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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波西米亚风情 

奥捷双国 9 天 8 晚精品团 
 

行程概述 

 旅行时间：2018年 02月 15日-2018年 02月 23日 

 出行天数：9天 8晚 

 旅行城市：维也纳-瓦豪-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皮尔森-玛利亚温泉市-卡罗维发利-布拉格-黛丝-维也纳 

 参团人数：6人 

 签证需求：奥地利申根签证 

 地接报价：1258欧/人 

 

产品特色 

 

日程安排 

D 1 

2.15 

周四 

 维也纳 

提前一天抵达维也纳（可安排接机/火车），15:00 后可办理酒店入住。放下行李，即可提前开始旅程。推荐漫步：百

水公寓、金色大厅、史蒂芬大教堂 

维也纳,“音乐之都”、“建筑之都”、“文化之都”,又因为环境优美被称为“多瑙河的女神”,这样的地方怎能不让

人向往? 

交通：9座车 用餐：×××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Hotel 或同级 

D 2 

2.16 

周五 

维也纳 瓦豪 克鲁姆洛夫 布杰约维采 226km 

早上导游酒店接团，前往多瑙河沿岸的瓦豪河谷和欧洲最美小镇克鲁姆洛夫参观，午餐自理。晚餐（六菜一汤）后前往

布杰约维采住宿。 

【瓦豪河谷】 

奥地利瓦豪河谷是多瑙河谷最为俊美深邃的一段，无论是青山之巅的古堡和修道院，山野间整齐的葡萄种植园，还是山

林中若隐若现的村落小镇，都恰到好处得点缀在幽幽山谷之间，多一分太做作，少一份太平淡。 

【CK小镇】 

克鲁姆洛夫（又名 CK 小镇）是欧洲的桃花源，波西米亚王国遗留的红色小城。它被宽阔蜿蜒的伏尔塔河环抱着，在河

谷的对岸以城堡为中心的中世纪城市一望无边，满目的红瓦房子高低起伏。在小镇的外围，你可以看到克鲁姆洛夫最明

显的地标，古堡塔。 

【克罗姆洛夫城堡】 

克鲁姆洛夫城堡始建于 13世纪，城堡内的彩塔 ck小镇的制高点。登上古堡，俯瞰小镇，橙黄色的屋瓦，错落有致的屋

顶，高耸的教堂，无边无际的绿地，蜿蜒的小河，深沉的蓝天与轻柔的白云，如梦如幻，美得令人窒息。从拱形的窗口

看过去，CK像是一幅幅的画，而你，就是这幅画的作者。 

【百威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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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杰约维采是捷克南波希米亚州的首府，百威啤酒的故乡，老城区里遍布奇妙的巴罗克式建筑。13 世纪起该地就以酿

造啤酒而知名，百威啤酒就源于此，因此又被称为百威小镇。这里有一座迷人的中世纪老城，老城区有一个中心广场，

广场周边是巴洛克和文艺复兴式样的漂亮建筑群。街道两边尽是保存完好的中世纪风格建筑，它们形态各异、色彩鲜明

却相互协调。 

交通：9座车 用餐：早×晚 酒店：Clarion Congress Hotel Č eské Budě

jovice 或同级 

D 3 

2.17 

周六 

布杰约维采 皮尔森  玛利亚温泉市  213km 

酒店早餐后，驱车前往捷克著名的啤酒城皮尔森游玩，参观啤酒厂。捷克当代口头禅之一是:“啤酒造就好身材。”到

了啤酒之城，也不妨点杯啤酒在露天的小酒馆畅饮，好生惬意。午餐享用简式西餐。随后前往温泉小镇玛利亚温泉市。 

【皮尔森】 

皮尔森是捷克西部城市，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全世界啤酒巨头中以你酿存啤酒（Lager)的发源地而闻名，号称

“永恒泡沫之泉”。虽然皮尔森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工业城市，但却拥有一个迷人的老城区，以宽阔的 Nam Republiky

