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 INTER Europe

東歐名城「捷克&波蘭」
深度遊 7天

Eastern European Famous City
of Czech & Poland In-Depth Tour 7 Days

$

139

四星酒店

*

*

( 每人每天的團費
含車/住宿/導遊 )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18 Apr-30 Oct
买一送一促销团期(布拉格 Departs From Prague)
Buy 1 Get 1 free on: 2 May, 6 Jun, 4 Jul,1 Aug
團費按天算,玩幾天,算幾天,可全程參團,亦可部分參團,更可轉綫
Fixed day price, tours can be combined or jointly joined
English-speaking tour available on request

Day 1【每週六】布拉格Prague→弗羅茨瓦夫Wroclaw（330公里）
(可根据客人情况安排收费接机/接酒店/团前住宿 Pick-up from airport or hotel and
pre-accommodation can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guests' circumstances) 早上乘
坐旅遊車沿高速公路直驅波蘭第四大城弗羅茨瓦夫(Wroclaw)，次於華沙、克拉科夫和羅
兹，從前是各國軍政必爭之地，幸好在不同的文化冲激下，人們更相信學術，所以這城現
有11間國立大學，而由1902年開始至今，這城的諾貝爾獎得主就已經有10位。此地由130
座橋樑連結12個小島而成，她的市集廣場也是歐洲最美麗市集之一。到處都是藝術復興時
期的粉色房子，路邊的煤氣燈直到現在夜幕臨近時還是人工手動燃點的。住宿︰弗羅茨瓦
夫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Wroclaw or city nearby
Day 2【每週日】弗羅茨瓦夫Wroclaw→波茲南Poznan（175公里）

波茲南(Poznan)於波蘭歷史上有着很重要位置，梅什科一世把這裡作為波蘭統一後的第一
個首都，並於966年把天主教定為國教。現今的波茲南是貿易、工業及教育的中心，也是
波蘭第五大城市。歐洲老城區都是見證當地歷史的地方，遊覽老城廣場(Rynek Starego
Miasta)、市政廳(The City Hall)及聖斯坦尼斯羅斯教區教堂(Parish Church of St.
Stanislaus)，這教堂絕對是波茲南及至波蘭最美的巴洛克式教堂(Baroque Church)。住
宿︰波茲南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Poznan or city nearby
Day 3【每週一】波茲南Poznan→華沙Warsaw（310公里）
波蘭首都華莎在二戰時有80%的建築物被毀，然而今天卻一片繁盛。抵達後將暢遊名勝
與地標：戰後遺留的傷痕華沙猶太區遺址(Warsaw Jewish Quarter Ruins)、收藏蕭邦心
臟的聖十字教堂(Holy Cross Church)、前為科涅茨波爾斯基宮(Holy Cross Church)的總
統府(Presidential Palace, Warsaw)、勝利廣場與無名烈士墓遺址(Victory Square and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左手持盾右手持劍的華沙象徵美人魚像(Pomnik
Syreny w Warszawie)、居里夫人博物館(Maria Skłodowska-Curie Museum)及佔地超
過76公頃的皇家公園瓦津基宮(Palace on the Isle)等，並可以品嚐當地的特色美食。住宿
︰華沙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Warsaw or city nearby

Day 7【每週五】布傑約維采Ceske Budejovice→胡波卡城堡HlubokaNadVltavou
→卡羅維利Karlovy Vary→布拉格Prague（385公里）
出發前往卡羅維利(Karlovy Vary)，首先途經波希米亞最漂亮的白色城堡胡波卡城堡
(HlubokaNadVltavou)，位於布杰約維采市郊的伏爾塔瓦河畔赫盧博卡小鎮，原為捷克波
希米亞國王的私人領地，內裡的珍貴收藏非常豐富，有捷克最美城堡的美譽。下午抵達捷
克歷史最悠久的溫泉養生城市卡羅維利，區里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夏季涼爽，是休閒旅
遊勝地，避暑的好去處。這裡的溫泉資源十分豐富，處處可見溫泉(飲用水泉)。電影《
007：皇家夜總會Casino Royale》及《終極假期Last Holiday》也就是在此地的普普大
飯店(Grandhotel Pupp)「東歐最豪華的高級飯店」取景。遊覽後驅車返回布拉格。(可付
费送往机场或酒店 Transfer to airport or hotel at your own expense(Pre-book
only))

費用說明 Fee

澳币AUD

每人團費 Tour Fee per person
(雙人房 twin share)

