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 - 布拉格古城

東歐五國

9天 捷克(古姆洛夫)．奧地利．匈牙利．
斯洛伐克(班斯卡．比斯特娜)．
波蘭(克拉科夫．集中營) 精華團 EVP9

香港 

． 全程七晚酒店住宿，九天團相等於十天團

（杜拜轉機）
華沙
波蘭

． 連續2晚住宿於捷克 ─「布拉格」，充裕時
間漫遊古城
． 捷克最美「古姆洛夫古城」(UNESCO)
． 藍色多瑙河 ─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 仙樂之都 ─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香港 

． 捷克品嚐波希米亞地道餐

布拉格

（杜拜轉機）

克拉科夫

布傑賀維策

． 【教宗故鄉】「波蘭」首都華沙之
「古城區」及「克拉科夫古城」(UNESCO)

捷克
斯洛伐克
維也納
奧地利

布達佩斯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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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傳統GOULASH餐及民族表演

． 【動人心弦】名片「舒特拉的名單」
奧斯維茲集中營

EVP9

第一天
香港  布拉格 (捷克) (經杜拜)～布拉格城堡～
聖維特大教堂
Hong Kong  Prague (R. O. Czech) (Via Dubai)～
Prague Castle～St. Vitus Cathedral
團友請於前一晚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金怡
職員協助辦理登機及行李過磅手續，乘搭豪華廣體客
機經杜拜轉機飛往捷克首都布拉格。抵達後，專車前
往布拉格城堡觀光，遊古堡廣場，參觀公元九世紀，
被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列為「最大的古堡」之布拉格
堡。該堡為歷代波希米亞國王的皇宮，現今為總統官
邸。繼而前往聖維特大教堂外觀及拍照。
早餐
航機上

午餐
晚餐
自理
波希米亞風味餐
住宿 : DUO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布拉格～查理士大橋～市政廳～
天文古鐘～新城廣場～
自由活動或自費前往卡羅維域溫泉區
Prague～Charles Bridge～Town Hall～
Astronomical Clock～New Town Square～
Free Time or Karlovy Vary (Optional)

古城分為城堡區、下游谷地及舊城區。舊城區內之聖
維塔教堂、市政廣場及清幽的散步路線，充滿中世紀
古典優雅的情調，美得令人心醉，具時光倒流之浪漫
情懷。繼而驅車前往「波希米亞玫瑰」之布傑賀維
策。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住宿 : GOMEL 或同級

晚餐
酒店

第四天
布傑賀維策～維也納 (奧地利)～遜布倫宮御花園～
百水建築～古怪屋～環城大道～莫扎特紀念像
Budejovice～Vienna (Austria)～
Schonbrunn Palace Garden～
Hundertwasser Haus～Ringstrasse～
Monument Of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早餐後驅車前往仙樂之都奧地利「維也納」，更有
「小巴黎」美譽。繼而前往著名設計家百水所興建的
百水建築，整楝仿如百水大型畫作的建築，沒有一塊
牆壁是直線，更沒有一個窗戶的形狀是相同。建築內
每房的地板是彎曲不平，而百水最愛的「水」，則是
以建築物前的12星座金色噴泉表現出來。奧地利著名
建於市郊的遜布倫宮御花園，充份顯示出奧匈帝國極
盛時期的輝煌。
早餐
午餐
晚餐
地道豬扒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TREND BOSEI HOTEL 或同級

天文古鐘

早餐後前往查理士大橋，兩旁豎立無數歷史人物的石
像，天文古鐘下半部為特殊月曆鐘，除了顯示時間，
更準確模擬出地球，太陽與月亮間軌道。而每到整點
，天文鐘上方窗戶開啟，一旁死神開始鳴鐘，耶穌門
徒在聖保羅帶領下一一現身，最後以雞啼和鐘響結束
。下午團友可自由活動，漫遊於布拉格古城，或自費
前往卡羅維域溫泉區。
早餐
酒店

