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東歐】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拉迪斯拉發+布達佩斯+克拉科
夫+華沙 10日8晚遊

產品資訊
團號

BERWAW10

出發城市

柏林 Berlin
布拉格 Prague、維也納 Vienna、

目的地城市

華沙 Warsaw

途經地點

布拉迪斯拉發 Bratislava、克拉科夫
Krakow

行程天數

10 天 8 晚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交通工具

汽車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399 / 人

兩人入住：$1999 / 人

出發班期
2021：11月20日
2022：1月15日、2月10日、3月5日、4月22日
9月19日、4月22日旺季出發班期，需額外加收$200每人（售價已含）。

產品特色
【東歐6國】10天暢遊德國、捷克、奧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一次盡覽東歐風光。
【6國首都】走進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拉提斯拉法、布達佩斯、華沙，探訪6國心臟城市。
【風情小鎮】被稱為“柏林後花園”的波茨坦、被譽為歐洲最美麗城市之一的德累斯頓、世界文化遺產-克魯
姆洛夫和克拉科夫、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哈爾施塔特。
【入內美泉宮】唐嫣&羅晉大婚地，茜茜公主的最愛。
【入內漁人堡】環境優美、風景秀麗，鳥瞰布達佩斯全城風光。

【特色美食】捷克著名的料理之一的鱒魚餐、可一邊品嘗美食一邊觀看匈牙利民族舞蹈的歌舞晚宴。
【品質出行】中文導遊，專業外籍司機，空調大巴車，4星酒店住宿，包含早餐和13頓正餐，包含人身意外傷
害保險。
【包含門票】已包含布拉格城堡套票、漁人堡門票、美泉宮門票和中文耳機講解，其餘項目您可自由選擇參
加。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柏林勃蘭登堡機場 (BER)；
免費接機時間點為：14:00 17:00 20: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
合時間，逾時不候。如錯過班車，請等候下一班；錯過20:00的班車，請自行前往酒店。
離團地點
華沙弗裡德里克·蕭邦機場 (WAW)；
請預定14:00以後起飛的航班。

行程介紹

Day 1

居住地 - 飛機 - 柏林

全天
今天我們將從美國出發，前往德國柏林，開啟探秘東歐之旅。
晚上
酒店：飛機上

Day 2

柏林

上午 早餐
自理
下午 午餐
自理
晚上 晚餐
自理
全天
下午抵達德國柏林國際機場，導遊接機送往酒店休息。
接機須知：

1. 免費接機時間點為：14:00 17:00 20: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
時間，逾時不候。如錯過班車，請等候下一班；錯過20:00的班車，請自行前往酒店。
晚上
入住城市：柏林 Berlin
酒店：Abba Berlin Hotel 或 同級

Day 3

柏林 - 汽車 - 波茨坦 - 汽車 - 德累斯頓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下午 午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晚上 晚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德國的首都柏林，也是德國的政治、文化、交通及經濟中心。在這裡，我們可以感受歐洲都市的
繁華喧囂，重溫歐洲大事件的輝煌歷史。隨後前往波茨坦，這裡有不計其數且風格獨特的宮殿和花園，是名副其
實的“柏林的後花園”。
行程安排：
柏林市區遊覽（1小時）：勝利紀念柱 → 勃蘭登堡門 → 帝國大廈舊址 → 柏林大教堂 → 柏林牆遺址
波茨坦遊覽（1小時）：波茨坦老城城門（30分鐘）→ 紅磚山牆“荷蘭村”（30分鐘）
全天
勝利紀念柱 Berlin Victory Column（外觀）
勝利紀念柱是柏林的一座著名紀念性建築，1864年為慶祝普魯士在普丹戰爭中獲勝而興建。頂端的勝利女神雕像
是後來加上去的，她象徵著自由，帶著德國人民的夢想，指引德國走向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 Gate（外觀）
又稱命運之門，建於1791年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砂岩建築，它是東西德分裂的歷史見證，是柏林的標誌，也是德
國的國家標誌。以雅典衛城城門為藍本，門頂上是張開翅膀的勝利女神駕駛四輪馬車的銅像，這一切都象徵著戰
爭的勝利。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它成為了兩德統一的象徵。
帝國大廈舊址 Reichstag building（外觀）
國會大廈位於柏林市中心，於1894年建成，在德意志帝國和魏瑪共和國時期即是國家議會的會址，現為聯邦議會
的所在地。經歷了又一輪重修，增加了一個特別的玻璃穹頂，穹頂由12根圓柱支撐，通過一個鋪滿玻璃鏡的倒置
圓錐體將日光照射到議院的整個大廳。
柏林大教堂 Berlin Cathedral（外觀）
柏林大教堂是基督教路德宗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國霍亨索倫王朝的宮廷教堂。建築風格為巴羅克式和文藝復興
式，內飾極為華麗，白金色調為主，但只有少數房間對外開放。地下為王室陵墓，其中較珍貴的是大選帝侯及夫
人Dorothea，弗裡德里希國王一世及王后索菲·夏洛滕的棺材價值連城。
柏林牆遺址 Berlin Wall

