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布拉格布爾諾卡羅維法利 古姆洛夫
啤酒之鄉皮爾森 十六天直航團
(團號PRG-16-D) (EK/SU/MU/CA/HX/HU/3U以茶會後作準)
布爾諾捷克的第二大城市布爾諾 聖保祿主教堂
伏爾塔瓦河遊船

布拉格靜觀人骨教堂的歷史
布傑約維采百威小鎮
在古老的溫泉小鎮卡羅維法利

出發日期：
原價錢$
單人房附加費：

啤酒之鄉皮爾森
世界文化遺產城市庫特納霍拉
歐洲美麗的中古小城古姆洛夫

小童收費：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如有需要)：

(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香港經上海/北京/杜拜/莫斯科等口岸轉機布拉格
1

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機經上海/北京/杜拜/莫斯科等口岸轉機前往布拉格(以茶會公佈作準)
晚宿航機上

早X

午X

晚-X

經上海/北京/杜拜/莫斯科等口岸轉機布拉格(天文大鐘~瓦斯拉夫廣場~步行街~查理大橋)
2

導遊接機後，抵達布拉格後市區觀光。觀看歐洲古老獨特的天文大鐘、瓦斯拉夫廣場、步行街以及倍受遊客青睞
的查理大橋。查理大橋建於十四世紀，全長 520 公尺、兩旁聳立了 30 座雕像、108 聖者的古橋，它已然成為了布
拉格景點的代表。參觀完後回酒店休息。
晚宿布拉格 Panorama hotel Prague 或同级
早X
午-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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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拉格 - 布拉格城堡(廣場庭院~聖維特大教堂~舊皇
宮~聖喬治修道院~黃金巷) - 布拉格修道院大廣場 (列
儂牆) - 伏爾塔瓦河遊船加船上自助餐

3

早餐後前往布拉格城堡感受時空錯位，走進捷克遙遠悠長的歷
史。
布拉格城堡*是一個氣勢恢宏的建築群，包括廣場庭院、 聖維
特大教堂、舊皇宮、聖喬治修道院、黃金巷。午餐後前往列儂
牆，它位於布拉格修道院大廣場，原本是醫院騎士團所有的一
面普通的牆。 1980 年的約翰列儂被槍殺後，這個宗教團體慷慨
的提供他們的牆給年輕人作畫，於是人們開始在這面牆上塗寫
列儂的畫像和它的歌曲。安排布拉格的伏爾塔瓦河遊船加船上
自助餐。
晚宿布拉格 Panorama hotel Prague 或同级

早

午-

晚-

布拉格(皇家花園~佩特任瞭望塔)

4

早餐後前往布拉格的皇家花園。皇家花園位於布拉格城堡區北部自西向東延伸的山脊，佔地面積很大。皇家花園
與布拉格城堡以鹿護城河分開。花園最開始是典型的文藝復興風格，但後來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添加了許多其他
的因素，所以，皇家花園是通過幾個世紀的增建的不同部分而組成。佩特任瞭望塔：捷克首都布拉格內一座形似
艾菲爾鐵塔的鋼框架塔，高達 63.5 米，是布拉格的標誌性建築之一。登上塔頂，布拉格的迷人風景一覽無遺。
晚宿布拉格 Panorama hotel Prague 或同级
早-
午-
晚-

布拉格---卡羅維法利---瑪利亞溫泉城

5

早餐後，驅車前往波希米亞最古老，也是最大的溫泉城卡羅維瓦利城。卡羅維瓦利城內巴洛克式建築、溫泉長廊及優美山谷
景色，增添了『東歐影城』的風采，每年 7 月份在此舉辦的卡羅維瓦利電影節，是歐洲五大電影節之一。參觀溫泉大廳的噴
泉源頭、巴洛克風格的聖瑪麗教堂以及磨房大柱廊。沿著泰培拉河兩岸邊走邊喝。隨後前往之後乘車前往昔日奧匈帝國皇室
度假勝地瑪利安溫泉，參觀這個被稱為“綠色海洋環抱的城市＂。抵達後您將漫步於山谷中的花園小鎮，漫步皇家溫泉大廳，
十字泉廊，聆聽定時音樂噴泉，品嚐皇家泉。德國詩聖歌德曾於 1820 年到此。

