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捷克 
 10/11天深度捷克世遺之旅 
 庫納霍拉  ．  布傑賀維策 
 鹿頭堡  ．  古姆洛夫古城  ．  布拉格  CZ10A 

 捷克 - 布拉格古城(UNESCO) 
 布拉格是一座歐洲歷史名城，  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布拉格屬於歐洲工業較發達城市之一，  奧匈帝 

 國  時擁有舉足輕重地位。整座古城擁各種風格建築從羅馬式，  哥德式  ，  文藝復興  ，  巴洛克  等等， 

 其中以  巴洛克  和  哥德式建築  較佔優勢。布拉格建築以色彩極為絢麗奪目（紅瓦屋頂）為名，因而 

 擁有「千塔之城」，更被喻為歐洲最美麗城市之一。1992年布拉格歷史中心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 

 ，也是世界唯一整座古城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  名單內。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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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點: 

 ●  捷克共有12個世界遺產列入 (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金怡特別安排漫遊當 

 中11個 

 ●  體驗中世紀的浪漫情懷，走訪童話小鎮「古姆洛夫古城」(UNESCO) 

 ●  細細品嘗曾經是最富裕的歐洲城市「庫納霍拉」，到訪壯麗的人骨教堂以及聖芭芭 

 拉大教堂(UNESCO) 

 ●  人生必遊的城市之一，「布拉格」古城有百塔之城的美譽，市區保留了無數歷史建 

 築物，絕對流連忘返 

 ●  連續兩晚入住布拉格及提升五星級酒店，充裕時間遊覽古城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地址︰金鐘統一中心商場一樓 1002A-C (金鐘港鐵站D出口)  ｜  網站︰Goldjoy.com  ｜  電話︰+852 2804 1188 



 CZ10A 

 第一天 

 香港  法蘭克福或伊斯坦堡  布拉格(捷克) 

 Hong Kong  Frankfurt or Istanbul 
 Prague (Czech Republic) 
 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金怡職員協助下辦理登 
 機及行李過磅手續，乘搭豪華客機經法蘭克福/伊斯坦 
 堡飛往布拉格。 

 第二天 

 布拉格 ~ 庫納霍拉 ~ 人骨教堂(包門票) ~ 
 聖芭芭拉大教堂(UNESCO) (包門票) 

 Prague ~ Kutna Hora ~ 
 Old Jewish Cemetery ~ 
 St Barbara's Cathedral(UNESCO) 
 人骨教堂  ：本是一處舊猶太墓園，因於十四世紀歐洲爆 
 發的黑死病和十五世紀爆發的胡斯宗教戰爭，修道院因 
 空間問題興建一座禮拜堂來容納百多年來荒廢的遺骨。 
 直至1870年間，一位木刻師傅開始將人骨排列成各種 
 圖案，獨特的人骨教堂由此而建成。 

 聖芭芭拉大教堂:  是波希米亞地區最具有價值的哥德式 
 建築，有捷克最美麗哥德式建築之稱，1995年被列入 
 世界遺產，是中歐最著名的天主教堂之一。 

 早餐：航班上/自理         午餐：—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otel Zlata Stoupa 或同級酒店 

 第三天 

 庫納霍拉 ~ 利托米什爾 ~ 利托米什爾城堡 
 (UNESCO)(外觀) ~ 歐洛慕奇 ~ 聖三位一體 
 紀念柱(UNESCO) ~ 聖瓦茨拉夫大教堂 

 Kutna Hora～Litomysl(UNESCO) ~ 
 Olomouc ~ Sloup Nejsvetejsi Trojice 
 (UNESCO) ~ St. Wenceslas Cathedral 

 利托米什爾  ：位於捷克中部，擁有被喻為在波希米亞裡 
 其中一個最漂亮的文藝復興風格的城堡。歷史上用來保 
 護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之間的貿易安全，城鎮隨著人們 
 在周邊繁衍生息而發展壯大，許多精美的建築保存至 
 今。這裡還是作曲家斯美塔那的故鄉。 

 歐洛慕奇  ：捷克其中一座最古老的城市，17世紀中葉 
 已是軍事重鎮，今天變身為充滿活力的工業城市。雖然 
 歐洛慕奇不是旅遊城市，但它背負豐富的文化和濃郁的 
 宗教氣息，還有管理完善的博物館以及屬巴洛克式建築 
 ，佈置華麗的聖瓦茨拉夫大教堂，以及矗立在市政廳前 
 的三位一體紀念柱，是捷克最大的巴洛克式雕像，因而 
 被列入世界遺產。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Clarion Congress Hotel Olomouc或同級 