當年，東德為築起這堵柏林牆，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如今，殘留的柏林牆上有來自於全世界181位畫
家的漫畫創作，較為醒目的一幅是昂納克和勃列日涅夫接吻的鏡頭。
波茨坦老城城門
三座富麗堂皇的城門是波茨坦老城的標誌：勃蘭登堡門是紀念七年戰爭勝利的凱旋門，獵宮門的名字源自城市北
部的侯爵獵宮，還有瑙恩門，它是波茨坦內城的熱門聚會地點，呈現出英國新哥特式的典型風格。
紅磚山牆“荷蘭村” Dutch Quarter
這裡有建於18世紀的100多間紅磚荷蘭式建築，彌漫著愜意的氛圍和輕鬆的生活格調，雅致的後院、咖啡館、別
致的小酒館和先鋒派畫廊都在等待你的光臨。
晚上
酒店：NH Dresden Neustadt 或 同級

Day 4

德累斯頓 - 汽車 - 布拉格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下午 午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晚上 晚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全天
今天我們將參觀被譽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的德累斯頓。德累斯頓曾長期是薩克森王國的都城，擁有數百年的
繁榮史、燦爛的文化藝術，歐洲城市綠化率比較高和擁有眾多精美的巴羅克建築，又被稱為“易北河上的佛羅倫
斯”。隨後前往捷克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布拉格。布拉格的建築給人整體上的觀感是建築頂部變化特別豐富，並
且色彩極為絢麗奪目，號稱歐洲至為美麗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球第一個整座城市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
德累斯頓市區遊覽（30分鐘）
布拉格市區遊覽（3小時）：入內參觀布拉格城堡區（30分鐘）→ 入內參觀聖維特大教堂（30分鐘）→ 入內參觀
黃金巷（15分鐘）

全天
布拉格城堡區 Prague Castle
建於9世紀，該城堡被聯合國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在城堡山的觀景台俯瞰籠罩在色陽光下的布拉格，伏爾塔瓦河從
城中穿過，高高低低的塔尖連城一片，整個城市金碧輝煌、格外美麗。
聖維特大教堂 St. Vitus Cathedral
聖維特大教堂曾是歷代皇帝舉行加冕典禮的地方，在歐洲建築史上有「建築之寶」的美譽，如今在教堂內還收藏
有十四世紀神聖羅馬帝國波希米亞國王查理四世的純金皇冠、金球及權杖。
布拉格黃金巷 Golden Lane
黃金巷是布拉格城堡中有名的景點之一。它雖然名為“黃金”，但並非由黃金打造，而是古時打造金器的工匠們
居住的地方；因聚集不少為國王煉金的術士，因而有此名稱。

