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99$ 起

不含國際機票

Eastern Europe 9 Days

2018抵達 Arrival:   

17/01、21/02、24/03、19/04

18/05、21/06、20/07、16/08

18/09、26/09、17/10、24/10

27/11 

如需議提前一天抵達，補USD100/人
（含一晚酒店和6点前抵达航班的接机费用）

費用包含/不含x

费用包含
·酒店 : 3-4星酒店住宿
·交通 : 冷氣豪華巴士服務
·膳食 : 行程中列明的歐陸式早餐，3頓中式團餐
·導遊 : 專業華語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费用不含
·小費 : USD 110/人
·機票 : 機票及機場稅
·門票 : 自費景點(美泉宮，多瑙河遊船，布拉格 
        舊皇宮小套票，匈牙利歌舞餐)
        (共USD235/人，自小费需在报名时预缴)
·簽證 : 旅遊證件和簽證費用
·保險 : 建議購買旅遊保險，已確保您的個人利益
·單房差 : $500

您的特約旅行社

抵慕尼黑，隨後驅車前往皮爾森。(免費接機時間
中午12pm之前)
Free airport pick up is before 12 pm.

慕尼黑 > 皮爾森  
Munich > Pearson 

D1

遊覽因百威啤酒而出名的捷克小鎮 -[百威小鎮
Budweiser Town]。前往克魯姆洛夫遊覽，[CK小鎮
CK Town]是歐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城堡花園、
中心廣場、聖維特大教堂、伏爾塔瓦河的源頭都
是不容錯過的景點。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外觀
)Vienna State Opera (exterior view)]這座歌劇院素
有“世界歌劇中心”之稱，也是維也納的主要象徵。
[霍夫堡皇宮Hofburg Palace] 坐落在維也納的市中
心，集合了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洛
可可式，上世紀末的仿古典式風格。

早/中式團餐

皮爾森 > 布傑約維采(百威小鎮) > 
克魯姆洛夫(CK小鎮) > 維也納  
Pearson > Boujayovice (Budweiser Town) > 
Krumlov (CK Town) > Vienna 

D2

酒店早餐後，遊覽維也納近郊著名的 [美泉宮
Schloss Schönbrunn*]。這座壯麗的巴洛克式建築是
一代女皇瑪利亞特蕾莎於黃金時代擴建的宮殿，顯
示出了奧匈帝國極盛時期的輝煌。隨後前往斯洛伐
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布拉迪斯拉發由新、老兩個
城區組成。舊城區名勝古蹟眾多，其中最古老和最
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當屬[布拉迪斯拉發城堡(外觀
)Bratislava castle (exterior view)]，亦稱傑雲城堡。舊
城區著名的古蹟有：建於13世紀的哥特式[聖馬丁
大教堂St.Martin's Cathedral]；古老的[聖米歇爾門St. 
Michelle Gate]；大廣場上建於16世紀的[羅蘭噴泉
Roland fountain]；宏偉的[國家歌劇院National Opera 
House]；純白大氣的[總統府官邸]等。

早/匈牙利歌舞餐*

維也納 > 布拉迪斯拉發 > 布達佩斯 
Vienna > Bratislava > Budapest 

D3

酒店早餐後前往布達佩斯最重要的名勝都位於[多
瑙河畔Danube River cruise(遊船)*]： 連接佩斯與
布達兩城的鏈子橋是布達佩斯的象徵；還有中世
紀城堡的一段圍牆 [漁夫堡(內部參觀門票自理
)Fisherman's Bastion  (at your own expense)]。此外
，建造於14世紀的馬提亞教堂(外觀)、英雄廣場
上的千年紀念碑、以及匈牙利國會大廈(外觀)都
是當地的著名景點。前往波蘭舊都克拉科夫。歷
史[古城區Krakow Ancient city]是世界文化遺產，這
個13世紀的商業城鎮擁有歐洲最大的露天市場和
無數內部裝潢華麗的歷史建築、宮殿及教堂。[瓦
維爾城堡(外觀)Wawel Castle (exterior view)]是克
拉科夫的起源和地標，波蘭最古老的宮殿之一。
城堡內的主教堂外觀來看非常獨特，像是搭的積
木一樣。教堂內陳列著歷代波蘭國王、克拉科夫
主教的古棺。克拉科夫的[中央廣場Central Square]
號稱是全歐洲最大的中世紀廣場。廣場上磚紅色
的[聖母瑪利亞教堂St. Mary’s Church]是克拉科夫的
標誌。夜宿克拉科夫附近城市。