广场为中心，四周环绕着树木成排的花园。 

【玛利亚温泉市】 

玛利亚温泉市并不是一座旅游城市，但它却非常适合那些喜爱温泉或耽于安详的人们停留，以温泉著名。静卧在神秘波

西米亚森林中的温泉乡，紧邻伏尔塔瓦河支流特普拉河，华丽的巴洛克建筑与精致的温泉回廊，散发出柔美迷人的气息。

市内有多种矿泉水，可沐浴和饮用，现在是欧洲风景最优美的温泉乡之一，浪漫音乐家华格纳及德国文豪歌德更为此着

迷，点上薄暮里的华灯，更添迷人风采。 

交通：9座车 用餐：早中× 酒店：Villa Savoy 或同级 

D 4 

2.18 

周日 

小镇 卡罗维发利  布拉格 185KM 

酒店早餐后前往丘陵之中的一座安静的小城，卡罗维瓦利游览。午餐自理。之后前往游览浪漫之都布拉格，享用特色捷

克烤鸭餐，夜宿布拉格。 

【温泉回廊】 

19 世纪时为了让前来修养的旅客能够轻松取用泉水，因此特别设计一座座回廊，串连起十几口温泉出水口，人们得以

在悠闲的散步过程中逐一品尝。温泉回廊主要分布在提伯拉河的右岸，从北到南分别为公园温泉回廊、磨坊温泉回廊、

市场温泉回廊，以及瓦杰迪洛温泉回廊。 

【黄金小巷】 

黄金巷位于布拉格城堡内，是一条受到保护的中世纪风格的小巷。其街名来源于 16 世纪的炼金术师，传说他们想在这

里炼制黄金。整条街相当精致可爱，具有童话般的外观和柔和的色调，小巧的门和窗，低的屋顶和许多烟囱很受游客喜

爱。著名的捷克犹太作家卡夫卡在这条街的第 22号公寓租住了两年，因为这里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 

【跳舞的房子】 

跳舞的房子是由加拿大知名建筑师法兰克·盖瑞，与捷克建筑师弗拉多·米卢尼克合作设计的。房子造型充满曲线韵律，

蜿延扭转的双塔就像是两个人相拥而舞，因此被称为“跳舞的房子”。这座在建成时备受争议的房子，在现在，居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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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景点。喜欢建筑的盆友们不妨前往一看。 

交通：9座车 用餐：早×晚 酒店：Carlton Hotel 或同级 

D 5 

2.19 

周一 

布拉格 

早餐后开始探索让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布拉格。徜徉在伏尔塔瓦河畔，踏着历经千年的石板小路登上布拉格城堡，走过中

世纪的查理大桥, 在夕阳下俯瞰整座城市,红色房顶，如诗如画。午餐享用六菜一汤，晚餐敬请自理。 

【布拉格城堡】 

布拉格城堡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的丘陵上，处于整个城市的制高点。从布拉格城堡，可以观赏到整个城市的全景。每当

日落时分，七彩的晚霞映在布拉格鲜艳的红色屋顶，构成一幅魅力非凡的油墨画，只要一眼，绝对惊艳万千！ 

【天文钟】 

在老旧市政厅的南面墙上的天文钟，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拍照，一同仰望这座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大钟。整

个钟的造型十分精美，根据当年的地球中心说原理设计。上面的钟一天绕行一圈，下面的一年绕一周，每天中午 12点，

天文钟上，那十二尊精美的耶酥门徒像从钟旁依次现身，六个向左转，六个向右转，随着一声雄鸡的鸣叫，窗子关闭，

报时钟声响起。 

【查理大桥】 

横跨在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桥，连接着两端的布拉格城堡和旧城区。虽然中世纪骑士们走过桥梁的威武场景已经不复