晚上
酒店：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 或 同級

Day 5

布拉格 - 汽車 - 克魯姆洛夫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下午 午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晚上 晚餐
捷克風味鱒魚餐
鱒魚餐是捷克著名的料理之一，煎到金黃的鱒魚香氣四溢，配上當地主食馬鈴薯就成為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佳餚。來到波希米亞，您絕對不能錯過這個難得的鮮美滋味！
全天
今天我們將繼續遊覽布拉格。隨後前往世界文化遺產城市：克魯姆洛夫。
行程安排：
布拉格遊覽（1小時）：查理大橋（15分鐘）→ 外觀布拉格舊市政廳（30分鐘）
克魯姆洛夫遊覽（2小時）
全天
查理大橋 Charles Bridge
建于十四世紀，全長520公尺，橋的兩旁聳立著30尊出自17-18世紀藝術大師之手的雕像，被歐洲人稱為“歐洲的
露天巴羅克塑像美術館”。現今它已然成為了布拉格景點的代表，常有人說“走過這座橋才算來過布拉格”。
布拉格舊市政廳 Old Town Hall (Prague)
舊市政廳位於老城廣場，古老的中世紀建築群中是其中小有名氣的一座。作為旅行的必逛之地，不能錯過的是看
外牆那個鼎鼎大名的天文鐘，天文鐘每小時正點會報時，吸引無數遊客參觀。
克魯姆洛夫 Cesky Krumlov
又名CK小鎮，於199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伏爾他瓦河倒S型的河灣，將古城分為城堡區，
下游谷地及舊城區三部分。走進這座歐洲美麗的中古小城，時間仿佛停留在十八世紀，這充滿中世紀迷人氣息的
小鎮，白牆、紅瓦、石板路處處可見，令人陶醉其中。
晚上
酒店：Bellevue Hotel Český Krumlov 或 同級

Day 6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下午 午餐
中餐

克魯姆洛夫 - 汽車 - 哈爾施塔特 - 汽車 - 維也納

晚上 晚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全天
今天我們將從克魯姆洛夫，前往哈爾施塔特，抵達小鎮後遊覽。隨後前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行程安排：
哈爾施塔特（2小時）
全天
哈爾施塔特 Hallstatt
她被稱為奧地利壯美迷人的部分，方圓3千多平方公里的薩爾茨卡莫古特，從19世紀中葉開始就是奧地利和德國貴
族避暑和狩獵聖地，而哈爾施塔特則是薩爾茨卡莫古特湖區中一顆美麗的明珠，她是奧地利最美的小鎮之一，更
是被列入了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那依山而建的古老市場，重重疊疊的木屋是這裡的特。您可以在風景如畫的哈
爾施塔特小城街道漫步。
晚上
酒店：Bellevue Hotel Vienna 或 同級

Day 7

維也納 - 汽車 - 布拉迪斯拉發 - 汽車 - 布達佩斯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下午 午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晚上 晚餐
匈牙利民族歌舞晚宴
一邊品嘗特色美食一邊觀看匈牙利民族舞蹈，氣氛熱烈，演員與觀眾互動，場面富有感染力。
全天
今天我們將遊覽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隨後前往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最後抵達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邊品嘗特
色美食邊觀看匈牙利民族舞蹈。
行程安排：
維也納市區遊覽（2小時）：維也納國家歌劇院（15分鐘）→ 施特勞斯雕像（15分鐘）→ 霍夫堡皇宮（15分鐘）
→ 聖史蒂芬大教堂（15分鐘）→ 入內參觀美泉宮（45分鐘）
布拉迪斯拉發遊覽（2小時）：斯洛伐克國家劇院（15分鐘）→ 米榭爾門（15分鐘）→ 總統府廣場（15分鐘）→
羅蘭噴泉（15分鐘）→ 遠觀布拉迪斯拉發城堡 → 懸索大橋（15分鐘）
全天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Vienna State Opera（外觀）
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维也纳國家歌剧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型、辉煌歌剧院，是以“音乐之都”享誉
世界的维也纳的主要象征，素有“世界歌剧中心”之称。
施特勞斯雕像 The golden Strauss memorial（外觀）

