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秘东欧】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克拉科夫+华沙 10日8晚

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330

出发日期 11/20/2021

团号 BERWAW10

出发城市 柏林 Berlin

目的地城市 华沙 Warsaw

途经地点
布拉格 Prague、维也纳 Vienna、布拉迪斯拉发 Bratislava、克拉科夫 

Krakow

行程天数 10 天 8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产品价格

单人入住：$2399 / 人 两人入住：$1999 / 人

出发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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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旺季出发班期，需额外加收$200每人（售价已含）。

产品特色

    



【东欧6国】11天畅游德国、捷克、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一次尽览东欧风光。

 

【6国首都】走进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拉提斯拉法、布达佩斯、华沙，探访6国心脏城市。

 

【风情小镇】被称为“柏林后花园”的波茨坦、被誉为欧洲最美丽城市之一的德累斯顿、世界文化遗

产-克鲁姆洛夫和克拉科夫、世界自然及文化遗产-哈尔施塔特。

 

【入内美泉宫】唐嫣&罗晋大婚地，茜茜公主的最爱。

 

【入内渔人堡】环境优美、风景秀丽，鸟瞰布达佩斯全城风光。

 

【特色美食】捷克著名的料理之一的鳟鱼餐、可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看匈牙利民族舞蹈的歌舞晚宴

。

 

【品质出行】中文导游，专业外籍司机，空调大巴车，4星酒店住宿，包含早餐和13顿正餐，包含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包含门票】已包含布拉格城堡套票、渔人堡门票、美泉宫门票和中文耳机讲解，其余项目您可自

由选择参加。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全程欧洲常规4星酒店(散拼标准)：以两人一房为标准；

2. 酒店含美式热自助早餐（部分小镇条件限制无美式热自助早餐，则安排欧陆式早餐，较为简单

）；

3. 全程共安排14顿餐，明细如下：中式团餐六菜一汤12餐、捷克风味鳟鱼餐1餐、布达佩斯民族歌

舞晚宴1餐；

4. 中英双语领队以及中文导游；

5. 专业外籍司机，空调大巴车（欧洲法律规定，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小时）；

6. 德国、奥地利、捷克路税；

7. 克鲁姆洛夫、哈尔施塔特，两城入城费；

    2/17



8. 布拉格城堡套票、渔人堡门票、美泉宫门票（含中文耳机讲解）。

费用不含

1. 全程机票及、税金、签证费用、护照办理费用；

2. 小费10欧元/人/天；

3. 境外个人消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小费等个人消费）；

4. 飞机中转过程中的用餐；

5. 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

6. 自费列表所列另付费旅游项目；

7. 以上服务内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费用。

行程介绍

Day 1

今天我们将从美国出发，前往德国柏林，开启探秘东欧之旅。全天

酒店：飞机上晚上

Day 2

早餐

自理

上午

午餐

自理

下午

晚餐

自理

晚上

下午抵达德国柏林国际机场，导游接机送往酒店休息。

 

接机须知：

居住地 飞机 柏林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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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费接机时间点为：14:00 17:00 20:00，此时间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处拿

到行李后与我司工作人员汇合时间，逾时不候。如错过班车，请等候下一班；错过

20:00的班车，请自行前往酒店。

入住城市：柏林 Berlin

酒店：Abba Berlin Hotel 或 同级

晚上

Day 3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今天我们将前往德国的首都柏林，也是德国的政治、文化、交通及经济中心。在这

里，我们可以感受欧洲都市的繁华喧嚣，重温欧洲大事件的辉煌历史。随后前往波

茨坦，这里有不计其数且风格独特的宫殿和花园，是名副其实的“柏林的后花园”。

 

行程安排：

柏林市区游览（1小时）：胜利纪念柱 → 勃兰登堡门 → 帝国大厦旧址 → 柏林大教

堂 → 柏林墙遗址

波茨坦游览（1小时）：波茨坦老城城门（30分钟）→ 红砖山墙“荷兰村”（30分钟

）

全天

胜利纪念柱 Berlin Victory Column（外观）

胜利纪念柱是柏林的一座著名纪念性建筑，1864年为庆祝普鲁士在普丹战争中获胜

而兴建。顶端的胜利女神雕像是后来加上去的，她象征着自由，带着德国人民的梦

想，指引德国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柏林 汽车 波茨坦 汽车 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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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登堡门 Brandenburg Gate（外观）

