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精华
德国
慕尼黑：
·皇家宫廷啤酒屋·新市政厅
福森：
·新天鹅堡
柏林：
·柏林墙·查理检查站
·勃兰登堡门·德国国会大厦
·胜利纪念柱·菩提树下大街
德累斯顿：
·圣母教堂·撒克逊墙·茨温格宫
·森佩尔歌剧院
萨尔斯堡：
·米拉贝尔宫和花园·马卡特广场
·小区广场·萨尔茨堡河
·主教座堂·莫扎特的诞生地

13天 最佳东欧之旅
+克鲁姆洛夫

哈尔施塔特：
·阿尔卑斯山村·哥特式天主教堂
·哈尔施塔特湖

第1天

奥地利

维也纳：
·圣斯蒂芬大教堂·维也纳市政厅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美泉宫
·潘多夫奥特莱斯购物村

匈牙利
布达佩斯：
·渔人堡·马蒂亚斯教堂
·英雄广场·无名战士墓

波兰
克拉科夫：
·瓦维尔山·瓦维尔城堡·旧城区
·瓦维尔大教堂·纺织会馆
奥斯威辛：
·奥斯威辛集中营
弗罗茨瓦夫：
·大教堂·中央集市广场
·旧市政厅·盐广场

捷克共和国

(EVIE13)

新加坡 ✈ 慕尼黑
- 机上用餐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搭乘班机飞往慕尼黑。

天主教堂坐落在哈尔施塔特湖西岸。 之后，
前往奥地利的音乐之都维也纳。

第2天

第4天

慕尼黑 - 福森 - 萨尔茨堡
- 晚餐 -

- 早餐, 维也纳烤三文鱼午餐, 晚餐 -

抵达后，开始巴伐利亚州的首府 - 慕尼黑观光
之旅，这里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和众多的博物
馆。 该市以其每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庆祝活动
和巨大的啤酒馆而闻名，其中包括成立于1589
年的著名的皇家宫廷啤酒屋。位于步行的旧城
区，玛丽亚广场是一个中央广场，拥有慕尼黑
新市政厅等地标，还有一个受欢迎的钟琴表演
。接下来，前往福森，参观（外观）新天鹅堡
。这是迪士尼睡美人城堡的灵感来源，也是世
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之后，前往
萨尔茨堡。

第3天

克鲁姆洛夫：
·克鲁姆洛夫城堡·旧城区
·伏欠塔瓦河

萨尔茨堡 - 哈尔施塔特 维也纳

布拉格：
·圣维特大教堂·布拉格城堡
·老城广场·天文钟·圣查尔斯桥

- 早餐，晚餐 -

膳食
10早餐，5午餐，6晚餐
风味餐: 维也纳烤三文鱼晚餐,
辣椒鸡午餐, 德国猪脚午餐

酒店住宿
10晚4星级酒店住宿

维也纳 - 布达佩斯

今天，开始萨尔茨堡观光之旅。欣赏美丽的
巴洛克式城市 - 沃尔夫冈 阿马德乌斯 莫扎
特的诞生地，也是世界上最多音乐节的城市
之一。 重温伟大杰作“音乐之声”。之后，
参观（外观）米拉贝尔宫和花园。宫殿是在
巴洛克时期，由当时的大主教王子沃尔夫 迪
特里希为他的情妇莎乐美和他们的15个孩子
所建造的。宫殿旁边是马卡特广场，在那里
您可以看到莫扎特住宅。其他景点包括小区
广场，萨尔茨堡河，主教座堂等等。 接下来
，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卡默古特山区的哈尔施
塔特村。 其16世纪的阿尔卑斯山庄和哥特式

14

早餐后，维也纳城市观光包括圣斯蒂芬大教
堂，俗称斯蒂芬大教堂，这是维也纳的天主
教大主教管区的主教堂和维也纳大主教的所
在地。 接下来，行车经过维也纳市政厅，建
于1872年至1883年，采用新哥特式风格。 参
观（外观）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庄严地环绕
着林荫大道，它无疑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歌
剧院之一。 接下来，参观美泉宫，这里是最
重要的文化古迹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下午，前往潘多夫奥特莱斯
购物村购买国际时尚精品，村内拥有众多时
尚品牌的特别优惠。之后，前往“东欧巴黎
” - 布达佩斯。
注：购物村开放日期和开放时间以官方网站为准

第5天
布达佩斯
- 早餐, 辣椒鸡午餐 今天早上，布达佩斯观光包括渔人堡，这是
一个最受欢迎的观景点。 在中世纪时期，鱼
市场就在附近，建造堡垒是为了纪念保护这
个城市的渔民。 七个帐篷般的炮塔象征着公
元896年抵达喀尔巴阡山脉流域的七个匈牙
利部落。接下来，参观（外观）罗马天主教
会马蒂亚斯教堂。参观英雄广场，布达佩斯
其中一个主要广场。 以其标志性的雕像建筑
而闻名，其中包括马扎尔人的七位酋长和其
他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以及无名战士墓。