存在，而对于慕名前来的游客来说，光是在桥面上漫步徜徉、任自己在氤氲弥漫的历史点滴中投降受俘，也已足够令他

们深感满足。 

【布拉格旧城广场】 

老城广场已有 900 年的历史，许多电影都把这里描绘成浪漫的发源地和爱情的滋生池。一曲《布拉格广场》--“我就站

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了这里（PS：这里并没有许愿池）。不过抛开这些天真的想

象，老城广场的魅力仍然不可小觑。这座完好的保留了中世纪风貌的广场周围遍布美丽的建筑，巴洛克式，哥特式，罗

马式，洛可可式，不一而足。 

交通：9座车 用餐：早中× 酒店：Carlton Hotel 或同级 

D 6 

2.20 

周二 

布拉格 黛丝 维也纳  134KM  

酒店早餐后前往小巧精致的黛丝古镇，可以在周边的咖啡店小憩，午餐自理。之后驱车前往被古典乐包裹的维也纳。享

用特色鱼排餐，夜宿维也纳。 

【黛丝古镇】 

三面被湖水围绕的黛丝古镇小巧精致，人口不到 5000 人。周围的房子有着捷克式的文艺复兴风格，跟普通大柱子的房

子不一样，它有自己捷克的风格，小镇的风格。不妨安安静静坐下来，喝个咖啡吃个冰激凌，细细品味一下它与其它小

镇不一样风味的感觉。 

【圣彼得教堂】 

维也纳圣伯多禄教堂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座古老的罗马天主教堂，建筑风格为巴洛克式，面向西南方，距离格拉本

大街颇近，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事件。铜绿色的穹顶加上白色花纹的墙面，入内更是别有洞天，虽在百年前被大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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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之后按照梵蒂冈圣彼得教堂重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亮金金繁复的花纹壁式紧紧的靠在一起，在小小的空间里却

不显拥挤。 

【普拉特游乐场】 

色彩斑斓的普拉特游乐场位于多瑙河与多瑙运河中间。游乐场最著名的设备是建于 1897 年的“百年摩天轮”。很多电

影中都曾出现过它的身影，最让人熟知的莫过于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爱在黎明破晓时》。在电影中，男女主角就是在

这座摩天轮上，于日落时分浪漫接吻。也因为这部电影，不少人在去到维也纳之前脑海里充斥着无数关于偶遇的浪漫憧

憬呢。 

晚上入住维也纳酒店。 

交通：9座车 用餐：早×晚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Hotel 或同级 

D 7 

2.21 

周三 

维也纳  

早餐后，可以自由活动，午餐自理。13 点导游结团，开启“多瑙河女神”维也纳城市之旅，品味中世纪巴洛克色彩渲

染下的这座城市。来维也纳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无论你是否懂得怎么听古典乐，你都会被城市无所不在的音乐气氛感

染。在这里，音乐没有门槛，音乐就是生活。享用晚餐（简易西餐）后，聆听音乐会。 

【美泉宫】 

美泉宫得名于一眼泉水，这里原是一片开阔的绿地。有一次马蒂亚斯皇帝狩猎至此，饮一泉水，心神清爽，便称此泉为

美丽泉。1743 年，玛丽姬特蕾西亚女王下令在此建宫，这里便出现了气势磅礴的宫殿和巴洛克式花园。面积 2.6 万平

方米，仅次于法国凡尔赛宫，是欧洲第二大宫殿。 

【英雄广场】 

英雄广场位于维也纳市的心脏地带，是维也纳市区的主要景点之一。广场周围和附近有霍夫堡宫、总统府、总理府、维

也纳市政府、议会大厦、自然历史博物馆、艺术史博物馆等景点。因广场上有两位分别打败了土尔其军队和拿破伦军队

的欧根亲王和卡尔大公两位奥地利英雄而得名。 

【百水公寓】 

百水公寓是才华横溢的奥地利犹太裔画家兼建筑师百水先生与维也纳市政府合作设计建造的一座示范公寓，于 1986 年

完工。公寓最大的特征是用童话式的艺术观点和扭曲不对称的造型，加上五彩缤纷的色调所建造而成，令人目不暇接。

在周围众多灰蒙蒙的建筑中独树一帜，突出了协和、个性化和人性化。当初建造的宗旨是建造一座适合人居住由顺应自

然生态规律的环保建筑，要在屋顶上种植绿色植物。所以，百水公寓的墙面上被植物所覆盖并被赋予斑斓的色彩。 

交通：9座车 用餐：早×晚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Hotel 或同级  

D 8 

2.22 

周四 

维也纳  

早餐后继续游览维也纳，乘坐多瑙河别样角度看音乐之城，游船含晚餐。午餐敬请自理。 

【霍夫堡宫】 

霍夫堡皇宫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宫苑，坐落在首都维也纳的市中心。自 1275年至 1913年间，经过多次修建、重建，