又称命运之门，建于1791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砂岩建筑，它是东西德分裂的历史

见证，是柏林的标志，也是德国的国家标志。以雅典卫城城门为蓝本，门顶上是张

开翅膀的胜利女神驾驶四轮马车的铜像，这一切都象征着战争的胜利。1989年柏林

墙倒塌后它成为了两德统一的象征。

帝国大厦旧址 Reichstag building（外观）

国会大厦位于柏林市中心，于1894年建成，在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即是国

家议会的会址，现为联邦议会的所在地。经历了又一轮重修，增加了一个特别的玻

璃穹顶，穹顶由12根圆柱支撑，通过一个铺满玻璃镜的倒置圆锥体将日光照射到议

院的整个大厅。

柏林大教堂 Berlin Cathedral（外观）

柏林大教堂是基督教路德宗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的宫廷教堂。建筑

风格为巴洛克式和文艺复兴式，内饰极为华丽，白金色调为主，但只有少数房间对

外开放。地下为王室陵墓，其中较珍贵的是大选帝侯及夫人，弗里德里希国王一世

及王后索菲·夏洛滕的棺材价值连城。

柏林墙遗址 Berlin Wall

当年，东德为筑起这堵柏林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今，残留的柏

林墙上有来自于全世界181位画家的漫画创作，较为醒目的一幅是昂纳克和勃列日涅

夫接吻的镜头。

波茨坦老城城门

三座富丽堂皇的城门是波茨坦老城的标志：勃兰登堡门是纪念七年战争胜利的凯旋

门，猎宫门的名字源自城市北部的侯爵猎宫，还有瑙恩门，它是波茨坦内城的热门

聚会地点，呈现出英国新哥特式的典型风格。

红砖山墙“荷兰村” Dutch Quarter

这里有建于18世纪的100多间红砖荷兰式建筑，弥漫着惬意的氛围和轻松的生活格

调，雅致的后院、咖啡馆、别致的小酒馆和先锋派画廊都在等待你的光临。

酒店：NH Dresden Neustadt 或 同级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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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今天我们将参观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的德累斯顿。德累斯顿曾长期是萨克

森王国的都城，拥有数百年的繁荣史、灿烂的文化艺术，欧洲城市绿化率比较高和

拥有众多精美的巴洛克建筑，又被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随后前往捷克的首都

和第一大城市-布拉格。布拉格的建筑给人整体上的观感是建筑顶部变化特别丰富

，并且色彩极为绚丽夺目，号称欧洲至为美丽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球第一个整座城

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德累斯顿市区游览（30分钟）

布拉格市区游览（3小时）：入内参观布拉格城堡区（30分钟）→ 入内参观圣维特

大教堂（30分钟）→ 入内参观黄金巷（15分钟）

 

全天

布拉格城堡区 Prague Castle

建于9世纪，该城堡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城堡山的观景台俯瞰笼罩在色阳

光下的布拉格，伏尔塔瓦河从城中穿过，高高低低的塔尖连城一片，整个城市金碧

辉煌、格外美丽。

圣维特大教堂 St. Vitus Cathedral

圣维特大教堂曾是历代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地方，在欧洲建筑史上有「建筑之宝」

的美誉，如今在教堂内还收藏有十四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的纯

金皇冠、金球及令牌。

布拉格黄金巷 Golden Lane

德累斯顿 汽车 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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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巷是布拉格城堡中有名的景点之一。它虽然名为“黄金”，但并非由黄金打造，而

是古时打造金器的工匠们居住的地方；因聚集不少为国王炼金的术士，因而有此名

称。

酒店：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 或 同级晚上

Day 5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捷克风味鳟鱼餐

鳟鱼餐是捷克著名的料理之一，煎到金黄的鳟鱼香气四溢，配上当地主食马铃薯就

成为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佳肴。来到波希米亚，您绝对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鲜