 第四天 

 歐洛慕奇 ~ 克羅梅日什 ~ 巴洛克花園 
 (UNESCO)(包門票) ~ 布爾諾 ~ 斯皮爾博城 
 堡(包門票) 
 Olomouc ~ Komeriz ~ The Flower Garden 
 (UNESCO) ~ Brno ~ Špilberk Castle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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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羅梅日什  ：約3萬人的小城鎮，卻擁有一併登錄為世 
 界文化遺產的克羅梅日什總主教宮及巴洛克花園，花園 
 於1665年由列支敦士登的主教請來奧地利建築師菲利 
 設計，創造出面積約10公頃在歐洲極具代表性的巴洛 
 克式庭園。 

 斯皮爾博城堡 ：  屬於布爾諾一項城市地標，坐落在山 
 丘上的斯皮爾博城堡，是幾百年前的皇家城堡、曾作為 
 軍事城堡用途、也是18世紀知名的監獄城堡，如今重 
 新開放為主題展覽廳以及城堡參觀。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Orea Congress Hotel Brno 或同級酒店 

 第五天 

 布爾諾~ 萊德尼采 ~ 萊德尼采城堡 
 (UNESCO)(外觀)  ～ 米庫洛夫 ～葡萄園試酒 
 ～ 茲諾伊摩 

 Brno ~ Lednice ~ Lednice Castle 
 (UNESCO) ～Mikulov ～Wine Tasting Tour 
 ~ Znojmo 
 萊德尼采城堡:  是一座新哥德式城堡的華麗傑作，四面 
 皆是綠意盎然的花園。更曾是名門望族的避暑別墅，獲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為文化遺址。 

 米庫洛夫:  受波希米亞文化影響，坊間可能認為捷克只 
 有啤酒，但在東南部地區亦盛產葡萄酒。與奧地利接壤 
 的米庫洛夫正是當中的一個釀酒區，擁有全國面積最大 
 的葡萄酒分區，市內雖然沒有葡萄田，但城中古堡內則 
 藏有昔日釀酒用的兩三米高的木桶，以及19世界所用 
 的巨型榨汁機；不難找到當地佳釀品嘗。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Premium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六天 

 茲諾伊摩 ~ 特熱比奇(UNESCO) ~ 泰爾奇 
 (UNESCO) ~ 伏爾塔瓦河畔赫盧博卡 ~ 

 鹿頭堡(包門票) 

 Znojmo ~ Trebic(UNESCO) ~ 
 Telc(UNESCO) ~ Hluboka nad Vitavou ~ 
 Hluboká Castle 
 特熱比奇:  於2003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位於捷克共和 
 國摩拉維亞小鎮，是歐洲保存最完好的猶太區之一。 

 泰爾奇:  充滿15世紀文藝復興風格的小鎮，由於完整保 
 留了15世紀以來各種歐式風格特色的建築，整個泰爾 
 奇小鎮在1992年被列為世界遺產。這裡除了可欣賞哥 
 德式、巴洛克等各類建築風格之外，還可購買這些特色 
 建築小模型作為紀念，是到訪泰爾奇另一種旅遊風情。 

 鹿頭堡 ：  座落於伏爾塔瓦河畔赫盧博卡的小鎮山上， 
 城堡居高臨下被童話般的森林包圍著，白色六角形柱體 
 的外牆加上擁有如英國溫莎堡一樣的浪漫建築風格，被 
 公認為是捷克最美麗的城堡。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Hotel Stekl 或同級酒店 

 第七天 

 伏爾塔瓦河畔赫盧博卡 ~ 霍拉舍維采 
 (UNESCO) ~ 古姆洛夫古城(UNESCO)～ 
 布傑賀維策 

 Hluboka nad Vitavou ~ Holasovice 
 (UNESCO) ~ Cesky Krumlov(UNESCO) ~ 
 Ceske Budejovice 
 霍拉舍維采  ：位於捷克南部的一座村莊，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仍然完整保持著中世紀時期的村莊構造和南部波 
 希米亞的巴洛克式建築。 

 古姆洛夫古城  ：古城位於伏爾泰河倒 S 的河灣，將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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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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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Clarion Congress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八天 

 布傑賀維策~ 市內觀光 ~卡羅維域温泉區 ~ 
 布拉格 
 Ceske Budejovice ~ City Tour ~ 
 Karlovy Vary～Prague 

 卡羅維域温泉區  ：  捷克  西部  波希米亞  地區  卡羅維發利州 
 的一座  溫泉  城市。  羅馬帝國  皇帝-  波西米亞  國王  卡爾四 
 世  ，於1370年建立城市。19世紀卡羅維瓦利成為受歡 
 迎的旅遊勝地，尤其是國際名人來此進行溫泉治療。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  波希米亞餐 

 住宿：  五星級 Ambassador Prague 或同級酒店 

 第九天 

 布拉格 ~ 查理士大橋～市政廳 ～天文古鐘～ 
 新城廣場 

 Prague ~ Charles Bridge ～ Town Hall～ 
 Astronomical Clock ～ New Town Square 

 查理士大橋  ： 由查理士四世始建於 1357 年 ，完成於 
 15 世紀初。一開始它被稱作「石橋」或者 「布拉格 
 橋」，到了 19 世紀才被更名為「查理士大 橋」。大橋 
 全長 516 米，兩端共有3座橋塔，橋身上安放有 30 座 
 雕塑。 