被世人譽為“圓舞曲之王”的音樂家約翰•施特勞斯是奧地利人的驕傲。這座雕像坐落在城市公園內，成為維也納
的一個標誌。雕像位於一道白色的弧形拱門內，拱門上雕刻著精美的天使浮雕，拱門內，金色的施特勞斯正怡然
自得地“演奏”著提琴，雕像前花團景簇，色彩繽紛。雕像前總是圍滿了慕名前來瞻仰的遊客。
霍夫堡皇宮 Hofburg（外觀）
從13世紀開始，直至1918年君主帝國滅亡，霍夫堡皇宮一直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皇室的重要居所。在這所由2500
個房間構成的龐大宮殿群內，一共有二十多個世界級的收藏館，其皇家文化的珍藏，在歐洲絕無僅有。
聖史蒂芬大教堂 St. Stephen's Cathedral（外觀）
聖史蒂芬大教堂是維也那環城景觀帶上的著名建築，享譽全球，是維也納的象徵之一。它坐落在維也納市中心，
故又有“維也納心臟”之稱。整個教堂的建築風格呈奇特的混合式，朝西的正門是羅馬風格，尖塔是哥特式，而
聖壇是巴羅克風格。錐形入雲的南塔，鑲嵌在兩側屋頂的青黃拼花瓦片格外惹人注目。
斯洛伐克國家劇院 Slovak National Theatre（外觀）
這棟歷史老建築劇院修建於1886年，是布拉提斯拉瓦的主要劇場，經常上演戲劇和歌劇。
米榭爾門（外觀）
米榭爾門是布拉迪斯發古城牆裡保存下來的唯一一座中世紀的城門。建造于14世紀，原是一座哥特式建築，16世
紀時被改造現在的文藝復興樣式。
總統府廣場 Presidential Palace Square（外觀）
總統府建于18世紀，上班時間有衛兵站崗，中間的噴泉是非常主要的景色。
羅蘭噴泉 Maximilian's fountain（外觀）
羅蘭噴泉又稱為馬克西米利噴泉，為馬克西米利安二世時期修建，位於老城區的中央廣場上，是布拉迪斯拉發的
古跡之一，巴羅克式的雕塑噴泉具有極佳的觀賞性。噴泉由雕刻大師設計，形象為一個披重甲突破的騎士。
懸索大橋 Suspension bridge（外觀）
布拉迪斯拉發美麗的多瑙河上，一座獨塔雙層公路斜拉橋橫跨兩岸，將新舊市區聯接在一起，這就是當地著名的
新大橋。新大橋相比於各種歷史古跡來說，是非常年輕和現代化的，形成了老城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橫跨多瑙河
南北的“飛碟”大橋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的標誌性建築。
晚上
酒店：Ensana Grand Margaret Island 或 同級

Day 8

布達佩斯 - 汽車 - 克拉科夫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下午 午餐
中餐
晚上 晚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全天
今天我們將遊覽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隨後前往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

行程安排：
布達佩斯遊覽（2小時）：英雄廣場（30分鐘）→ 馬加什教堂（15分鐘）→ 入內參觀漁人堡（45分鐘）
全天
英雄廣場 Heroes' Square
英雄廣場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中心廣場，是一個融合了歷史、藝術和政治的勝跡。匈牙利人民為慶祝建國
1000周年建立了英雄廣場，並豎起一座紀念碑。廣場完工於1896年，紀念碑頂端有一位加百利天使，天使手捧伊
斯特萬國王加冕時的王冠，象徵著匈牙利由此轉為基督教國家。
馬加什教堂 Matthias Church（外觀）
馬加什教堂外觀屬新歌德式，蘊含了匈牙利民俗、新藝術風格和土耳其設計等多種色彩，精雕細琢裝飾的石造尖
塔與色彩繽紛的馬賽克鑲嵌屋頂是教堂的特色。教堂獨具匠心地將高高的鐘樓修建在教堂的一角，這使得整座建
築一下子變得輕盈，少了其他教堂的沉重與拘謹。歷代匈牙利國王的加冕儀式皆在此舉行，故又有“加冕教堂”
之稱。
漁人堡 Fisherman's Bastion
漁人堡是一座兩層的白色建築群，融合了新哥特、新羅馬式以及匈牙利當地特色的建築風格，被評為匈牙利令人
印象最深的傑出建築群。中世紀時，這裡的漁民負責保衛這一段城牆，漁人堡由此得名。漁人堡素有布達佩斯瞭
望台之稱，可以鳥瞰布達佩斯全城美麗的風光。
晚上
酒店：Novotel Centrum 或 同級

