有機會參觀
參觀傳統的中世紀阿爾薩斯村莊，並品嚐本地人釀的美酒。
或者您可以在克勒貝爾廣場 (Place Kléber) 享用當地美食，或參觀斯特拉
斯堡諸多有趣的博物館。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第4天2019年10月28日，星期一 
施派爾，德國
經典行程－與導遊探索這擁有超過2000年文化歷史的城市。參觀世界聞
名的羅馬式大教堂，城門，市政廳和聖美達麗娜修道院。閒暇時不妨乘
萊茵遊船欣賞沿岸風光，到咖啡館坐一坐，享受一下歐洲生活的愜意和閒
適，或者沿著縱橫交錯的小巷散散步，街邊小小的古玩店和畫廊裡也許有
驚喜等著你。

海德堡
經典行程－早上將前往德國最古老的大學城-海德堡。海德堡始建於1386
年，與當地導遊參觀雄偉的海德堡城堡遺跡，城堡巍峨的矗立城市上方，
這也是阿爾卑斯山以北最重要的文藝復興建築，堡內還可見到著名的大木
桶 (Great Vat) ， 
「世界最大的葡萄酒桶」高7公尺寛8.5公尺可裝入58,000加倫的酒，還
可在上面跳舞。空閒時間還可以在歷史悠久的老城區的步行主街道上買一
些伴手禮。這條老街一路從俾斯麥廣場 (Bismarckplatz) 延伸到市集區廣
場 (Marktplatz) 近一英里的路程。或
活躍行程- 跟隨您的Avalon探險達人，徒步前往有著「全歐洲最美麗的
散步道路」之稱的哲學家之路 (Philosopher’s Way)。沿途感受奈卡河邊
的古城和小山上的古堡風光，體驗古代哲學家們的不凡跋涉的氣氛，煞
是浪漫。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第5天2019年10月29日，星期二 
吕德斯海姆 
探索行程－參觀齊格弗里德機械樂器博物館 (Siegfried’s Instrument 
Museum)，可以聽到自我演奏的汽笛風琴和18~20世紀初的音樂盒。之後
再逛逛著名的畫眉鳥街，選購一些喜歡的紀念品。或

活躍行程－與您的探險達人 (Avalon Adventure Host) 前往尼德瓦爾德紀
念碑 (Niederwald Monument)。它是為紀念1870年至1871年的德法戰爭
和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而修建的。紀念碑高38米，奠基於1877年，1883年
紀念碑正式落成。紀念碑最上方是像徵著德意志帝國的女神日耳曼妮婭，
女神像有10米多高，左手握劍，右手高舉帝國王冠，頭戴象徵著勝利和光
榮的橡葉花冠。紀念碑底座上部雕刻著帝國之鷹，周圍是當時德意志帝國
的22個邦國的國徽。整個紀念碑的主題就是戰爭與和平。或

探索行程－如果時間足夠可以去品嚐當地特色熱飲－呂德斯海姆咖啡。在
白瓷紅花的呂德斯海姆咖啡專用的瓷器裏，倒入當地特產的阿斯巴赫白蘭
地 (Asbach) ，在小火上烘烤一分鐘後，加入咖啡、奶油和巧克力粉即成
一杯酒香四溢的美酒咖啡。呂德斯海姆號稱“酒城”，從12世紀就已經存在
了。千萬別錯過這一帶最知名的是雷司令葡萄酒(Riesling)。

莱茵河谷
下午您將驚嘆今天最精彩的秀麗風景，河輪將航行於萊茵河最美麗的河
段-萊茵峽谷 (Rhine Gorge)，沿著河岸有許多矗立在120公尺高懸崖的萊
茵城堡。 

夜晚，你將參觀艾格斯宮。莫扎特曾經在那裡演奏過他的永恆之作。在大
理石廳體驗米拉貝爾宮音樂會 (SchlossKonzerte Mirabell) 享受和體驗誘
人的音樂會節目，並且品嘗當地的文化和喜悅。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第6天2019年10月30日，星期三 
美因茨 (離船) - 法兰克福飞回吉隆坡
早餐後與親切的船員們揮手告別。美妙的河輪假期結束。

早餐-河輪早餐 午/晚餐-机上用餐

全景套房P, A与B豪華客房D与E

*价格僅以吉隆坡机场出发为准。从槟城，亚庇或古晋机场出发需另付額外附加费。



Welcome to Basel. Your Suite ShipSM is Ready for Boarding. 