美滋味！

晚上

今天我们将继续游览布拉格。随后前往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克鲁姆洛夫。

 

行程安排：

布拉格游览（1小时）：查理大桥（15分钟）→ 外观布拉格旧市政厅（30分钟）

克鲁姆洛夫游览（2小时）

全天

查理大桥 Charles Bridge

建于十四世纪，全长520公尺，桥的两旁耸立着30尊出自17-18世纪艺术大师之手的

雕像，被欧洲人称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塑像美术馆”。现今它已然成为了布拉格景点

的代表，常有人说“走过这座桥才算来过布拉格”。

布拉格旧市政厅 Old Town Hall (Prague)

布拉格 汽车 克鲁姆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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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市政厅位于老城广场，古老的中世纪建筑群中是其中小有名气的一座。作为旅行

的必逛之地，不能错过的是看外墙那个鼎鼎大名的天文钟，天文钟每小时正点会报

时，吸引无数游客参观。

克鲁姆洛夫 Cesky Krumlov

又名CK小镇，于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伏尔他瓦河倒S型

的河湾，将古城分为城堡区，下游谷地及旧城区三部分。走进这座欧洲美丽的中古

小城，时间仿佛停留在十八世纪，这充满中世纪迷人气息的小镇，白墙、红瓦、石

板路处处可见，令人陶醉其中。

酒店：Bellevue Hotel Český Krumlov 或 同级晚上

Day 6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餐

下午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今天我们将从克鲁姆洛夫，前往哈尔施塔特，抵达小镇后游览。随后前往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

 

行程安排：

哈尔施塔特（2小时）

全天

哈尔施塔特 Hallstatt

她被称为奥地利壮美迷人的部分，方圆3千多平方公里的萨尔茨卡莫古特，从19世纪

中叶开始就是奥地利和德国贵族避暑和狩猎圣地，而哈尔施塔特则是萨尔茨卡莫古

特湖区中一颗美丽的明珠，她是奥地利最美的小镇之一，更是被列入了世界自然及

克鲁姆洛夫 汽车 哈尔施塔特 汽车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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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那依山而建的古老市场，重重叠叠的木屋是这里的特。您可以在风景如

画的哈尔施塔特小城街道漫步。

酒店：Bellevue Hotel Vienna 或 同级晚上

Day 7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匈牙利民族歌舞晚宴

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观看匈牙利民族舞蹈，气氛热烈，演员与观众互动，场面富

有感染力。

晚上

今天我们将游览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随后前往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最后抵达匈

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边品尝特色美食边观看匈牙利民族舞蹈。

 

行程安排：

维也纳市区游览（2小时）：维也纳国家歌剧院（15分钟）→ 施特劳斯雕像（15分

钟）→ 霍夫堡皇宫（15分钟）→ 圣史蒂芬大教堂（15分钟）→ 入内参观美泉宫

（45分钟）

布拉迪斯拉发游览（2小时）：斯洛伐克国家剧院（15分钟）→ 米榭尔门（15分钟

）→ 总统府广场（15分钟）→ 罗兰喷泉（15分钟）→ 远观布拉迪斯拉发城堡 → 悬

索大桥（15分钟）

全天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Vienna State Opera（外观）

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维也纳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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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也纳 汽车 布拉迪斯拉发 汽车 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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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雕像 The golden Strauss memorial（外观）

被世人誉为“圆舞曲之王”的音乐家约翰•施特劳斯是奥地利人的骄傲。这座雕像坐落

在城市公园内，成为维也纳的一个标志。雕像位于一道白色的弧形拱门内，拱门上

雕刻着精美的天使浮雕，拱门内，金色的施特劳斯正怡然自得地“演奏”着提琴，雕像

前花团景簇，色彩缤纷。雕像前总是围满了慕名前来瞻仰的游客。

霍夫堡皇宫 Hofburg（外观）

从13世纪开始，直至1918年君主帝国灭亡，霍夫堡皇宫一直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