晚宿瑪麗亞溫泉城 Hotel DaVinci 或 同級

早-

午-

晚-

瑪利亞溫泉城--- ---皮爾森(皮爾森啤酒廠)
6

早餐後，前往“啤酒之鄉＂皮爾森，相傳在 13 世紀時，捷克國王瓦茨拉夫決定在此建立自由王城，並給自由王城壟斷啤酒生
產的特權。從此，皮爾森市把釀造啤酒作為祖傳技術代代相傳。 15 世紀時，皮爾森啤酒已馳名波希米亞地區。 19 世紀暢銷
歐美。在這裡我們會參觀皮爾森啤酒廠*，深入了解啤酒的釀造過程。皮爾森老城區以長方形的共和國廣場為中心，四周電車
穿梭交通繁忙。

晚宿皮爾森 Parkhotel Plzen 或同級

早-

午--

晚-

皮爾森--- ---古姆洛夫(古姆洛夫城堡)

7

早餐後前往遊覽克魯姆洛夫，常被稱為“CK 小
鎮＂，古姆洛夫城堡*和這座城市同名，是一座興建
於 1240 年的中世紀城堡，在城堡上可以觀看古姆洛
夫城市全景。整個地區在 1989 年被宣佈為國家文化
古蹟，1992 年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為世界遺產。
除了漫步在城市的街道，你還可以選擇泛舟圍繞城
市遊覽。如果你有膽量也可以試試騎乘歐洲的高頭
大馬，體驗一下當年歐洲騎士的威風。整個小城坐
落於伏爾塔瓦河灣上，走進這座城市時光彷彿停留
在十四世紀。從城市的各個方位都可以看到“玫瑰莊主莊園＂，是捷克第二大莊園建築群落。其別具風格的巴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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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劇院和後花園，讓人流連忘返。
晚宿克魯姆洛夫 Hotel Zlaty Andel 或同級或同級

早-

午--

晚-

古姆洛夫(赫魯博卡小鎮)--- ---布傑約維採(百
威小鎮)

8

早餐後，車前往伏爾塔瓦河畔的一個叫赫魯博卡的
小鎮
參觀赫魯博卡城堡*，她曾為波希米亞王室所有，最
後成了施瓦岑貝格家族的財產。酷似英國溫莎城堡
的潔白外觀肯定能吸引您的眼球，上百間房間、內
部裝飾、藝術收藏和古董都極具特色。亭榭樓台、
花園水池，是當之無愧的“捷克最美麗城堡＂。午
餐後前往遊覽百威小鎮。百威小鎮是南捷克中心，
始建立於 1265 年，是個保存完整的中世紀小鎮，市街及建築保留有濃厚的德國情調。廣場的四邊，都是 4 至 6
層的中世紀建築，從巴洛克式、哥特式到文藝復興式，幾乎應有盡有。建築風格迥異而又協調，牆面色彩多變而
又典雅。四下環顧，好像在看一個建築展覽會。尤其是尖頂的市政廳，美輪美奐，簡直就是一幅精美的圖畫！
晚宿布傑約維採 Clarion Congress Hotel České Budějovice 或同級
早-
午--
晚-

布傑約維採--- ---泰爾奇(水城堡)

9

早餐後，乘車前往泰爾奇，泰爾奇以其獨特的泰爾奇歷史中心而著稱，同時泰爾奇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泰爾
奇的水城堡*，一個巨大的廣場和保存完好的文藝復興房屋；1992 年被列為世界遺產。水城堡內有完整保存的巴
洛克劇場、佈景與道具。這個城堡的外觀非常童話，許多角落都是用「畫」的！水城堡內的「彩繪塔」是小鎮內
最著名的觀光勝地。撒迦利亞廣場、泰爾奇歷史中心都在周邊。
晚宿泰爾奇 Hotel U Hrabenky 或同級
早-
午--
晚-