 天文古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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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最後以雞啼和鐘響結束。 

 早餐：酒店      午餐：  地道豬手餐及啤酒  晚餐：自理 

 住宿：  五星級 Ambassador Prague 或同級酒店 

 第十天 

 布拉格(UNESCO) ~ 布拉格城堡 (外觀)～ 

 聖維特大教堂 (外觀)～布拉格 

 法蘭克福或伊斯坦堡  香港 

 Prague(UNESCO) ~ Prague Castle 
 (Outlook)～St. Vitus Cathedral (Outlook) 

 ~ Prague  Frankfurt or Istanbul 
 Hong Kong 
 布拉格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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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         午餐： 自理         晚餐：自理/航機上 

 第十一天 

 是日安抵香港。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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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款及細則 

 - 據「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呼籲外遊人仕均需購買 
 合適旅遊保險。客人安全為首要，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 
 險，當中醫療保額須達港幣一百萬元或以上。 

 - 所有行程、景點、酒店及其他設施根據當時資料編製 
 ，如遇上(例如但不限於)展覽會、滑雪季節、天氣問 
 題、節日慶典、休館、維修、交通問題等特殊情況下而 
 致未能前往預先安排行程及使用設施，『金怡假期』將 
 視乎實際情況作出臨時更改及調動，以可行之項目代 
 替。如取消項目涉及票務，將按照服務供應商提供之團 
 體票價退回客人。 

 - 所有大自然景象賣點，不能保證每團均可預期看到， 
 敬希見諒。 

 -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時間和先後次序。 

 - 各國、地區之酒店、客房、單人房規定均有不同，房 
 間設備及編排乃受制於地接社及酒店/旅館入住情況； 
 如(例如但不限於)偏遠地區、特式酒店、雪山、高地、 
 滑雪區、古堡或文物改建等之客房尺寸均有差別，不能 
 保證同團客人均能入住同類客房；房間分配實際情況按 
 各國地區酒店規條而定。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團或向 
 『金怡假期』追討任何賠償。 

 - 請注意入住極地，特色村落與高山等地區房間尺寸及 
 設施均較為簡單，敬希見諒。 

 - 按照「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引223條「迫不得已理 
 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怖襲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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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和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生 
 組織發出之旅遊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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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據指引223條「迫不得已理由」『金怡假期』可於 
 出發前取消旅行團或在旅程時按實際情況縮短、延長或 
 替換旅程任何項目，客人同意並接受此安排。由此而產 
 生之額外費用均須客人於當地支付，否則『金怡假期』 
 有權不作任何安排及保留追討因此而引致之相關費用權 
 利。一切損失概與『金怡假期』無關，客人不得藉以向 
 『金怡假期』追討、反對或退團。惟『金怡假期』仍會 
 為客人竭盡所能向服務供應商爭取退款(如有)。更改行 
 程而令經營成本減少，則會於回港後七個工作天內處理 
 退還減低成本比例之款項。如在出發前取消旅行團，則 

 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退團或轉團安排。『金 
 怡假期』有權在辦理相關手續時收取客人每位港幣 

 $800-$2,000不等之手續費視乎團種而定及退票費(如 
 有)，扣除手續費後餘款將以客人付款方式退回。 

 -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有一定風險，收取訂金後客人已視 
 作同意行程一切活動安排，客人參加各項活動時，必須 
 留意個人身體狀況、環境、天氣、活動內容、遵守服務 

 人員指引和安排。如因自身理由不參與行程中之活動相 
 關之活動費用將不獲退回。 

 - 宣傳單張，旅遊册子，行程表中如沒有列明包門票、 
 包入場、入內參觀等，所列之景點或地點均有機會以外 
 觀，遠眺或途經型式進行。 

 - 行程表、宣傳廣告中所展示之相片、圖像、拍攝地 
 點、輯錄季節、時間均有差別所有行程圖片或特輯只供 
 參考，不能藉以圖片，特輯作景點索償。 

 - 收取訂金前如有任何優惠或價格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所有訂位以確定收取訂金後為準。 

 - 有關旅行團之詳細責任條款及細則以金怡網站及收據 
 背頁為準。 

 -『金怡假期』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條例第223指引關於『會員因迫不 
 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旅行社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 
 收取手續費每位港幣$800-$2000(視乎地點及團種而 
 定)及退票費(如有)。整個退款過程大約需時7-20個工 
 作天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如適用 ; 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 
 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地址︰金鐘統一中心商場一樓 1002A-C (金鐘港鐵站D出口)  ｜  網站︰Goldjoy.com  ｜  電話︰+852 2804 1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