的重要居所。在这所由2500个房间构成的庞大宫殿群内，一共有二十多个世界级的

收藏馆，其皇家文化的珍藏，在欧洲绝无仅有。

圣史蒂芬大教堂 St. Stephen's Cathedral（外观）

圣史蒂芬大教堂是维也那环城景观带上的著名建筑，享誉全球，是维也纳的象征之

一。它坐落在维也纳市中心，故又有“维也纳心脏”之称。整个教堂的建筑风格呈奇特

的混合式，朝西的正门是罗马风格，尖塔是哥特式，而圣坛是巴罗克风格。锥形入

云的南塔，镶嵌在两侧屋顶的青黄拼花瓦片格外惹人注目。

斯洛伐克国家剧院 Slovak National Theatre（外观）

这栋历史老建筑剧院修建于1886年，是布拉迪斯拉发的主要剧场，经常上演戏剧和

歌剧。

米榭尔门（外观）

是布拉迪斯拉发古城墙里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中世纪的城门。建造于14世纪，原是

一座哥特式建筑，16世纪时被改造现在的文艺复兴样式。

总统府广场 Presidential Palace Square（外观）

总统府建于18世纪，上班时间有卫兵站岗，中间的喷泉是非常主要的景色。

罗兰喷泉 Maximilian's fountain（外观）

罗兰喷泉又称为马克西米利喷泉，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时期修建，位于老城区的中

央广场上，是布拉迪斯拉发的古迹之一，巴洛克式的雕塑喷泉具有极佳的观赏性。

喷泉由雕刻大师设计，形象为一个披重甲突破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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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索大桥 Suspension bridge（外观）

在布拉迪斯拉发美丽的多瑙河上，一座独塔双层公路斜拉桥横跨两岸，将新旧市区

联接在一起，这就是当地著名的新大桥。新大桥相比于各种历史古迹来说，是非常

年轻和现代化的，形成了老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横跨多瑙河南北的“飞碟”大桥是斯

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标志性建筑。

酒店：Ensana Grand Margaret Island 或 同级晚上

Day 8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餐

下午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今天我们将游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随后前往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

 

行程安排：

布达佩斯游览（2小时）：英雄广场（30分钟）→ 马加什教堂（15分钟）→ 入内参

观渔人堡（45分钟）

全天

英雄广场 Heroes' Square

英雄广场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心广场，是一个融合了历史、艺术和政治的胜

迹。匈牙利人民为庆祝建国1000周年建立了英雄广场，并竖起一座纪念碑。广场完

工于1896年，纪念碑顶端有一位加百利天使，天使手捧伊斯特万国王加冕时的王冠

，象征着匈牙利由此转为基督教国家。

马加什教堂 Matthias Church

布达佩斯 汽车 克拉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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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什教堂外观属新歌德式，蕴含了匈牙利民俗、新艺术风格和土耳其设计等多种

色彩，精雕细琢装饰的石造尖塔与色彩缤纷的马赛克镶嵌屋顶是教堂的特色。教堂

独具匠心地将高高的钟楼修建在教堂的一角，这使得整座建筑一下子变得轻盈，少

了其他教堂的沉重与拘谨。历代匈牙利国王的加冕仪式皆在此举行，故又有“加冕教

堂”之称。

漁人堡 Fisherman's Bastion

渔人堡是一座两层的白色建筑群，融合了新哥特、新罗马式以及匈牙利当地特色的

建筑风格，被评为匈牙利令人印象最深的杰出建筑群。中世纪时，这里的渔民负责

保卫这一段城墙，渔人堡由此得名。渔人堡素有布达佩斯瞭望台之称，可以鸟瞰布

达佩斯全城美丽的风光。

酒店：Novotel Centrum 或 同级晚上

Day 9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华沙。

 

行程安排：

克拉科夫游览（3小时）：中央广场（1小时）→ 圣玛利亚教堂（1小时）→ 入内参

观奥斯维辛集中营（45分钟）

华沙游览（1小时）：美人鱼雕像（15分钟）→ 居里夫人故居（15分钟）→ 圣十字

圣殿（15分钟）

全天

克拉科夫 汽车 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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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场 Main Square, Kraków