泰爾奇---特熱比奇

10

前往特熱比奇小鎮遊覽，特熱比奇是位於捷克南部的一座小
城，兩座猶太教堂，一個古老的猶太墓地，以及那些氣氛獨特
的曲折小巷間幽幽的美，這就是特熱比奇市的猶太人居住區。
特熱比奇的猶太區是歐洲保存最完好的猶太區之一。因此在
2003 年，它和猶太公墓以及聖普羅科皮烏斯大教堂被列入世界
文化遺產。
晚宿 Hrotovice Sport-V-Hotel 或同級

早-

午--

晚-

早-

午--

晚-

特熱比奇---布爾諾(斯皮爾伯克城堡~外觀聖保祿主教堂)

11

布爾諾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南摩拉維亞州首府。這裡有城堡，
有老城區，隨處可見很古老的教堂。無論在布爾諾城內身處何
地，只要一抬頭就能看到高居城西高地之巔的斯皮爾伯克城堡
*，聖保祿主教堂是布爾諾除了城堡，自由廣場外的另一個地標
建築，教堂非常大氣，可以免費進入參觀。如果爬上登上 Spliberk
城堡俯瞰布爾諾老城區時，聖保祿主教堂是最吸引眼球的建築。

晚宿布爾諾 Hotel Vaka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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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諾---萊德尼采(世界自然遺產區域瓦爾季採文化景觀區)---布爾諾

12

早餐後，乘車去世界自然遺產區域萊德尼采－瓦爾季採文化景觀區*（Lednice-Valtice Cultural Landscape）參觀，這
裡是捷克唯一一個令人嘆為觀止的國家公園。帶有浪漫色彩的城堡，風景如畫的村莊，特別是風格各異的建築與
秀麗的自然風景交織一起，形成了璀燦的自然景觀。在這裡我們可以看到萊德尼采精緻的城堡和瓦爾季採城堡的
酒莊。
晚宿布爾諾 Hotel Vaka 或同級
早-
午--
晚-

布爾諾---世界文化遺產城市庫特納霍拉---王子獵宮---布拉格

13

早餐後，驅車前往另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城市－庫特納霍拉。
在中世紀她是僅次於布拉格的第二大城市，繁盛得益於銀礦採掘，而繁盛的痕跡在這座堪稱典範的城市中隨處可
見，尤以宏大的聖巴巴拉教堂（外觀）為甚，被視為捷克最美麗的教堂。近郊的塞德萊茨眾聖人墓地教堂地下為
4 萬人骨搭建的白骨教堂*，提示您俗生短暫，教義永恆。
隨後前往位於布拉格東南部的王子獵宮。王子獵宮*是一座美麗的波希米亞式古堡，她的主人是奧匈帝國皇太子
斐迪南大公，他的遇刺直接導致了世界一戰的爆發。您可以看到城堡內有王子熱衷的豐富的中古時期兵器與獵物
等室內裝潢擺飾。
晚宿布拉格 Panorama hotel Pragu 或同級
早-
午--
晚-

布拉格---卡爾施泰因(卡爾施泰因城堡)---布拉格

14

早餐後前往卡爾施泰因城堡*是一座巨大的哥特式城堡，由
神聖羅馬帝國皇帝和波西米亞國王查理四世創建於 1348
年。這座城堡是保管王權標記以及波西米亞加冕王冠，神聖
的聖物和其他皇家財寶的地方。下午回到布拉格，可以自由
遊覽，為家人準備一份小禮品。
晚宿布拉格 Panorama hotel Prague 或同級

早-

午--

晚-

布拉格-機場經上海/北京/迪拜/莫斯科等口岸轉機香港
15

16

辦理退房手續後, 導遊根據航班時間接送各位貴賓到機場，搭乘航班經經上海/北京/迪拜/莫斯科等口岸轉機機飛
香港機場結束此次愉快旅程
宿航機上
早-
午-自理
晚-自理