第五天
維也納～布達佩斯 (匈牙利)～布達皇宮～漁夫城堡～
馬太爾紀念堂～蓋列特山～自由女神像～英雄廣場～
多瑙河船河 (自費)
Vienna～Budapest (Hungary)～Buda Palace～
Fisherman’s Bastion～Mathias Church～
Gallert Hill～Hero Square～
Danube Boating (Optional)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 : DUO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布拉格～古姆洛夫古城 (UNESCO)～
「波希米亞玫瑰」布傑賀維策
Prague～Cesky Krumlov (UNESCO)～Budejovice
是日驅車前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中世紀古
城「古姆洛夫」。古城位於伏爾泰河倒 S 的河灣，將

布達佩斯 - 漁夫城堡

早餐後前往布達佩斯，是匈牙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
心，亦是歐洲著名古城。城市分為東、西兩部份，多
瑙河的右岸多山，稱為布達；左岸是平原，稱為佩斯
。團友亦可於欣賞布達佩斯和多瑙河的最佳地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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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夫城堡參觀。
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GOULASH傳統匈牙利餐民族表演
住宿 : EXPO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布達佩斯～(途經) 班斯卡‧比斯特娜 (斯洛伐克)～
克拉科夫古城 (UNESCO) (波蘭)～
奧斯維茲集中營 (名片:舒特拉的名單)
Budapest～Banska Bystrica (Slovakia)～
Krakow (UNESCO) (Poland)～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是日前往波蘭名古城克拉科夫奧斯維茲集中營，該營
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由納粹黨所建的五個死亡營之一
，亦因著名的電影「舒特拉的名單」而知名。現今已
被改建成博物館，館內仍保留著昔日囚犯的監倉及焚
化室等。克拉科夫曾是波蘭首都，由於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未受戰火洗禮，因此城內的古蹟得以保存。
早餐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ORIENT / WITEK HOTEL 或同級

第七天
克拉科夫～維利奇卡鹽礦 (自費)～華沙
Krakow～Optional：Wieliczka Salt Mine～
Warsaw

第八天
華沙市內觀光～聖十字教堂～無名軍人之墓～
舊城 (UNESCO)～猶太紀念碑～蕭邦紀念碑 
香港 (經杜拜及曼谷)
Warsaw City Tour～Old Town (UNESCO)～
Jewish Monument～Chopin Monument 
Hong Kong (Via Dubai / Bangkok)

聖十字教堂

是日參觀聖約翰大教堂和美人魚像，接著參觀因收藏
蕭邦心臟而聞名於世的聖十字教堂，並觀看蕭邦紀念
像。而在華沙大學附近的街道上，可找到著名的波蘭
科學家可白尼雕像，因其在15世紀的科學發現「地球
繞太陽運行」而影響深遠。之後前往無名英雄墓，紀
念在二次大戰中為國捐軀的烈士。繼而前往古城區，
古城至今仍保留著中世紀時期的平房和石板街道，令
人有如置身中世紀時代。稍後到為悼念二戰時罹難的
猶太人而建的紀念碑。接著驅車往機場，乘航機經杜
拜，曼谷轉機返港。
早餐
酒店

午餐
自理

晚餐
航機上

第九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航機於是日安抵香港國際機場。

祝君愉快!

波蘭 - 克拉科夫古城

是日團友可自費參觀維利奇卡鹽礦，此乃世界文化遺
產最美麗鹽礦洞，其設計猶如地中城市，包括有地下
湖泊、許願池，還有極度堂皇的天主教堂，繼而驅車
前往華沙，華沙自公元1611年為首都，但在18至19世
紀受敵國的覬覦，被鄰國瓜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
復國，又先後捲入俄羅斯和德國的戰爭中。在戰後，
波蘭人重修家園，把瓦礫碎片「堆砌」起來，恢復原
貌，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列為文化中心
的古城區，充份表現波蘭人的個性。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 : NOVOTEL CENTRUM / JAN SOBIESKI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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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回程尾站停留附加費HK$1500起，以航空公司確定機位時為準，機位一經確定，不
能更改，(如出機票前不能確定，則須隨團返港)。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須自行安
排交通工具往機場。
凡單人或單數(如三人)報名而未能安排同房, 須繳單人房附加費。
如12歲以下小童與父母同房(不佔床)，可按成人價減HK$300，旺季或假期出發，
或略有調整。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稅及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
團費並未包酒店行李費及餐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