广场温馨又充满活力，精致且不失纯朴，许多人到克拉科夫就是特地为了来感受波

兰地道的地方风情。广场上砖红色的圣母马丽亚教堂是克拉科夫的标志，夕阳映照

的时分，它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暖红。

圣玛利亚教堂 St. Mayr's Basilica（外观）

圣玛利亚教堂是一座砖砌哥特式教堂，兴建于14世纪，因其不对称的外观在旧城区

市集广场饰演重要角色。教堂内部装饰为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的完美结

合。每隔1个小时，从钟楼顶部都会响起号角声。

奥斯维辛集中营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奥斯维辛集中营二号营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1000多座集中营中

最大的一座，面积达40平方千米。由于有上百万人在这里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它又

被称为“杀人工厂”。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美人鱼雕像 Mermaid of Warsaw

美人鱼雕像是一座人身鱼尾的青铜雕像，高约2.5米，建于1938年。美人鱼的上身是

头发卷曲、眉清目秀的美丽少女，她右手举宝剑过顶，左手执盾牌护身，双目凝视

远方，表现出波兰民族坚贞不屈的性格，是英雄城市华沙的象征。

居里夫人故居（外观）

居里夫人故居是一栋巴洛克式三层公寓楼，墙体是咖啡色和粉色相间，二楼的中间

有一个小阳台，里面就是居里夫人故居。据说原来的老房子在二战时已夷为平地,现

在的房子是二战后新盖的。

圣十字圣殿（外观）

矗立于华沙市中心的一座巴洛克式风格的天主教堂。教堂内有一些重量级名人的纪

念碑和陵墓，例如：但丁、米开朗基罗、伽利略、马基维利、罗西尼等。

酒店： Golden Tulip Warsaw Centre 或 同级晚上

Day 10 华沙 飞机 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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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自理

下午

早餐

自理

晚上

今天我们将继续游览华沙。愉快的东欧之旅结束后，我们将送您前往华沙弗里德里

克·肖邦机场。

 

行程安排：

华沙游览（1小时）：瓦津基公园（30分钟）→ 华沙旧皇宫（15分钟）

上午

瓦津基公园 Lazienki Park

因竖立有肖邦雕像而又名为肖邦公园，具有英国园林风格。在夏天的周末，会有钢

琴演奏会在肖邦雕像下举行，只要随意的找个凳子坐下就可以享受一下午的免费音

乐会。公园中部有罗马剧院舞台，偶尔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秀。

华沙旧皇宫 Warsaw Old Palace

华沙旧皇宫是一座三层的建筑，曾是波西米亚国王的住所，建于12世纪，经过几次

修建，增加了哥特、文艺复兴样式。大多数的房间在公元1541年的大火中受到毁坏

，因此部份是后来重建的遗迹。

上午

协议&须知

预定限制

1、年龄限制：【不限制】；

2、是否需要证件号码预订：【不需要】；

签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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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出发前往欧洲客人的证件要求：

1. 中国护照+美国绿卡或持有F/H/J/M/L长期居住签证，且护照有效期需满足从欧洲离开日起6个月

以上有效，签证有效期需满足从欧洲离开日起3个月以上有效。

2. 持美国/香港/台湾护照，无需签证可直接前往。

3. 请客人随身携带美国注射疫苗的认证书，因为疫情政策多变，如果抵达欧洲需要做药房的72h有

效快速检测，还请客人配合，此项费用需要客人现场支付。

 

葡萄牙入境要求： 

起飞前72小时提供核酸检测(PCR)阴性证明或者起飞前48小时抗原检测(TAG)阴性证明，12岁以下

的儿童无需核酸检测证明。

入境葡萄牙需登录网站提供相关信息（请点击蓝色字体查看相关步骤），请在出发前4天内完成

，飞往葡萄牙的航司会要求出示该证明。

 

法国入境要求： 

美国属于橙色国家（橙色：定义为非绿色和红色国家之外）：已完成美国疫苗接种的人群需提供疫

苗接种证明即CDC小白卡；未接种疫苗的人群需登机时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PCR)阴性证明或