Day 9

克拉科夫 - 汽車 - 華沙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下午 午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晚上 晚餐
中式團餐六菜一湯
全天
今天我們將遊覽完整保存了中世紀的舊城光華的克拉科夫。隨後前往波蘭首都華沙。
行程安排：
克拉科夫遊覽（3小時）：中央廣場（1小時）→ 聖瑪利亞教堂（1小時）→ 入內參觀奧斯維辛集中營（45分鐘）
華沙遊覽（1小時）：美人魚雕像（15分鐘）→ 居里夫人故居（15分鐘）→ 聖十字聖殿（15分鐘）
全天
中央廣場 Main Square, Kraków
廣場溫馨又充滿活力，精緻且不失純樸，許多人到克拉科夫就是特地為了來感受波蘭地道的地方風情。廣場上磚
紅色的聖母馬麗亞教堂是克拉科夫的標誌，夕陽映照的時分，它散發出一種迷人的暖紅。
聖瑪利亞教堂 St. Mayr's Basilica（外觀）

聖瑪利亞教堂是一座磚砌哥特式教堂，興建於14世紀，因其不對稱的外觀在舊城區市集廣場飾演重要角色。教堂
內部裝飾為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和巴羅克式的完美結合。每隔1個小時，從鐘樓頂部都會響起號角聲。
奧斯維辛集中營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奧斯維辛集中營二號營是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修建的1000多座集中營中最大的一座，面積達40平方千
米。由於有上百萬人在這裡被德國法西斯殺害，它又被稱為“殺人工廠”。它於197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美人魚雕像 Mermaid of Warsaw
美人魚雕像是一座人身魚尾的青銅雕像，高約2.5米，建於1938年。美人魚的上身是頭髮捲曲、眉清目秀的美麗少
女，她右手舉寶劍過頂，左手執盾牌護身，雙目凝視遠方，表現出波蘭民族堅貞不屈的性格，是英雄城市華沙的
象徵。
居里夫人故居（外觀）
居里夫人故居是一棟巴羅克式三層公寓樓，牆體是咖啡色和粉色相間，二樓的中間有一個小陽臺，裡面就是居里
夫人故居。據說原來的老房子在二戰時已夷為平地,現在的房子是二戰後新蓋的。
聖十字聖殿（外觀）
矗立于華沙市中心的一座巴羅克式風格的天主教堂。教堂內有一些重量級名人的紀念碑和陵墓，例如：但丁、米
開朗基羅、伽利略、馬基維利、羅西尼等。
晚上
酒店： Golden Tulip Warsaw Centre 或 同級

Day 10

華沙 - 飛機 - 居住地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下午 午餐
自理
晚上 晚餐
自理
上午
今天我們將繼續遊覽華沙。愉快的東歐之旅結束後，我們將送您前往華沙弗裡德里克·蕭邦機場。
行程安排：
華沙遊覽（1小時）：瓦津基公園（30分鐘）→ 華沙舊皇宮（15分鐘）
上午
瓦津基公園 Lazienki Park
因豎立有蕭邦雕像而又名為蕭邦公園，具有英國園林風格。在夏天的週末，會有鋼琴演奏會在蕭邦雕像下舉行，
只要隨意的找個凳子坐下就可以享受一下午的免費音樂會。公園中部有羅馬劇院舞臺，偶爾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
表演秀。
華沙舊皇宮 Warsaw Old Palace（外觀）