早餐
布達佩斯 > 克拉科夫 
Budapest > Krakow 

D4

酒店早餐後前往波蘭小鎮奧斯威辛。[奧斯威辛集
中營(內部參觀門票自理)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at your own expense)]是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修建的1000多座集中營中最大的一座。
由於有上百萬人在這裡被德國法西斯殺害，它又被
稱為“死亡工廠”。集中營內部壁壘森嚴，四周電網
密佈，設有哨所看台、絞刑架、毒氣殺人浴室和焚
屍爐，是希特拉種族滅絶政策的執行地。之後前往
波蘭首都華沙，視到達時間安排遊覽或入住酒店。

早餐
克拉科夫 > 奧斯威辛 > 華沙 
Krakow > Auschwitz > Warsaw

D5

酒店早餐後前往華沙遊覽，[華沙古城區Warsaw 
Ancient city] 位於維斯瓦河西岸，中世紀巍峨壯觀的
紅色尖頂建築群集中在這裡。被譽為“波蘭民族文
化紀念碑”的[昔日皇宮(內部參觀門票自理)Wilanow 
Palace (at your own expense)] 是華沙著名的古老建築
，它是五角形建築，坐落在13世紀的古堡當中。 不
遠處的皇宮廣場中心屹立著澤格蒙特三世瓦扎的圓
柱紀念碑，站立在圓柱上的澤格蒙特三世頭戴王冠
，身披戰袍，手執利劍和十字架。傳說國王寶劍的
指向分別代表：向上指象徵勝利和幸運，向下預示
厄運和衰亡。[集市廣場Market Square]位於古城區
的中心。還有華沙的城標 [美人魚雕像Mermaid 
statue]，反常見的柔弱憂鬱形象，昂首挺胸，左手
緊握盾牌右手高舉利劍，英氣勃勃，非常特別。之
後前往弗羅茨瓦夫附近入住酒店。

華沙 > 弗羅茨瓦夫
Warsaw > Wroclaw

D6

酒店早餐後前往布拉格。布拉格也被稱作“百塔之
城”。在陽光照耀下，“百塔”顯得金碧輝煌，因而又
被稱為“金色的布拉格”。[舊皇宮Old Palace] 是以往
波西米亞國王的住所，入口一進去是挑高的維拉迪
斯拉夫大廳，也是整個皇宮的重心，下層有哥德式
的查理四世宮殿和仿羅馬式宮殿大廳。建於1357年
的查理大橋是[伏爾塔瓦河(遊船自理)Vltava River 
Cruise(at your own expense)] 上最著名的橋，幾乎成
了布拉格的象徵。 查理大橋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
拉格城堡。入夜的布拉格則如同一個精靈的城市。
舊式馬車馬蹄撞擊著石板路發出清脆的得得聲；城
堡的閣樓忽明忽暗閃爍的燈火，讓遊客彷彿置身於
中世紀的歐洲。夜宿布拉格附近城市。

弗羅茨瓦夫 > 布拉格
Wroclaw > Prague 早餐/中式團餐

D7

酒店早餐後繼續遊覽布拉格，在其舊城廣場，設計
獨特的[天文鐘Astronomical clock]一到整點就會有耶
穌十二門徒的木偶輪流出來報時，同時下方的死神
還會牽動銅鈴。整個過程以雄雞的鳴叫結束。隨後
前往慕尼黑，前往【新市政廳New Town Hall】，【
瑪利亞廣場Maria Square】，夜宿慕尼黑附近酒店。

布拉格 > 慕尼黑
Prague > Munich 早餐

D8

早餐後導遊安排送機，結束這次奇妙之旅。(免費
送機時間中午12pm之前)
Free airport transfer before 12 pm.

慕尼黑
Munich 早餐

D9

早餐/中式團餐

可拼接西班牙葡萄牙9天

取消參團費用如下
取消行程的時間段

出發前45天或以上取消者
出發前30-45天或以上取消者
出發前30天以內取消者
*備註 : 若原定兩人共用一房，其中一人因故取消，另一
位因此得以佔用一房者，須承擔所產生的單房加價。

罰款(每人)

全款退還
團款的50%
無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