第6天
布达佩斯 - 多纳瓦利 克拉科夫
- 早餐，晚餐 今天经过塔特拉山（波兰阿尔卑斯山）的多
纳瓦利前往斯洛伐克。那里的农民仍住在传
统的木屋里，熊在森林里疯狂地漫步。 它是
沿着边界喀尔巴阡山脉的最高点，在那里可
以看到最原始的自然壮丽景观。

第7天
克拉科夫
- 早餐, 午餐 开始克拉科夫 -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诞生地
的观光之旅。前往瓦维尔山参观瓦维尔城堡
，并听到传说中关于龙的故事。 接下来，参
观旧城区和中世纪的纺织会馆。这里有许多
的商店和餐馆等比比皆是。

第8天
克拉科夫 - 奥斯威辛 弗罗茨瓦夫
- 早餐, 午餐，晚餐 今天，前往奥斯威辛。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在地。参观
奥斯威辛一号营区。集中营最主要的目的是
进行杀害犹太人或是对其收容者进行极为严
苛的工作、集体处决或是进行不人道的人体
实验。犹太人所面临的残忍暴行是难以形容

的。之后，前往前欧洲文化之都 - 弗罗茨瓦
夫。了解其复杂的历史，并参观一些最重要
的景点，包括弗罗茨瓦夫大教堂，中央集市
广场，旧市政厅和盐广场 - 前中世纪的市场
，现在是花卉市场。

第11天

第9天

前往捷克共和国南波希米亚地区的捷克克鲁
姆洛夫。其历史旧城区以捷克克鲁姆洛夫城
堡为中心，自1992年以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遗产。之后，返回布拉格。

弗罗茨瓦夫 - 柏林
- 早餐, 德国猪脚午餐 早餐后，前往德国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 - 柏
林。前往柏林墙，一个用来标记东柏林和西
柏林边界28年的露天画廊。在寒战期间，查
理检查站是东德和西德之间的三个过境点之
一。行车经过东柏林最著名的街道，菩提树
下大街前往勃兰登堡门，德国国会大厦和
210英尺高的胜利纪念柱拍照留念。

第10天
柏林 - 德累斯顿 -布拉格
- 早餐 今天早上，前往萨克森州前首府 - 德累斯顿
。 先到圣母教堂拍照，然后观赏长一百零二
米，迈森瓷砖拼成《贵族队列图－萨克森 韦
廷公爵的游行》的撒克逊墙。接下来，参观
（外观）茨温格宫，这是巴洛克晚期在德国
最完美典范的建筑。 森佩尔歌剧院的美丽设
计令人印象深刻，它是唯一一座在德国以其
建筑师的名字而命名。之后，前往布拉格。

注意：
1. 行程次序或因宗教活动，未曾遇见的气候状况而有所更动。
如有任何更动，恕不另行通知。
2. 所有订单都以旅游行程宣传册的附带条件和条款为标准。
3. 如有包含门票，将特别注明。
4. 每团至少20位成员才能铁定出发。如团体少于20位成员，
中欧航旅将保留决定权来操作或取消行程，成员必须接受该安排。
5. 旅程都以英语讲解。
6. 所有的酒店评级均以当地为标准。
如遇当地酒店客满等因素，将以同等级的酒店取代。

7.
8.
9.
10.
11.
12.
13.

布拉格 - 克鲁姆洛夫 布拉格
- 早餐, 晚餐 -

第12天
布拉格 - 慕尼黑 ✈ 新加坡
- 早餐, 机上用餐 开始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 布拉格
观光之旅。 这是波西米亚布拉格首都，成立
于公元928年。这座城市的美丽令人着迷，
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参观（外观）圣
维特大教堂，教堂位于拥有1000年历史的布
拉格城堡内。 接下来，漫步于鹅卵石铺成的
街道前往旧城广场，可以看到著名的天文钟
和圣查理大桥。之后，送往机场搭乘航班返
回新加坡，并希望您同中欧航旅共享美丽的
回忆。�

第13天
抵达新加坡

在公共假期和特别节日期间，住宿地点可能无法在上述城市内。
中欧航旅建议您购买旅游保险，为您的旅游做个保障。
所有航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果中文及英文行程不一致，请以英文版本为标准。
房型是根据酒店的分配。中欧航旅不负责所分配到的房型差异。
自费项目是由客人自由选择和付费。
在您参观宗教场所时，理应穿着适当得体。如果被拒绝参观，中欧航旅将
不负责。如果宗教场所因为维修和／或地方当局和／或宗教活动而对外
关闭，则没有替代景点。
14. 旅费不包括每日欧洲市区税：$1－$5欧元，团友将自行付费于相关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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