經上海/北京/迪拜/莫斯科等口岸轉機香港散團
經上海/北京/迪拜/莫斯科等口岸轉機飛香港機場 航機安全抵達香港機場散團

溫暖的家

強烈建議客人凡參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自行購買或具備綜合旅遊保險
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旅客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障;
本團不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機票服務費及燃油附加費、行李保險、保管費及行李生小費(一間房
建議給 1 至 2 美元/次、酒店床頭小費一間房一天建議給 1 至 2 美元)等。
以上行程、餐食(早及正餐因應出車及航班時間安排餐盒)、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按照出入境口岸及
航班時間變動)只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參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臨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如旅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料，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料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作天之內出發的團，需要報名時給有關資料)，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旅客之預訂。一切責任，
本公司恕不負責。
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修訂)』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旅行
社如因『迫不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旅行社處理退款時可收取主要交通服務 供應商 (即航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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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司、郵輪公司、火車公司)等等因應旅行團取消而徵收的退票及手續費，確實金額以供應商之最終
回覆為準，及本社在處理團員退款時容許收取該指引所列明的手續費為 HK$2000/人(以上所述是本
公司所收取之手續費, 並不包括以下所述有關交通服務供應商所徵收之有關手續費)；詳情請
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TIC)的網站(www.tichk.org)。
如受塌坊影嚮需繞道前往或返回。所需支付之超公里費，由各團友分擔。
如遇匯率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來
回機場稅、保安費、航機燃油附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如稅
項減少，將會出發前向客人退回差額)，因此必須按數額支付給本社，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
繳付之訂金及已繳交之所有款項例不發還，也不得將訂金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如人數不足 25 位客人，本社不安排隨團領隊隨行，從出發開始請您有心理準備，需面對不同的語言，
例如：當地導遊一般只會說普通話或英語/司機一般只會當地語言/酒店服務員一般只會說英語或當地
語言/機上空中服務員一般只會說英語(導遊不跟客人乘機)/機場工作人員一般只會說英語或當地語
言/餐館服務員等等其他人員 一般只會說英語或當地語言，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
會另行通知客人。
即使只有兩人報名(3 人至 24 人都是相同解讀)，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
時成本、機票及酒店能否確認)，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不會再另行通知。
行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車遊、路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歷史、故事，只是方面
客人認識(或許會有一些錯誤，如果您方便敬請多多指導)，絕不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
意。
上述行程關鍵字連結有助於行程的瞭解，但也有可能會因字句在不同的詞句上，導致不同的表現。
僅供參考!
以上相片資料只供大家參考。
若單人報名，不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若行程的酒店遇到客房滿或政府徵用，會安排同級酒店內住，不另作通知。
遊覽(基本是中小型車及沒行李箱)狀況絕不能與東南亞線（如泰國、馬來西亞、新加坡…等）相提
並論，因當地對旅遊觀光事業的發展較為緩慢、認知較為不足請旅客旅遊時，先調適自己，這樣一
來相信您會有美好的旅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
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出發(因為步分貴賓是遲於30個工作天報名的)。
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
收退門票成本）(如博物館沒有開放側取消參觀，沒有費用退回。如遇『清真寺』休息日或回教節
日， 有關行程將改為門外拍照，客人不得籍故取消。以儘量不影響行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諒
解與配合!
所有因證件問而引致的延誤或額外開支，包括各項手續費等，均由顧客自付。
客人報名前，請仔細瞭解本公司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臨時取消細則、個人資料私隱政策聲明》
。
亦需要將以上資料轉述給其所有同行之人士。
優惠團報團時全額付清，本社恕不接受，所繳付之費用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出發日期。
優惠團如私人事故取消訂位或要求改期、扣除團費之100%。團員如在旅途中突然退出或不參予任何
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住宿等），均當作自動放棄論，所繳費用概不退還。
日出及日落不是我社能控制之內，請客人注意，如果沒有看到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領隊,導遊,司機)向旅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本公司認
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旅客自願參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不滿或損失，旅客應
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行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不會負責。
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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