華沙舊皇宮是一座三層的建築，曾是波西米亞國王的住所，建於12世紀，經過幾次修建，增加了哥特、文藝復興
樣式。大多數的房間在西元1541年的大火中受到毀壞，因此部份是後來重建的遺跡。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全程歐洲常規4星酒店(散拼標準)：以兩人一房為標準；
2. 酒店含美式熱自助早餐（部分小鎮條件限制無美式熱自助早餐，則安排歐陸式早餐，較為簡單）；
3. 全程共安排14頓餐，明細如下：中式團餐六菜一湯12餐、捷克風味鱒魚餐1餐、布達佩斯民族歌舞晚宴1
餐；
4. 中英雙語領隊以及中文導遊；
5. 專業外籍司機，空調大巴車（歐洲法律規定，每天開車不能超過10小時）；
6. 德國、奧地利、捷克路稅；
7. 克魯姆洛夫、哈爾施塔特，兩城入城費；
8. 布拉格城堡套票、漁人堡門票、美泉宮門票（含中文耳機講解）。
費用不含
1. 全程機票及、稅金、簽證費用、護照辦理費用；
2. 小費10歐元/人/天；
3. 境外個人消費（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小費等個人消費）；
4. 飛機中轉過程中的用餐；
5. 出入境的行李海關課稅，超重行李的托運費、保管費；
6. 自費列表所列另付費旅遊項目；
7.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簽證說明
從美國出發前往歐洲客人的證件要求：
1. 中國護照+美國綠卡或持有F/H/J/M/L長期居住簽證，且護照有效期需滿足從歐洲離開日起6個月以上有
效，簽證有效期需滿足從歐洲離開日起3個月以上有效。
2. 持美國/香港/臺灣護照，無需簽證可直接前往。
3. 請客人隨身攜帶美國注射疫苗的認證書，因為疫情政策多變，如果抵達歐洲需要做藥房的72h有效快速檢
測，還請客人配合，此項費用需要客人現場支付。
葡萄牙入境要求：
起飛前72小時提供核酸檢測(PCR)陰性證明或者起飞前48小時抗原檢測(TAG)陰性證明，12歲以下的兒童無需
核酸檢測證明。
入境葡萄牙需登錄網站提供相關信息（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相關步驟），請在出發前4天內完成，飛往葡萄牙
的航司會要求出示該證明。
法國入境要求：
美國屬於橙色國家（橙色：定義為非綠色和紅色國家之外）：已完成美國疫苗接種的人群需提供疫苗接種證明
即CDC小白卡；未接種疫苗的人群需登機時提供72小時內核酸檢測(PCR)陰性證明或48小時內抗原檢測(TAG)
陰性證明。
入境法國的客人，需要將疫苗注射卡轉換為法國的健康碼（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相關步驟）
德國入境要求：
已完成美國疫苗接種的人群進入德國不需要做額外的核酸檢測。未接種美國疫苗的人群原則上不能進入德國，
只有在特殊緊急情況下才許可。
歐洲行程結束，入境美國要求：
無論是否接種疫苗，2歲及以上人群需登機時提供72小時內核酸檢測(PCR)陰性證明或48小時內抗原檢測(TAG)
陰性證明。

預訂須知
1. 兒童不占床：回團當日不足8歲、身高不足1.2米的兒童可以安排不占床，團費可減80美金。收費提供機位、
車位、餐位行程費用包含景點的門票，不提供住宿床位。兒童若占床位，則按照成人標準收費。
2. 本產品為我公司打包產品，所有牽涉到的機票、酒店、用餐、景點門票等除特別說明的價格外均為一體價
格，不得拆分，若遇境外景點、火車等對青少年、老人優惠或者免費，均不在此列，無法退費，敬請諒解。
3. 導遊會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適當調整景點遊覽順序，但不得減少遊覽時間。
4. 行程中的景點遊覽時間，包括步行、遊船、火車、觀光排隊等候等時間總和。
5. 歐洲晝夜溫差大、每年平均溫度最熱超過30度的情況不超過兩個月，且歐洲各國環保意識強，故至今歐洲部
分酒店並不配備冷氣空調，並非酒店設施不達標準，敬請諒解。

6. 歐洲酒店強調建築物本身的歷史價值，故一些酒店因建築主題架構無法進行改造，以致酒店房間有格局大小
不一的狀況。如因酒店標準房間不夠原因，酒店升級個別房間，此情況非本公司能掌控，並非差別待遇，敬請
諒解。
7. 請勿在酒店房間內抽煙，如有抽煙，需根據各酒店規定罰款，通常罰款金額100-500歐元之間，敬請注意。
8. 本公司所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下，如戰爭、政治動盪、天災、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罷工等，
本公司有權在啟程前或出發後取消或替換任何一個旅遊專案，亦有權縮短或延長旅程。
9. 如果客人在境外發生丟失物品，我社可以協助向有關部門報案，但不承擔賠償責任。請客人小心保管隨身攜
帶的貴重物品，以防丟失。
10. 疫情過後餐廳用餐形式變化需要進行進一步溝通，儘量安排分餐制或者自助餐，屆時根據實際情況再調整
餐標。此行程路程比較長，西餐比較花費時間，故以中式用餐安排為主。
11. 如遇展會，將視展會情況住郊外酒店或者調整住宿城市。
12. 所有參加歐洲團的客人，我司會協助填寫入境國的申報卡，並協助辦理回美國所需的病毒檢測（檢測費用
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