最终才演化成了现在这个由 18 个翼、19 个庭院和 2500 个房间构成的迷宫。茜茜公主博物馆的六个展厅内陈列着大量

来自皇后寝宫的真品和一些服饰的复制品，可以通过这些探寻追寻茜茜公主生活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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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歌剧院】 

维也纳国立歌剧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素有“世界歌剧中心”之称，也是维也纳的主要象征。维也纳国家歌

剧院是世界四大歌剧院之一。歌剧院始建于 1861 年，历时 8 年完工，坐落在维也纳老城环行大道上，原是皇家宫廷剧

院。 

交通：9座车 用餐：早×晚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Hotel 或同级  

D 9 

2.23 

周五 

维也纳 

酒店早餐后安排送机，结束美好的旅程。（12:00 前退房，可安排送机/火车） 

交通：9座车 用餐：早×× 酒店：×  

 

推荐活动参考 （需自费） 

 

活动 说明 参考价格 

捷克克鲁姆洛夫城堡 门票 100-250捷克克朗 

胡波卡城堡 门票 150 捷克克朗 

百威酿酒厂 门票 
周一至周五，70 捷克克朗；周末为 100

捷克克朗；品尝啤酒另收 22捷克克朗。 

普拉特游乐场 门票 单个项目 2-15欧不等，进入游乐场免费 

科隆大教堂 门票 
教堂：免费；登塔楼：成人 4欧元；珍宝

馆：成人 6欧 

国立歌剧院 门票 参观票 9欧 

以上所列项目均是建议性项目，客人本着“自愿自费”的原则选择参加，部分项目参加人数不足时，则可能无法成行或费用

做相应调整。门票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日景点挂牌价为准。 

 

 

价格明细 

欧洲地接

报价包含 

1.酒店：四星级酒店 8晚，标准双人间，含税； 

2.用餐：8顿入住酒店的西式早餐；3顿特色餐（捷克烤鸭套餐、维也纳鱼排餐，多瑙河游船餐）；4顿行程中

所列明的团餐； 

3.用车：全程 7-9座商务车，欧洲各城市间进城费、过路费、隧道费、油费、停车费和空返费； 

4.司导：一名中文司兼导，含司导工资，小费，服务费，餐标以及住宿补贴； 

5.含以下景点首道门票：皮尔森啤酒厂、黄金小巷、布拉格城堡、美泉宫、霍夫堡宫； 

6.其他：维也纳聆听一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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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本行程在实际游览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车辆和导游为您服务，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本产品行程实际出行中，在不减少景点且征得客人同意的前提下，导游、司机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

况，对您的行程进行适当调整（如调整景点游览顺序等），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如因不可抗力等因素确

实无法执行原行程计划，对于因此而造成的费用变更，我社实行多退少补，敬请配合。 

 依照欧共体法律规定，乘客运营司机工作时间限制为 10小时之内（2小时行车后需 15分钟的休息，4小时

行车后 30分钟休息）；故我公司按照此规定通常安排行程为早 8：30出发直至 18：30结束行程；特殊节

假日，行程晚开始晚结束。 

 有关行程以外的自费项目请事先同导游达成价格上的协议，问清票价和加班费情况，然后再选择是否前

往，如若发生争议，公司不负责行程以外的纠纷。行程确认后公司杜绝导游和司机贩卖景点，也不允许

客人自行要求司机导游更改行程，行程确认后，所有的更改（非不可抗拒的原因如地震，水灾，战乱等发

生）均需经过境内，境外组团接团社的协商。若因违反此协议引起客人与司机导游或对行程引起的争议公

司不负责任。 

 团队行程中，非自由活动期间，不允许提前离团或中途脱团，如有不便敬请谅解。 

 所有涉及酒店最终以我公司的“出团说明书”为准。 

 欧洲团队酒店标准： 

（1）行程中所列酒店星级标准为当地酒店评定标准； 

（2）欧洲习惯吃简单的早餐，酒店提供的早餐通常只有面包、咖啡、茶、果汁等； 

（3）欧洲的三、四星级酒店大堂都比较小，电梯每次只能乘坐两个人和行李，有些酒店没有电梯； 

（4）欧洲有些酒店的双人标准房会设置一大一小两张床，方便有小孩的家庭游客；还有些酒店双人房只

设置一张大的双人大床，放置双份床上用品，有时是二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用时可拉开； 