139/天*7天=973

11岁以下小童不佔床
Children without bed

130/天*7天=910

單人房差Single Supplement
（每人每晚 per person per night）

85/晚*6晚=510

額外接送機服務:Extra transfer services
(每人每程,2人起,per personper way,min.2pax)

68

額外參團前後住宿Pre and post hotel
（双人房/晚 Twin share room per night）

170

團費包括
TOUR FEE INCLUDE

Day 4【每週二】華沙Warsaw→克拉科夫Krakow（300公里）
克拉科夫是波蘭重要的旅遊都市，也是波蘭第三大城市，其舊城區在1978年被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四處都是保存完整的歷史古迹，重要景點為中央市集廣場與波蘭王室的宮殿所
在「瓦維爾山Wawel Hill」，並有歷史悠久的國立克拉科夫雅蓋隆大學(National Krakow
Jageron University)。接着前往著名的地下宮殿維利奇卡鹽礦(Wieliczka Salt Mine)以「
鹽精」製作成的禮拜堂、水晶燈、祭壇及浮雕畫，是中世紀勞動藝術的結晶，實在令人讚
嘆不已。住宿︰克拉科夫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Krakow or city nearby

旅游车Coach、导游Tour Guide、
四星級酒店或以上,含歐陸式早餐
4 star hotel with continental breakfast

團費不包括
DOES NOT INCLUDE

小費（7歐元/人/天）
Compulsory tipping:€7
per person per day
午餐及晚餐 Lunch or dinner
景點門券 Entrances, any optional;

Day 5【每週三】克拉科夫Krakow→奧斯維辛集中營Oswiecim(Auschwitz)
→布爾諾Brno（335公里）

城市税City tax

早上前往「德國納粹囚禁猶太人集中營」奧斯威辛(Auschwitz),大門上「工作帶來自由」
的標語曾讓無數猶太人抱著希望走入，卻再也不曾離開。集中營於1941年10月開始興建，
佔地面積為175公頃，修建了300座木排房。現今集中營已改成博物館。午後前往捷克第
二大都市布爾諾(Brno)，是重要的工業城和鐵路樞紐。布爾諾擁有許多珍貴文化遺跡，在
山丘城堡、教堂和博物館中都可見證風華歷史。住宿︰布爾諾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Brno or city nearby
Day 6【每週四】布爾諾Brno→克魯姆洛夫Cesky Krumlov
→布傑約維采Ceske Budejovice（240公里）
離開布爾諾前往克魯姆洛夫(Cesky Krumlov)，讓時光倒回到文藝復興時期，她是由迷宮
似的小巷、裝飾華麗的排屋牆以及百花盛開的花園共同和諧交織著。同時又擁有中世紀的
酒館、小酒吧、畫廊和石墨礦，山城幸運地在五個多世紀以來平安地發展，因此她的建築
風格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遊罷繼而前往因著名的百威啤酒發源地而聞名被稱為「百
威小鎮」布傑約維采鎮(Budejovice)內遊覽美麗如畫的景色，參觀奧托卡二世廣場(Otoka
II Square)、參孫噴泉、市政廳、聖尼古拉教堂、黑塔。住宿︰布傑約維采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Ceske Budejovice or city nearby

自費項目OPTIONALS（團上支付）

景點票價
Entrance fee

自費項目
Optional

價格 COST

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30 PLN

維利奇卡鹽礦 Wieliczka Salt Mine

75 PLN

華沙皇家城堡 The Royal Castle of Warsaw

30 PLN

斯皮爾伯城堡(山丘城堡)Spilberk Castle

230 CZK

胡波卡城堡 Hluboka Castle

320CZK

克魯姆夫城堡 Chateau Cesky Krumlov

150CZK

百威啤酒廠Budweiser Brewery

150CZK

東歐名城「捷克&波蘭」深度遊 7天• 消費指南 【說明】團友可按個人喜好,決定是否參加用餐、景點或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但每人每天必須支付給導遊及司機小費共7歐元。景點票價僅供參考,票價以官方景
點現場為准。進城遊覽稅、住宿稅等必需徵收,請按價交現金給導遊，否則旅客不得乘巴士進城遊覽,大小同價�The optional price list function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your expenses during your trip. All prices shown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is subject to the current price on spot. Customers can decide to purchase excursion tickets or meal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s. Participating in any proposed excursion program is not mandatory. However,
each person must pay the tour guide and driver a gratuity of € 7 per day. Tourist tax, accommodation tax, must also be collected. Please pay these expenses in cash to the tour guide. Otherwise, passeng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the bus to the
city for sightsee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