• Flights into Zürich must arrive by 3 pm. Guests must be on board ship 
by 5 pm. 

Enjoy dinner and explore the ship on your first night on board. 

EVENING CRUISE TO STRASBOURG

STRASBOURG, FRANCE 

KUALA LUMPUR DEPARTURE TO ZURICH

-FRANKFURT TO KUALA LUMPUR

Gothic Giants, Military Marvels, and Varietal Vintages 

CLASSIC Come along for City Sightseeing, including the city’s 
gothic, stained-glass cathedral with its celebrated  ancient murals and 
astronomical clock, and the magical La Petite France District. 

DISCOVERY Travel along the famed Alsace Wine Route on this 
enchanting half-day excursion that visits a traditional medieval Alsace 
village and includes a cellar tasting of the local wines.  

Alternatively, enjoy a free afternoon sampling the local cuisine in Place 
Kléber, or pay a visit to one of Strasbourg’s many wonderful museums. 

EVENING/OVERNIGHT CRUISE TO SPEYER

BERG 

Castle Walls and the World’s Biggest Barrel of Wine 

CLASSIC Join a guided discovery tour through the cathedral- and 
imperial-city of Speyer, a city that is more than 2000 years old with lot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LASSIC Enjoy a Guided Tour to Heidelberg Castle to see the ruins of 
the magnificent renaissance treasure towering above the city, and its 
famed Great Vat, the “World’s Largest Wine Barrel,” in your free time, 

 historic Old City 
which stretches for almost a mile from Bismarckplatz to Marktplatz. OR:  

ACTIVE Join your Avalon Adventure Host for a hike up Philosophers’ 
Way for an inspiring view of the city below. 

EVENING/OVERNIGHT CRUISE TO RÜDESHEIM

Eat, Drink, and Be Merry in Wine Country 

DISCOVERY Tour the incredible Mechanical Music Museum for a one-
of-a-kind instrumental experience, OR:  

ACTIVE Take a Hike up to the Niederwald Monument with your Avalon 
Adventure Host. 

DISCOVERY Tasting 
or a Wine Tasting. 

This afternoon cruise through the dramatic Rhine Gorge and see the 
famous rock of The Lorelei—where the mythological siren lured ill-fated 
sailors to shore. 

Tonight you will visit Engers Palace, where Mozart used to play his 
timeless pieces. Revel in a blissful experience at “Schloss Konzerte 
Mirabell” with enticing concert programs that promise an experience of 
culture and delight.

OVERNIGHT CRUISE TO MAINZ

Your holiday ends this morning
Breakfast on River Cruise. Lunch on Air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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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s quote is applicable EX-KL only. Surcharge may apply EX-Penang, Kuching and Kota Kinabalu 

Gratuities to Cruise Director, Crew, Local Guides & Excursion Drivers are included on Avalon portion only. 
Extra nights are available, see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for single cabin details and prices. 
Triples not available. Note: responsibility for obtaining visas rests with the traveller. In the event of water level 
problems or any problems of a technical nature, it may be necessary to operate the itinerary by motorcoach 
or to alter the program.  

KUALA LUMPUR FLY TO ZURICH VIA BASEL TO MAINZ 

Departure:  
25 – 30 October 2019

Ship: Vista®

Cabin Category All inclusive prices*

Deluxe Stateroom E RM11,600*

Deluxe Stateroom D RM11,880*

Panorama Suite B RM13,700*

Panorama Suite A RM13,780*

Panorama Suite P RM13950*

 DATES & PRICES

DAY 1. FRIDAY 25 OCTOBER 2019 

DAY 2. SATURDAY 26 OCTOBER 2019 (D) 

DAY 3. SUNDAY 27 OCTOBER 2019 (B, L, D) DAY 6. WEDNESDAY 30 OCTOBER 2019 (B, L,) 

DAY 4. MONDAY 28 OCTOBER 2019 (B, L, D) 

DAY 5. TUESDAY 29 OCTOBER 2019 (B, L, D) 

The Dreamy Rhine 
6 days from Basel to Ma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