（5）由于各种原因如环保、如历史悠久、如欧洲气候较温和等，较多酒店无空调设备。 

 因当地经济条件有限，交通、酒店服务及设施、餐饮等方面与发达城市相比会有一定的差距，敬请谅解。 

 本产品全程不提供领队服务，在旅游目的地由当地导游提供相关服务。 

 本产品线路行程如包含购物店，您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 

违约条款 

 行程前 45 日至 30 日退团，收取旅游费用总额 30％的违约金。 

 行程前 29 日至 15 日退团，收取旅游费用总额 50％的违约金。 

 行程前 14 日至出发当日退团，收取旅游费用总额 100％的违约金。 

 

出行须知 

 我司将在出行前 3天向您发送《出团通知书》，如未收到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 

 请在导游约定的时间到达上车地点集合，切勿迟到，以免耽误其他游客行程。若因迟到导致无法随车游

览，责任自负，敬请谅解。 

 游泳、漂流、潜水、滑雪、溜冰、戏雪等活动项目，均存在危险。参与前请根据自身条件，并充分参考当

地相关部门及其它专业机构的相关公告和建议后量力而行。 

欧洲地接

报价不含 

1. 单间差：380欧元/人； 

2. 行程费用包含以外的其余用餐； 

3. 行程费用包含以外的景点门票； 

4. 机票费用，签证费用； 

5. 一切私人费用（例如洗衣、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宵夜、酒水、邮寄、机场和酒店行李

搬运服务、购物、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6. 因个人疏忽、违章或违法引起的经济损失或赔偿，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一切费用； 

7. 因气候或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更改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 

8.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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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大多数教堂可免费入内参观，若时间允许您也可排队入内参观。 

 旅游团队用餐，旅行社按承诺标准确保餐饮卫生及餐食数量，但不同地区餐食口味有差异，不一定满足游

客口味需求，敬请见谅。 

 购物说明： 

（1）全程不强制购物； 

（2）游客在指定购物店中为自愿购物，所购商品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 

（3）行程规定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这类购物店不属于旅游定点商店，若商品出现质量问

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4）游客自行前往的购物店所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行程中涉及的购物点购物自愿，购物时请您务必谨慎，请在付款前仔细查验，确保商品完好无损、配件齐

全并具备相应的鉴定证书，明确了解商品售后服务流程。购买后请妥善保管相关票据。 

 欧洲团队退税说明：退税是欧盟对非欧盟游客在欧洲购物的优惠政策，整个退税手续及流程均由欧洲国家

控制，经常会出现退税不成功、税单邮递过程中丢失导致无法 退税等问题，我们会负责协调处理，但无

法承担任何赔偿。另外游客未在旅游团指定商店购物造成未能退税，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导游有责

任和义务协助游客办 理退税手续,导游应详细讲解退税流程、注意事项及税单的正确填写。但是如果因

为游客个人问题（如没有仔细听讲、没有按照流程操作、没有按照流程邮寄税单） 或者客观原因（如遇

到海关退税部门临时休息、海关临时更改流程、税单在邮寄过程中发生问题商家没有收到税单等）在退税

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您被扣款、无法 退钱、退税金额有所出入等情况，旅行社和导游仅能协助您积极

处理，并不能承担您的损失，请游客们理解。 

 请您严格遵守境外旅游目的地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切勿从事象牙等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交易或携带相

关物品，避免因触犯法律损害自身利益。 

 根据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将燕窝、新鲜

水果、蔬菜、动物源性中药材、转基因生物材料等列入严禁携带或邮寄进境项目，敬请知晓。 

 欧洲行程中如遇周日或节假日商店不营业，敬请谅解！ 

其他说明 

 客人在团队执行当中若对导游，酒店，餐等有不满意，请马上反馈给公司，以便及时解决问题。凡回国后

发生一切投诉，本公司概不负责。 

 请客人保管好个人物品，旅途中任何时间地点遗失物品都与本公司无关，请在失窃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到

警察局报案。 

 

支付信息  

 银行转账： 

    户 名：厦门开元周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账 号：4100 0207 0922 4873 457 

    开户行：工商银行厦门思明支行 

 

 支付宝转账： 

caiwu@kaiyuan.cn 

厦门开元周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