48小时内抗原检测(TAG)阴性证明。

入境法国的客人，需要将疫苗注射卡转换为法国的健康码（请点击蓝色字体查看相关步骤）

 

德国入境要求： 

已完成美国疫苗接种的人群进入德国不需要做额外的核酸检测。未接种美国疫苗的人群原则上不能

进入德国，只有在特殊紧急情况下才许可。

 

欧洲行程结束，入境美国要求：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2岁及以上人群需登机时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PCR)阴性证明或48小时内抗原

检测(TAG)阴性证明。

退改说明

1. 行程取消条款如下：

行程开始前 违约金（占团费总费用）

出发前7日 (含) 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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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8日 (含) 至 14日 (含) 90%

出发前15日 (含) 至 21日 (含) 80%

出发前22日及以上 70%

备注：

(1) 出发当日未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已付团费概不退还。

(2) 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照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3) 如贵司或客人因个人原因 (无旅行证件、迟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于旅途中退出或末能参加

行程内任何行程，已付团费概不退还，也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

 

2.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而导致无法游览，纵横将尽力保护客人人身及其财产

的安全，有权利取消或调整部分或全部行程，不承担任何因不可抗力引起的直接或间接责任，已支

付的团费概不退还。

 

3. “安心退”保险服务：出发前15日及以上，不问原因，随意退；出发前8日 (含) 至 14日 (含) ，可

随意改期。

预订须知

1. 儿童不占床：回团当日不足8岁、身高不足1.2米的儿童可以安排不占床，团费可减80美金。此收

费提供机位、车位、餐位行程费用包含景点的门票，不提供住宿床位。儿童若占床位，则按照成人

标准收费。

2. 本产品为我公司打包产品，所有牵涉到的机票、酒店、用餐、景点门票等除特别说明的价格外均

为一体价格，不得拆分，若遇境外景点、火车等对青少年、老人优惠或者免费，均不在此列，无法

退费，敬请谅解。

3. 导游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景点游览顺序，但不得减少游览时间。

4. 行程中的景点游览时间，包括步行、游船、火车、观光排队等候等时间总和。

5. 欧洲昼夜温差大、每年平均温度最热超过30度的情况不超过两个月，且欧洲各国环保意识强，故

至今欧洲部分酒店并不配备冷气空调，并非酒店设施不达标准，敬请谅解。

6. 欧洲酒店强调建筑物本身的历史价值，故一些酒店因建筑主题架构无法进行改造，以致酒店房间

有格局大小不一的状况。如因酒店标准房间不够原因，酒店升级个别房间，此情况非本公司能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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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差别待遇，敬请谅解。

7. 请勿在酒店房间内抽烟，如有抽烟，需根据各酒店规定罚款，通常罚款金额100-500欧元之间

，敬请注意。

8. 本公司所不能控制之特殊情况下，如战争、政治动荡、天灾、恶劣天气、交通工具发生技术问题

、罢工等，本公司有权在启程前或出发后取消或替换任何一个旅游项目，亦有权缩短或延长旅程。

9. 如果客人在境外发生丢失物品，我社可以协助向有关部门报案，但不承担赔偿责任。请客人小心

保管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以防丢失。

10. 疫情过后餐厅用餐形式变化需要进行进一步沟通，尽量安排分餐制或者自助餐，届时根据实际情

况再调整餐标。此行程路程比较长，西餐比较花费时间，故以中式用餐安排为主。

11. 如遇展会，将视展会情况住郊外酒店或者调整住宿城市。

12. 所有参加欧洲团的客人，我司会协助填写入境国的申报卡，并协助办理回美国所需的病毒检测

（检测费用自理）。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柏林勃兰登堡机场 (BER)；

免费接机时间点为：14:00 17:00 20:00，此时间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处拿到行李后与我司工

作人员汇合时间，逾时不候。如错过班车，请等候下一班；错过20:00的班车，请自行前往酒店。

离团地点

华沙弗里德里克·肖邦机场 (WAW)；

请预定14:00以后起飞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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